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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来到拥有千张明信片之城美誉的安达卢西
亚的首都，在这里你可以体会3000多年
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这里的街道上既有历史古迹，也不乏深厚
流行气息的街区，如特里亚纳（Triana）
或马卡雷纳（La Macarena）。去探索
塞维利亚犹太区的街道，了解圣十字
（Santa Cruz）区的秘密或关于画家穆里
略的生平故事。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令
你惊讶。
博物馆、艺术中心、主题公园......塞维利
亚有无尽的休闲活动等你体验。文化生活
丰富多彩。国内外出色的音乐团体会在
La Cartuja礼堂和Palenque举行演出。也
不乏精彩的戏剧和电影放映。赶紧制定自
己的计划，融入这里，感受塞维利亚人的
热情好客和开朗性格。
你可以在历史悠久的街区品尝各种美味小
吃，感受这座城市的美食文化。塞维利亚
的城市脉动体现在大街上。你可以在露台
上欣赏生机勃勃的城市氛围，以及大教堂
和吉拉尔塔（Giralda）等巨大的标志性
建筑。

 a 吉拉尔达钟楼

塞维利亚总是能为每位游客带来独
特的体验：小巷、微笑、夕阳......



塞维利亚

来塞维利亚的另一个好理由是其传统节
日。体验圣周和四月节的热情，亲自感受
塞维利亚人民的民俗文化。

在城市喧嚣之后，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尽
情呼吸。沼泽、沙丘和自然保护区是多
尼亚纳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de 
Doñana）最经典的景观，也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承认的世界遗产和生物圈保护

区的瑰宝。北部山脉自然公园（parque 
natural de la Sierra Norte）是另一个徒步
旅行的好去处。
别忘了去商店橱窗、购物中心和市场买一
些手工制品：陶瓷、扇子、古董......

安达卢西亚首都独具风格的美和光线让来
到这里的每个人都陶醉其中。塞维利亚一
色彩、生命与魔力。

 b 多尼亚那（DOÑANA）国家公园
韦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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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塞维利亚的每个角落

感受塞维利亚的 
每个角落
塞维利亚以其迷人的街区而闻名。比如圣十字区，就在市中心，周围是街道、宫殿和
华丽的庭院；特里亚纳区（Triana），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另一边，充满了海滨风情
和弗拉门戈艺术；或者是马卡雷纳区（La Macarena），历史悠久，备受欢迎。

 a 塞维利亚王宫

老城区
塞维利亚的老城区拥有独特的魅力。在这
里的街道上，你会发现独一无二的文化遗
产和富有感染力的欢乐氛围。进入大教
堂，欣赏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穆德哈尔式、
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和新古典
主义式的艺术结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
遗体就在这座教堂里。然后，爬上大教堂
的钟楼吉拉尔达塔（La Giralda），几个

世纪以来都曾是世界上最高的钟楼，从上
面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附近可以看到王宫（Real Alcázar），皇
室和高等官员居住的场所。漫步在种着橘
树、棕榈树和布满喷泉的花园中，绝对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通过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并预订门票：

 L www.alcazarsevilla.org/english-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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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景点是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ña），这是一座位于玛利亚路易
莎（María Luisa）公园的建筑群。这种得
天独厚的环境被选为一些著名电影的取景
地，如《阿拉伯的劳伦斯》或《星球大
战 2：克隆人的进攻》。这里曾是1929
年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的主要建筑。它具
有半椭圆形状，象征着西班牙对其美洲前
领土的拥抱，并将瓜达尔基维尔河视为前
往美洲的一条道路。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西印
度群岛综合档案馆（Archivo de Indias）
保留了殖民时代的数千份文件和地图。来
市政厅欣赏安达卢西亚的银匠式风格建筑

