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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这座充满历史底蕴、仿佛是从
《一千零一夜》中走出来的城市。阿
拉伯人接近8个世纪的统治为格拉纳
达留下了丰富的安达卢西亚遗产。在
这里，你会惊叹于阿尔罕布拉宫的美
丽，也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遗产的阿尔拜辛区深深吸引。
探索城市的博物馆和艺术，沉浸在浓
郁文化氛围中。在Sacromonte的洞
穴中观看弗拉门戈表演，或者追寻
西班牙著名文人和音乐家的足迹，
如费德里戈 ·加西亚 ·洛尔卡或曼努埃
尔·德·法雅。
太阳落山时，可以在城市的观景台和
休闲屋⸺带有典型格拉纳达花园的
美丽房屋中观赏令人难忘的日落。
附近有风景如画的自然景区，比如
内华达山脉，你可以在这里滑雪，

欣赏地中海美景，或在热带海岸的
Salobreña，Motril和Almuñécar海滩游
泳。
品尝格拉纳达美食，将地中海风味和
阿拉伯传统完美融合，还有著名的小
吃，与饮料一起供应的菜肴，既是美
食也是艺术。
安达卢西亚人好客又热情，非常乐于
助人，他们会把快乐传递给你，让你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所有惊喜和未知的奇妙体验，尽在格拉纳
达。一座适合去感受、体验、探索的城市。快
来格拉纳达，感受迷人的西班牙风情。

 a 游览阿尔罕布拉宫和内华达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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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狮子庭院
阿尔罕布拉宫

阿尔罕布拉宫， 
一场真正的时间之旅
在由内华达山脉的白色山峰构成的
Sab ika山顶，矗立着这座独特的红
色堡垒（阿拉伯语为  al-Qal’a al-
hamra）。宫殿装饰富丽堂皇，还有美
丽的喷泉和水池，让你穿越时光回到
过去。
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群曾是古老
的城堡和纳斯里德苏丹的居住地，也
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文化瑰宝。你可以
在这里尽情感受纳萨利宫殿的雄浑大
气之美。游览时请特别注意瓷砖、柱
子和拱顶的丰富装饰，特别是阿本莎
拉赫厅。三个宫殿的庭院带有波斯和
穆斯林的设计灵感元素，预示着天

堂。在这些建筑和装饰中感受一个充
满艺术符号和视觉享受的世界。带喷
泉的狮子庭院是阿尔罕布拉宫建筑群
中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在最西侧是阿尔卡萨瓦堡垒，这里是
军事要塞以及精英守卫的居住区。爬
上维拉塔，你可欣赏到格拉纳达最美
丽的景色之一。
在这片建筑群中还包括多个不同时期
的著名建筑，比如阿尔罕布拉宫圣母
玛利亚教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洛
斯五世宫殿，这里也是阿罕布拉博物
馆和美术博物馆的所在地。

认识格拉纳达 
各街区
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魅力和一天中最
美的时刻。沿着街区漫步，感受着这
里的香气和令人难忘的角落，体验无
与伦比的神奇之旅。



了解格拉纳达逐个街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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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罕布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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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阿尔巴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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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花园般的赫内拉利费宫漫
步，这里是穆斯林国王的休息场所，
还有苏丹娜柏树庭院，那里是传说中
常常上演爱情故事的舞台。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你都可以参观
这座美丽的宫殿，当灯光倾泻，这
里又会呈现出一番与众不同的神奇 
氛围。