代表。然后穿过教堂和萨尔瓦多广场一安
达卢西亚首府吃小吃的最佳地点之一。在
这里的露台和小酒馆，你可以享用冰镇啤
酒，再品尝一些塞维利亚特色菜肴，享受
这里的光影和色彩。
这里的许多宫殿都诉说着历史与传说，会
把你的塞维利亚之旅变成一次难忘的回
忆。比如总主教宫（palacio Arzobispal）
是市内主要美术博物馆之一，馆藏牟利罗
（Murillo）和苏巴朗（Zurbarán）等艺术
家的作品。记得提前规划游览计划，因为
每个月只有两个星期六对外开放，且对参
观人数有限制。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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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塞维利亚的每个角落

 a 大主教宫

 b 圣特尔莫宫殿

照
片
：

jo
se

rp
iz

ar
ro

/1
23

rf
.c

om

杜埃纳斯宫（palacio de Las Dueñas）是
一座庄严的府邸，这里是贵族的住所，也
是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出生地。这里
美丽的庭院、艺术品收藏和知名租客的回
忆会让你眼界大开。另一个不可错过的地
方是圣特尔莫宫（San Telmo），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塞维利亚巴洛克式风格最美
的大门之一。
当然也少不了历史悠久的教堂。在马格达
雷纳教堂(iglesia de la Magdalena)，你可
以感受到这座圣殿的静谧。不远处坐落着
迷人的哥特-穆德哈尔式风格的圣安德烈
教堂（iglesia de San Andrés），位于同
名广场上。
在市中心你一定要去西尔皮斯街（calle 
Sierpes）逛一逛。这是一条繁华的步行
街，非常受塞维利亚人的欢迎，是逛街、
去酒吧和餐馆的理想场所。沿着这条繁忙
的路线，你可以到达坎帕纳广场（Plaza 
de la Campana）一聚集点和城市的商业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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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些时间给大力神大道（Alameda de 
Hércules），这里是塞维利亚的另类空
间，拥有雄伟的历史古迹和丰富的文化活
动和夜生活。这里有许多酒吧，提供现场
音乐和电子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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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圣十字 (SANTA CRUZ) 区 

该社区位于城市心脏，以其狭窄的道
路、宫殿式房屋、建筑的欢快色调和独
特魅力著称。你会爱上这里充满鲜花和
色彩的庭院。
迷失在这里犹太时期的狭窄街道上。该
社区布满了狭窄的通道，目的是造成空
气对流。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班德拉斯
（Banderas）的美丽庭院，周围是皇宫
城墙附近的联排别墅。你可以穿过广场
或是水巷（Callejón del Agua）等标志
性的地方，这里与大皇宫的墙壁呈平行
状。阴凉而隐蔽的露台布满了植物，在
炎热的夏季带来几丝凉意。
附近有著名的被高大的百年榕树环绕的
穆里略花园（jardines de Murillo）和彼
拉多官邸（Casa de Pilatos）⸺安达卢
西亚最好的贵族建筑之一。
米盖尔-德-马尼亚拉宫殿（Miguel de 
Mañara）是另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
筑，自1 6 2 3年以来一直是贵族的住
所。此外，白圣母教堂（Santa María 
la Blanca）建于十三世纪的旧犹太教堂
之上，保留相同的原始结构，它已经过
两次重建，先是在十四世纪，随后又在
十七世纪被改建成塞维利亚最具代表性
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
在西班牙最古老的犹太区结束旅程。寻
找塞维利亚塞法迪犹太人踪迹的最佳方
式是前往塞维利亚犹太聚居地讲解中心
（Centro de Interpretación Judería de 
Sevilla），在这里，除了博物馆和展览
外，你还可以聘请多种语言的导游为你
讲解。
L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uderiadesevilla.es

 a 圣十字区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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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前往马特奥斯 -加戈（Mat e o s 
Gago）品尝当地小吃并感受这个社区的
魅力，这条街上遍布着热闹的饭店和小酒
馆，还能看到吉拉尔达钟楼的独特景致。

http://www.juderiadesevill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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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塞维利亚的每个角落

宫殿-皮拉托斯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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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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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马卡雷纳拱门和大教堂

 a 圣马可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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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雷纳（LA MACARENA）区
马卡雷纳区位于老城区的北部，是塞维利亚最传统的
街区之一。它几乎是城市内的一个小村落，拥有自己
的古迹、传说和传统。