 L  请提前准备你的参访并在 
网上预订门票： 
www.alhambra-patronato.es

阿尔拜辛区， 
享受夜生活的理想场所
在这个面对着Sabika红色山丘的古老
阿拉伯郊区，你可以看到狭窄蜿蜒的

小巷，美丽的休闲房（典型的格拉纳
达住宅，里面带有花园或菜园）和雄
伟的穆德哈尔塔楼。
除了充满历史和艺术的宫殿、住宅和
教堂，在整个阿尔拜辛区还保留着
清真寺、方尖塔和水池，到处充满繁
华欢快的气氛。晚上，这里的巷子和
街道非常适合在一些迷人的酒吧品尝 
小吃。
你可以漫步在明亮空旷的圣尼可拉斯
广场，从广场进入简约朴素的教堂，
或是从瞭望台欣赏美丽的景色。
沿着达罗河，你可以游览历史悠久的
圣贝纳多修道院，这里有大型门廊庭
院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风貌的露台。

http://www.alhambra-patronato.es


在这附近还有阿尔拜辛区保留下来的
重要瑰宝之一萨弗拉之家，这是纳萨
利王朝时期民宅建筑的典范，里面是
阿尔拜辛博物馆。
探索科尔多瓦宫殿和位于高处的Dar 
al-Horra宫殿，感受周边环绕的美丽果
园和花园，尽情观赏纳萨利的装饰艺
术。相比之下，圣伊萨贝尔皇家修道
院或圣卡塔琳娜修道院则是典型的穆
德哈尔建筑。
日落时分，最惬意的莫过于去达罗河
郁郁葱葱的河谷边的悲伤大道（paseo 
de los Tristes）赏景。在那里，除了能
够享受浪漫的景色、欣赏日落外，你
还可以在露台上享用饮品并品尝这里
有名的小吃。

圣山区（SACROMONTE）， 
观赏弗拉门戈表演 
的绝佳去处
在悲伤大道的尽头便是通往圣山区的
斜坡，这里是格拉纳达最风景如画的
地区之一。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山上挖凿的洞穴。
这里有很多类型的弗拉门戈，最常见
的是赞布拉斯 (zambras)派对上的表
演，人们会唱歌跳弗拉门戈舞，一直
到天亮。
到达瓦尔帕莱索山（Valparaíso）的山
顶，你就会进入圣山区修道院。这座
16世纪的修道院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穆德哈尔风格的中央教堂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小礼拜堂。这里也是欣赏内达
华雪山山峰壮丽景色的绝佳场所。

了解格拉纳达 逐个街区游览

圣山区山洞中的弗拉门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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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灰粉刷的房屋边经过，你会经
常听到吉他、歌声和弗拉门戈特有
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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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莱阿雷霍(REALEJO)
它位于古老的犹太区，分为两个截然
不同的区域：高的区域拥有狭窄的街
道，非常陡峭，道路不规则；低的区
域则更加平坦，住宅区多呈方形。
要想深入了解这里，可以先从 Campo 
del Príncipe广场开始。这里有格拉
纳达人民崇拜的基督雕像，还有种
类繁多的酒吧、餐馆和小酒馆。你可
以从这里进入莱阿雷霍的主要区域，
还有隐藏在街区的魅力角落等待你去 
发现。

 a 提罗斯博物馆

在第一个基督徒街区，一定要参观这
里的教堂和修道院，两个地方离得很
近。值得一提的有赤足女修道院、安
古斯提亚斯大教堂、圣塞西里奥大教
堂、圣马提亚斯大教堂和圣多明戈大
教堂。最后这座是融合了哥特式风
格、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式风格的
一座美丽的修道院，后来成为神圣宗
教裁判所所在地。
距离这里不远处是圣多明各皇家厅，
这是一座13世纪的美丽宫殿，也是
阿尔罕布拉宫的前身。这里仅保留下
qubba（圆顶建筑）和接待室，但纳萨
利王后的房间仍然值得一看。
莱阿雷霍区最有趣的民用建筑之一就
是洛斯提洛斯之家(casa de los Tiros)，
在这里保存了一个军事炮塔和带有
装饰精美的天花板的内部空间。在
这座精美的建筑旁边，你还可以参
观苏亚雷斯神父之家(casa del padre 
Suárez)，这位耶稣会士被认为是国际
法先驱。
在古老的中世纪遗址边缘，你可以看
到Bibataubín广场，领略这里的同名
城堡宫殿⸺一座起源于阿里莫哈德
王朝时期、外立面为巴洛克式风格的
建筑。
真正赋予这个街区生命和色彩的是
美丽的休闲屋。最美丽的一个就是
马尔蒂莱斯休闲屋 (carmen de los 
Mártires)，拥有浪漫的花园。从露台
上你可以欣赏到令人难忘的美景。