来这里你可以参观雄伟的马卡雷纳圣
殿（basí l ica de La Macarena）及其
拱门，这里是马卡雷纳望德圣母兄弟
会（La  Hermandad de La Esperanza 
Macarena）的所在地，也是塞维利亚
最古老的兄弟会之一。还有城墙和科尔
多瓦（Córdoba）门，从朱利叶斯·凯撒
（Julius Caesar）时代开始就是城市防卫
的一部分。
圣路易斯街（calle San Luis）是马卡雷纳
区的真正中心，遍布着酒吧、商店和舒适
的餐厅，你可以在那里享受塞维利亚的美
食。这里还珍藏着建筑瑰宝，如圣玛丽娜
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ina）一城市
里最古老的哥特-穆德哈尔式风格教堂之
一，或圣马科斯教堂（San Marcos），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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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塞维利亚的每个角落

管遭受过火灾和地震，但仍然是保存最完
好的十四世纪堂区教堂之一。别忘了在行
程中加上圣王路易堂（iglesia de San Luis 
de los franceses）并欣赏其华丽的圆顶，
这是巴洛克式建筑的最佳典范之一。

安达卢西亚议会所在的五圣伤医院旧址
（antiguo hospital de las Cinco Llagas）
值得一看，也可以欣赏其文艺复兴式立面
和花园。如果你想入内参观，必须提前预
订。

 a 伊莎贝拉二世大桥

特里亚纳区
特里亚纳拥有海滨特色和塞维利亚的传
统，是斗牛士和艺术家的故乡。该区位
于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另一边，有自己的特
色，体现在手工艺和弗拉门戈艺术中。

从塞维利亚最古老的伊莎贝尔二世桥
（puente de Isabel II）进入这个街区，该
桥被评为国家历史名胜。之后，步行到圣
哈辛托街（calle San Jacinto）购物，在
热闹的露台上喝一杯。

贝蒂斯街（Calle Betis）是特里亚纳区最
具代表性的街道，与河流平行，这里就是
特里亚纳风格的精华。在七月底，庆祝贝
拉圣安娜节（“Velá de Santa Ana”)，这
是一个十分大众的节日，街道上点满灯
笼，到处都有文化活动，以纪念其守护
神。据说它起源于建于十三世纪的圣安娜
教堂（iglesia de Santa Ana）中举行的朝
圣节（romería）。

在特里亚纳，你还可以发现建筑奇
观，例如宗教裁判所巷（callejón de la 
Inquisición），这里保存着圣乔治城堡遗
址（castillo de San Jorge）。在帕特罗西
尼奥大教堂（basílica del Patrocinio），
你可以欣赏基督受难（El Cachorro）的形
象，这是塞维利亚圣周的象征形象。

参观特里亚纳陶瓷中心（Centro Cerámica 
Triana）一个旨在保护和促进城市陶瓷传
统的博物馆。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有趣
的历史作品和烤炉。你可以在安迪亚诺
（Antillano Campos）街和阿尔法雷利亚
（Alfarería）街之间的陶器商店-工作坊买
到精美的纪念品。



文化
塞维利亚市已转型成为最多样化的文明和艺术风格的典范城市。在博物馆、剧院和文
化中心感受它。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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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美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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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在塞维利亚老城区中心一个迷人的小广场
上坐落着美术博物馆（Museo de Bellas 
Artes），这里以前曾是梅尔塞德 ·卡尔
萨达修道院（convento de la Merced 
Calzada），在博物馆内部你可以欣赏西
班牙巴洛克式风格的传世作品。博物馆内

部呈一个修道院式空间，墙壁上镶嵌着特
殊瓷砖，拱顶和天花板装饰着华丽的十六
和十七世纪西班牙艺术作品，出自三位伟
大艺术家：苏巴朗、巴尔德斯·莱亚尔还
有最负盛名的牟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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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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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都市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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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统博物馆(Museo de Artes y 
Costumbres Populares)。它建于1972年，
展示了民族的多样性，在陈列柜中展示
着过去的物品和器具。这座博物馆前面
的美洲广场坐落着塞维利亚考古博物馆
（Museo Arqueológico de Sevilla），拥
有众多古文明遗迹展品。探索在意塔利
卡（ Itál ica）和安达卢西亚所有的古罗
马遗址，或卡朗波罗宝藏（tesoro del 
Carambolo），其中有21件黄金雕刻的源
自塔特西（Tartessian）古文明的宝藏。
在塞维利亚的恩卡纳西翁广场（Plaza de 
la Encarnación），德国建筑师尤尔根·迈
耶（Jürgen Mayer）设计的“塞维利亚
的蘑菇”（或都市阳伞）会让你眼前一
亮。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分为 
四层，包括Antiquarium（塞维利亚古罗
马时代最重要的遗址）、食品市场、举办
不同活动的广场以及遮挡这个空间的六把

遮阳伞。从人行道-观景台的角度可以欣
赏到城市的美景。
L  更多信息详见：  

setasdesevilla.com

https://setasdesevilla.com/


塞维利亚

艺术中心
在塞维利亚的文化中圣克拉拉文化中心
(Centro Cultural Santa Clara)占有重要地
位。除了位于圣克拉拉（Santa Clara）美
丽的修道院外，这里还拥有一个重要的艺
术文化建筑群，是举办弗拉门戈双年展的
主要场所。
你喜欢建筑吗？你可以参观CaixaForum
艺术中心，这里是现代设计的标志，为
所有观众提供广泛的文化、艺术和教育
活动。
你也可以参观穆里略之家(Casa Murillo)。
这座宫殿般的住宅是塞维利亚艺术家穆里
略最后几年的住所，在这里可以了解画家
的人生轨迹和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
果你想跟随画家的脚步探索17世纪的这
座城市，那么这里是理想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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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AIXAFORUM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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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都西会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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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和文化空间
舞台表演艺术也在塞维利亚丰富热闹
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各种类
型的剧场空间。你可以从马斯特兰萨(la 
Maestranza)开始，这里融合了音乐剧和
歌剧，在南欧的歌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
位置。
之后你可以参观洛佩德维加剧院(Teatro 
Lope de Vega)，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各类丰
富的舞台艺术表演，比如弗拉门戈舞、爵
士乐，还有将于3月举办的、西班牙最负
盛名的古代音乐节。
更大胆的人可以参观金特罗剧院（Teatro 
Quintero），该剧院位于塞维利亚的中
心。在这个繁华的文化空间，你可以欣赏
各类表演、文化活动和展览。
另一个舞台表演空间是铸造厅 ( L a 
Fundición)，为公众提供各类表演活动。

在加尔都西会修道院(La Cartuja)你可以
探索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中心 (Centro 
Andaluz de Arte Contemporáneo)。在这
座艺术中心你可以了解西班牙的艺术发展
历程，中心藏品涵盖了从20世纪下半叶
到现在的历史。借此机会深入了解加尔都
西会修道院，这里也有重要的考古遗产。
L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murilloysevilla.org 
www.caac.es

http://www.murilloysevilla.org
http://www.ca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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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传统美食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品尝小吃及特色美食的
最棒的城市之一。感受塞维利亚热情好客
的气氛和民风的绝佳方式之一就是体验
当地的酒吧和小酒馆。在塞维利亚的老城
区、马卡雷纳(La Macarena)和特里阿纳街
区(Triana)有许多小酒吧，你可以在这里品
尝美味小吃。
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咸猪肉(伊比利亚火腿和
里脊肉)、“咸味炖土豆”(patatas aliñadas)
和炸小鱼(frituras de pescado)...如果你选择
在最热的月份来塞维利亚旅游，不要忘了
点上一盘蔬菜冷汤（gazpacho）（主要原
料是西红柿），味道鲜美，十分清凉。
虽然还有更为特色的美食小吃，比如潜艇
堡(montaditos)（带有美味馅料的烤小面
包三明治）。塞维利亚几乎所有酒吧里都

品尝 
塞维利亚美食
你可以在塞维利亚老城区的酒吧、露
台、餐厅以及城市不同的街区享用小
吃，品尝这座安达卢西亚首府的味道。
小吃种类丰富多样。

 ` 蔬菜凉汤 

会提供这样的小面包。口味和食材非常丰
富：有里脊肉、大虾或或经典的塞拉诺口
味，塞满里脊肉、炒青椒和火腿。
到葡萄酒厂和小酒馆享用美味盛宴，
品尝塞维利亚的正宗风味和桶装葡萄
酒。最著名的就是干红(“fino”)和果酒
(“manzanilla”)，非常适合作为开胃酒。
很多酒窖都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建筑，许多
位于老城区。相传《唐吉诃德》的作者米
盖尔·塞万提斯也是品酒的常客。