这个街区的文化和美食 
举世闻名。



中心
这个最繁忙喧嚷的地区的北大门是埃
尔维拉门(Puerta Elvira)，这是伊斯
兰时期该城市的主要入口。这座拱门
见证了无数战争和传说，里面街道交
错，有很多迷人之处。
在这附近是皇家医院，现在的大学所
在地。这里有舒适宁静、适宜隐居和
学习的庭院、回廊和花园，特别值得
一提的还有壮观的图书馆。
在老城区，你也会被圣赫罗尼莫
雷阿尔修道院 (monasterio de San 
Jerónimo)和装饰丰富的大祭坛组塑
所深深吸引。这里埋葬着Gonza 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的遗骸⸺
一位伟大的上尉，一位战争英雄，在 

15世纪从纳萨利王国手中收复了格拉
纳达。
如果说在艺术和宗教方面有一定不容
错过的地方，那就是格拉纳达主教座
堂(catedral de la Encarnación)，这是
西班牙第二大教堂，也是最大的文艺
复兴风格教堂。教堂拥有宏伟的内部
装饰，毗邻新广场，在周围的街区中
庄严矗立。
这座教堂在天主教双王完成收复后下
令修建，它的附楼也一定不可错过。
那就是皇家礼拜堂(capilla Real)，天主
教双王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尔和阿
拉贡国王费尔南多就埋葬在雄伟的雕
塑陵墓中。

 a 化身大教堂

9

了解格拉纳达 逐个街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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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心和莱阿雷霍之间是煤炭之家
(corral del Carbón)，这可能是这座城
市最古老的建筑。穿过煤炭之家的马
蹄形拱门就是古老谷物市场的砖砌庭
院（供商人出售产品的公共区域）。
最后，你可以来到卡门广场，可以由
此进入主要的商业区；这里也是市政

厅的所在地，建在卡门修道院旧址上。
从那里你可以沿着Reyes Católicos大
街漫步，这是格拉纳达最繁华的地方
之一；或者到Navas街，那里有各种酒
吧和餐馆，你可以在那里品尝格拉纳
达当地最美味的食物。

 a 卡尔图哈修道院

文化
格拉纳达是众多伟大诗人、作家和艺
术家的摇篮，也是文人墨客的港湾。
这座城市整体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
丰富多样的宫殿、房子和博物馆中见
证着这座城市古往今来的兴衰荣辱。
在卡洛斯五世宫殿的纳萨利建筑群
中，有两个一定不可错过的景点：那
就是致力于西班牙穆斯林文化和艺术
的阿尔罕布拉宫博物馆，以及西班牙
最古老的美术馆格拉纳达美术博物
馆。漫步在展览厅中，你不仅会看到
格拉纳达的艺术，还有其他一些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如哈可布·弗洛伦提诺
（Jacobo Florentino）创作的文艺复兴
时期的雕塑作品群《基督下葬》。
离这里不远，距离Bermejas塔仅几步
之遥就可以看到Rodríguez-Acosta基
金会的雄奇建筑，这里也是一个将艺
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独特空间。建筑
由格拉纳达画家José María Rodríguez-
Acosta设计，花园呈现代主义风格，
在露台上可以看到山谷和内华达山脉
的美景。穿过雕塑和秘密通道，就会
来到美丽的图书馆。

卡尔图哈修道院建立在一个古老的阿
拉伯休闲屋旧址，是西班牙巴洛克式
建筑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修道院的
圣器收藏室中，白色的墙壁装饰与高
坛的红色大理石形成鲜明对比。而小
修道院则非常安静祥和。

 L更多信息详见： 
 www.alhambra-patronato.es 
 www.fundacionrodriguezacosta.com

http://www.alhambra-patronato.es
http://www.fundacionrodriguezaco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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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五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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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 
格拉纳达

想在这里找到纯粹的西班牙美食，你一
定不虚此行。

 a 小吃 

在大多数酒吧，点一杯饮品都会赠送
一盘食物，你可以用非常实惠的价格
品尝各种各样的菜肴和食物。
很多时候，他们让你自己挑选想吃的
小食。你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食物，
比如油炸茄子、伊比利亚香肠和鱼苗
等本土食品。面包圈也是非常常见的
食物，类似圆形的小三明治，里面可
以填充不同的馅料。
有很多非常受欢迎的地方，很适合品
尝小吃。几乎所有的广场都设有露台
和户外餐厅，你可以在那里品尝格拉
纳达的美食。
Calle Elvira和Plaza Nueva以北的
相邻街道可能是小吃的集结地。
San Miguel Bajo广场是阿尔拜辛区非
常值得推荐的地方；还有Navas街，这
是格拉纳达市中心的步行街，你可以
在这里大快朵颐。

如果想要喝下午茶或是吃甜品，推荐
你到Caldereria Nueva街，随意走进一
家茶馆，品尝阿拉伯糕点和各种用鲜
花、水果和香料调配的茶饮。
前卫的美食也在格拉纳达占有一席之
地。你可以在古老的修道院中发现令
人难以置信的美景或享受正宗的地道
美食。
另一个感受格拉纳达美食的有趣方式就
是去这里的菜市场，购买最新鲜的当地
食材，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特色味道。
最有名的市场之一就是离教堂很近的
San Agustín市场。这里除了市场中常
见的肉类、鱼类、水果和蔬菜摊位，从
几年前开始也供应美食。你可以在这里
品尝到新鲜食材烹制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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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的四季
格拉纳达全年有众多节日和活动，你可以在这
里体验民俗传统、大型音乐会，感受这里不同
于他处的美妙。围。

 a 萨罗布莱纳
格拉纳达

夏季
6月底和7月初会在格拉纳达举办国
际音乐和舞蹈节，这是西班牙最著名
的音乐比赛之一。节日会在不同的剧
院或其他特别的地方举办，比如阿罕
布拉花园、圣热罗尼莫修道院或煤炭 
之家。

 L  查询时间表并在此购票： 
granadafestival.org

在市中心附近的沿海城镇享受地中海
的风光，比如 Salobreña, Almuñécar
和Motril。格拉纳达的海岸被称为热
带海岸，这里有完美的海滩，是家庭
出游的理想选择，如位于Salobreña
的punta del Río海滩，或Motri l的
Calahonda海滩。如果你想到一个更
安静的地方潜水，位于Almuñécar的
Cantarriján海滩是你的理想选择。

https://granadafestival.org/


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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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经过了夏季的酷暑炎热，到了9月底
会举办为期两天的格拉纳达之音音乐
节，这也是西班牙境内最受欢迎的节
日活动之一。音乐会在城市郊区非常
现代化的Cortijo del Conde举行，并在
格拉纳达的各个音乐厅举办现场音乐
表演。

 L  更多信息详见： 
www.granadasound.com

 b 内华达山脉

 a GRANADA SOUND音乐节

冬季
换上你的登山靴，带上你的滑雪板，
到内达华山脉来滑雪吧，这里是西班
牙最适合练习冬季运动的地方之一。
这里拥有最先进的设施和最优质的
雪，冬天的阳光特别明媚。你可以沿
着Laguna和Veleta小径爬上山顶，欣
赏壮观的景色，留下难忘的记忆。由
于地势不平，在能见度很高的时候，
还可以远眺地中海。
3月初会举办国际探戈节。在为期10
天的节日中，来自阿根廷迷人的音乐
和舞蹈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L  查询时间表： 
tangogranada.com

http://www.granadasound.com
http://tangogranada.com/


春季
在冬季结束、春日刚刚来临之际，全
西班牙都在庆祝圣周，这是西班牙最
著名、最传统的节日之一。人们会守
护着宗教形象进行游行，届时宗教的
庄严与游行的音乐、艺术、色彩和魅
力便融合在一起。
格拉纳达的圣周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时
刻。届时会在Cristo de los Gitanos大道
庆祝圣周的星期三之夜，圣山的街道上
点燃了巨大的篝火，场面壮观又令人兴
奋。在圣周的周四会进行“寂静游行”，
只有鼓声打破沉寂。那时的阿尔拜辛区
充满了特殊的颜色和味道。