前卫料理
高级美食也在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占有一席
之地。来当地的前卫餐厅品尝创意料理，
既结合了当地的风味，又有考究的制作和
令人惊喜的味觉体验。比如，获得米其林
星级奖的Abantal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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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塞维利亚美食

在塞维利亚当地人之间也很流行去市场就
餐。特里亚纳市场(mercado de Triana)毗
邻连接该街区与市中心的桥梁，你可以
在市场里品尝到最新鲜的牡蛎和精致的寿
司。还有巴兰科鱼市市场(mercado-lonja 
del Barranco)，靠近马斯特兰萨广场。这
是最现代化的市场，你可以在市场的酒吧
里品尝传统美食和前卫美食。
穿过特里亚纳桥就到了阿雷纳尔市场
(mercado del Arenal)，在这里聚集着很多
摊位。在这里，你既可以品尝到以安达卢
西亚当地生态产品为基础的传统美食和充
满创意的素食佳肴。你还可以在这里参加
品酒课程。
L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mercadolonjadelbarranco.es
 a 巴兰科鱼市市场

http://www.mercadolonjadelbarranco.es


 

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 
的四季
塞维利亚是一座适宜一年四季参观游览的城市。这座城市为游客提供了许多丰富的
选择，比如适合四季的美食小吃、弗拉门戈舞现场表演、瓜达尔基维尔冲浪或是感
受圣周的魅力。

夏季
夏季的塞维利亚是阳光和炎热的代名
词，但你可以在这里历史悠久的街道上
享受夜间的漫步，或是选择一家露天餐
厅享用啤酒和西班牙特色的蔬菜冷汤。
到了晚上可以在星空下欣赏塞维利亚王
宫(Real Alcázar de Sevilla)的现场音乐节
目。如果你是电影爱好者，那么可以到
玛利亚路易莎公园(parque María Luisa)
观看夏日电影。
正午阳光最充足的时候，你可以到附
近的韦尔瓦(Huelva)或加的斯(Cádiz)海
滩，只需驾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在大西
洋畅游。

秋季
10月底开始就迎来了舞蹈月，你可以通
过剧院、街道和社区周边的文化节目和
活动感受城市的另一面。
弗拉门戈的魔力在塞维利亚这一每两年
一次，独一无二的盛会期待你的光临： 
弗拉门戈双年展。这是与这一西班牙艺
术有关的最大的国际活动，已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a 圣十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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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的四季

通常在九月于遍布整个城市的几个场地
举行。你可以在特别的场所感受弗拉门
戈舞的魅力，比如塞维利亚王宫、骑士
俱乐部剧院(Teatro de la Maestranza)的
舞台、特里亚纳酒店(Hotel Triana)的庭
院（传统的邻里围栏）或美丽的圣路易
斯教堂(San Luis de los Franceses)，这些
地方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冬季
12月中旬，你可以参加塞维利亚表演
艺术节。届时会有各类音乐、表演或舞
蹈活动，整个城市也会充满文化艺术的
氛围。

你喜欢运动吗？你可以体验下当地人之
间很流行的运动：划独木舟。在瓜达尔
基维尔河上，任何时间都可以看到有人
在河上泛舟。此外，还有一些有英文
导游陪同导览的皮划艇之旅，可以欣
赏到黄金塔(Torre del Oro)、斗牛广场
(La Maestranza)或加尔都西会修道院(La 
Cartuja)等古迹的景色。

春季
这个季节的塞维利亚是辉煌、激情和神
秘的代名词。来这里感受圣周(Semana 
Santa)的气氛。观赏随着庄严的音乐前
行的装饰华丽的宗教圣象。随着队列的
行进，可以听到人们为向圣象表示敬意
而清唱的弗拉门戈歌曲“萨埃达”。而
庆典中最受期待的莫过于周四和周五晚
上纪念耶稣受难的“清晨”。 