在圣周周五耶稣受难日，黄昏时
分，最古老的教友会Soledad de San 
Jerónimo会进行一场炫目的游行，
也会在游行中扮演《圣经》中的历史 
人物。
到了5月或6月，格拉纳达就会庆祝城
市的主要节日⸺圣体节。街道上到
处都可以看到戏剧、说唱剧、音乐会、
展览和表演。展览场地的展位充满了欢
乐和音乐的氛围，在斗牛场则会进行斗
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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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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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儿童的 
格拉纳达
在这里，你会发现既适合儿童又适合成人
的场所，比如科学园。该互动博物馆占地
面积超过70000平方米，包含欧洲多样化的
文化和科学娱乐活动。
博物馆包含不同的场馆，分为科学、人体
和技术等不同领域。小朋友们喜欢在探索
厅和科学园的户外游览中玩耍。还有天文
馆、观景塔和生物多样性（以生物为主的
沉浸式空间）都将为你带来独特的体验，
成为家庭出游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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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可以参观CajaGranada文化中心
的博物馆，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探索安
达卢西亚这片土地的文化和历史。这
里有丰富的多媒体资源，你可以在天
主教时期的安达卢西亚漫步或感受阿
拉伯统治时期的文化遗产。博物馆还
提供丰富有趣的家庭活动计划：工作
坊、讲故事、按图索骥游戏......

如果孩子们对参观景点感到厌倦疲
惫，附近就有Tico Medina公园可以休
息。这里是城市最大的绿地之一，非
常适合在大草地和儿童游乐区野餐。

孩子们也可以在Federico García Lorca
公园看湖边的鸭子、玩秋千和巨大的
滑梯。
带着孩子一起出行，最好的选择就是
乘坐旅行列车。旅行列车提供有两条
循环线路（白天和夜晚出行），还提
供多种语言的语音导览。你可以随时
随地上下车。

 L更多信息详见： 
 www.parqueciencias.com 
 www.cajagranadafundacion.es 
 granada.city-tour.com

 b CAJAGRANADA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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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儿童乐园

http://www.parqueciencias.com
http://www.cajagranadafundacion.es
http://granada.city-tour.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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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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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卡斯提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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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 
城市
如果你还有时间，也想发现更多有趣
的地方，格拉纳达还有很多选择。

公园和花园
城市中有许多公园和宜人的地方，你
可以安静地散步、游览或放松，欣赏
大自然。
绿地面积最大的就是Paseo del Salón
和la Bomba两个花园。赫尼尔(Genil)
河两面有两座购物中心，周围有美丽
的喷泉、池塘、小桥和藤架，还有各
种各样的植物。
Quinta Alegre花园位于Quinta Alegre
宫殿周围，布置有错落有致的花台。
你可以在此欣赏到城市的美丽景色。
另一个选择就是加西亚 ·洛尔迦
（García Lorca）公园，这里是为纪念格
拉纳达最著名的诗人和戏剧家洛尔迦
而建的。这里非常安静，春日来临又是
另一番景色，很适合在此度过休闲时
光。

遗迹
在达罗河道边，你会发现一些不为
人熟知的景点和博物馆。比如，在
Santa Inés上坐落着Ágreda之家，这座
建于16世纪的住宅是最著名、最富丽
堂皇的宫殿之一。房屋大气的立面与
狭窄的街道形成鲜明对比。
正对面坐落着遗忘者宫殿(palacio de 
los Olvidados)，这座古老的西班牙建
筑现已成为博物馆。在这里，你有机
会看到两个有趣的展览：一个展览有
关宗教裁判所，另一个则与格拉纳达
的犹太文化相关。
卡斯特里尔之家(casa de Castril)是一座
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也是格拉纳达考
古博物馆的所在地。博物馆的藏品包括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发现，以及
能够展示该地区人民日常生活的藏品，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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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 之城

在新广场，宏伟的皇家最高法院引人
注目，这是格拉纳达最具代表性的矫
饰风格作品，如今也是安达卢西亚高
等法院所在地。
在这附近，你可以去感受一下Bañuelo
等阿拉伯浴场。浴场建于11世纪，其
砖砌拱顶和星形天窗都会让你仿佛沉
浸在穆斯林时代的生活中。

 a 皇家最高法院

 b EL BAÑUELO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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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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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博物馆
跟随格拉纳达最杰出的代表，了解这
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在洛尔迦公园
中央的San Vicente花园坐落着洛尔迦
博物馆之家。这位杰出的诗人就是在
这座消夏住所中创作出了最重要的一
些作品。房子仍然保留原始结构和家
具以及洛尔迦的个人物品，还有一系
列有趣的文字、照片和绘画。
此外，还有曼努埃尔德法亚博物馆之
家(Casa Museo de Manuel de Falla)，
在这里可以近距离了解这位20世纪西

班牙伟大作曲家的生平。法亚在安特
克苏拉阿尔塔的休闲屋度过了很多时
光，那里也保留着他的生活印迹。
圣山洞穴博物馆(Museo Cuevas del 
Sacromonte)位于Barranco de los 
Negros，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场历史
之旅，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自然
环境。

 L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huertadesanvicente.com 
sacromontegranada.com

俯瞰格拉纳达
城市中心的地形崎岖不平，周围群山
环绕，从高处可以看到美丽的风光。
想要欣赏阿尔罕布拉宫的建筑和景
观，拍摄一张明信片般的照片，你
可以到阿尔拜辛区的San Nicolás瞭望
台。你可以在这里观赏日落夕阳西
下，古老的纳萨利城堡映在一片绮丽
的红色晚霞之中。
另一处鲜为人知但是值得游览的地方
是San Miguel Alto瞭望台。它位于圣
米格尔山的顶部，毗邻圣米格尔小教
堂。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格拉纳达和阿
尔拜辛区的全景。
另一处可以观赏古老城堡美丽景色
的地方就是位于阿尔拜辛低地区的 
Carvajales小广场。如果你想换个不同
的角度，可以越过卡布雷拉或埃斯皮
诺萨桥梁穿过达罗河，在Churra瞭望
台观赏景色，这里不为人熟知，鲜少
有游客，非常适合休息。

 a 马努埃尔德法亚故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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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romontegrana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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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雷纳观景台看格拉纳达景色

你可以从阿尔罕布拉宫的拉雷纳观景台享
受绝美的格拉纳达景色。它好比眺望格拉
纳达圣山区的一个阳台。

隐秘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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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夜生活……
格拉纳达拥有热闹的夜生活，一部分
是这里的大学带来的。当太阳落山时，
会有许多学生走上街头，吃小吃、去当
地的酒吧、音乐会、电影院或是听chill 
out弛放音乐，去迪斯科舞厅，总之这
里充满开放的国际化氛围。
最新潮的年轻人喜欢去 P e d r o 
Antonio de Alarcón，在这里有各种
各样的pub酒吧和现场音乐表演。

如果你想去高档夜店感受一番，那
么Elvira大街和周边街道是你的理想 
选择。
在新广场和悲伤者大道之间，你会发
现本地人经常来的场所，灯光和音乐
吸引营造出热闹繁华的气氛。
如果你想通宵跳舞唱歌，主要的迪厅
集中在斗牛广场和周边地区。

 a 酒吧

格拉纳达



 

在城市漫步的游览线路
有无数的线路可选择，帮助你了解
格拉纳达的主要景点。最值得介绍
的一条线路是“大门之旅”，主要
是参观一些具有伊斯兰特点的城门
或大门，从Elvira门到Bibarrambla
门，沿途会经过Carros门、Siete 
Suelos门或Vino门等。这些不同城墙
的遗迹是千余年历史的见证。
在安达卢西亚的遗产路线中，我们
可以感受过去倭马亚哈里发为了和
安达卢西亚其他地区、穆尔西亚和

葡萄牙进行交流往来时的行迹路
线。通过这条遗产路线，感受穆斯
林留下的痕迹，重温历史。
你还可以骑自行车游览安达卢西亚
城市风光，这里有30多公里的自
行车道，也提供市政自行车租赁服
务。支持可持续交通，用骑行感受
城市的魅力。

 L  更多信息详见： 
www.andalucia.org/rutas

圣尼可拉斯观景台

23

http://www.andalucia.org/ru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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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附近有什么景点？
距离城市几公里外就是圣费 (Santa 
Fe)，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市镇。这里是天
主教双王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签下收
复圣费协议的地方，特色美食有蘸糖饼
干(piononos)，这是一种美味的海绵蛋
糕，用糖浆蘸湿，淋上烤好的奶油。
你还可以到内达华山脉，尽情感受大
自然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公园是远足
的理想场所。换上你的登山靴，选
择一条线路穿过公园：你可以选择
Vereda de la Estrella线路、Trevélez河
线路或沿着Mulhacén的线路，这也是
西班牙的第二高峰。

另一个值得游览参观的地方就是
Loja，这座美丽的格拉纳达城市拥有
许多喷泉，你将在潺潺水流声中穿过
这里的街道。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历史
遗迹，包括宫殿、寺院、修道院、花
园和豪宅。
格拉纳达省和阿尔梅里亚省最具特色
的地区之一就是 La Alpujarra山脉，
这是一块美丽的自然飞地，有很多
具有治疗功能的天然温泉。还可以
参观白色小镇Lanjarón、Órgiva 或
Pampaneira，在山间放松身心，享受
静谧。

 a 罗哈
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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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阿尔普哈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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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
火车和汽车
你可以乘坐高速公路（AVE）前往马
拉加，然后乘坐巴士前往格拉纳达。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搭乘公车，巴士
站提供前往西班牙各大城市和欧洲主
要目的地的交通服务。

机场
距离市中心15公里的Federico García 
Lorca机场可以连通马德里、巴塞罗那、
帕尔马、毕尔巴鄂、特内里费和拉斯帕
尔马斯的国内航班以及来自巴黎、伦
敦、曼彻斯特和米兰的国际航班。另一
种选择是马拉加太阳海岸国际机场。

驾车
如果选择公路交通，可以沿着A-44行
驶。这条公路连接格拉纳达北通哈恩、
拜伦和马德里，南接莫特里尔和海岸。
或者走A-92，往西行驶可以到达科尔
多瓦、巴达霍斯、马拉加和塞维利
亚；向东行驶可以到达穆尔西
亚和阿尔梅里亚。

格拉纳达出行方式
格拉纳达城市规模不大，很适合步行
游览。此外，你还可以享受不同服
务，去往任何目的地。

公交
城市提供公共巴士和旅游巴士，还有
出租车可以搭乘，让你的出行更加便
利。城市公交是一种有效的出行方
式，你可以搭乘小巴达到阿尔罕布拉
宫和赫内拉利费宫。

自行车和电动车租赁
你可以选择租赁自行车或电动车或电
动平衡车出行，在观光游览的同时，
不对环境造成任何破坏。这是一种清
洁舒适的出行方式，你也可以按照自
己的节奏游览。你可以规划一下行程
路线，不必花费很大功夫就可以达到
阿尔拜辛区和圣山区。

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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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格拉纳达旅游局办公室
Plaza del Carmen s/n 
18071 Granada (Andalucía) 
informacion@granadatur.com 
www.granadatur.com 

西班牙旅游 
官方网站
www.spai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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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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