另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四月节。这是聚
集了所有市集的市集，从光明之夜（El 
alumbrao）开始，展览场地的25万个
灯泡会被点亮。人们可以在小吃摊位上
品尝炸小鱼，也可以在这里跳舞唱歌。
观赏色彩绚丽的弗拉门戈服饰并品味手
工切割的伊比利亚火腿。你还可以学习
塞维利亚舞。这是弗拉门戈唱曲和舞蹈
的一种，也是圣周中不可或缺的背景音
乐。在节日最后的高潮部分会在瓜达尔
基维尔河沿岸进行精彩的烟花表演。
圣周河四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国际旅游节。

 a 塞维利亚四月节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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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照
片
：
塞
维
利
亚
旅
游

塞维利亚， 
儿童乐园
小朋友也能在塞维利亚尽情玩耍。借此机
会与家人一起去剧院、参观博物馆，沿着
瓜达尔基维尔河散步，在自然间游览或参
观主题公园。
这里有魔幻岛(Isla Mágica)游乐场，是塞
维利亚的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这
里的游乐设施有各种规模和大小，但最令
人惊讶的是高达32米的过山车。
塞维利亚水族馆 也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好
去处。水族馆中有深达9米的蓄水箱，里
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水生动物，比如鲨
鱼和许多其他鱼类，还有海龟和各类爬行
动物。
从大海到天空。你可以到科学之家(Casa 
de la Ciencia)，在这个博物馆不仅可以参
观展览，还有许多与科学世界有关的活动
和天文馆。
L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slamagica.es 
www.acuariosevilla.es 
www.casadelaciencia.csic.es

隐秘之城
如果你还有时间并想了解更多城市中有意
思的地方，还有一些少有人去的场所也适
合游览。

公园与花园
你可以参观Buhaira花园，在这里感受塞
维利亚辉煌的阿拉伯时期。在那里，你
可以漫步在橄榄树、棕榈树、葡萄园和
果树中，也可以看到古老宫殿的废墟。
如今，这里已成为市民活动中心。到了
夏天，会在这里举办一系列戏剧和表演
节目。
你还可以在位于圣十字区迷人的堂娜埃
尔维拉广场(plaza de Doña Elvira)橘子树
荫下的瓷砖长凳上休息。你可以在热闹
的露台上小酌一杯，放松地欣赏这里的
中央喷泉。

秘密博物馆
塞维利亚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在许
多博物馆中都有明显体现。有些博物馆
不太为人所知，但却非常有意思，比如
圣豪尔赫城堡博物馆(Museo del Castillo 
de San Jorge)。在雕塑家爱德华多·奇利
达（Eduardo Chillida）的作品宽容纪念碑
前，就是用于记录宗教审判所(Tribunal de 
la Inquisición)的宗教、社会和文化压迫的
一个中心。
你可以在加尔都西会修道院近距离观赏航
海馆(pabellón de la Navegación)。它位于
瓜达尔基维尔河畔，靠近老城区，标志着
塞维利亚作为探索和征服美洲的港口。

http://www.islamagica.es
http://www.acuariosevilla.es
http://www.casadelaciencia.cs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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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之城

 a 航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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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塞维利亚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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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另一个推荐的地方就是穆德哈尔博物馆

(Museo Mudéjar)，博物馆以一种教学式
参观的方式为人们介绍催生了这种独特艺
术的混合文化。

俯瞰塞维利亚
在塞维利亚有很多值得参观的瞭望台。你
可以登上塞维利亚塔(Torre Sevilla)，这是
这座都城第一座高塔，也是安达卢西亚大
区的最高塔，高度为180米。或者你也可
以到辛德勒塔(Torre Schindler)，塔建在
瓜达尔基维尔河上，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城
市美丽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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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还有弹丸塔(Torre de los Perdigones)，这
是一家老铸造厂，也是塞维利亚为数不多
的工业古迹之一。在塔的内部有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全景暗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观
察安达卢西亚的图景。
从大教堂的屋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高
度观赏城市的风光。想要登顶，你需要穿
过走廊，爬上螺旋楼梯。你可以在网上预
订导游或直接在购票窗口购买门票。

可以观赏到 
吉拉达塔的天台
你可以在这些天台中选择最佳视角，欣
赏塞维利亚的美景。在老城区和特里亚
纳（Triana）区的许多阁楼上都设有露
台，你可以在这里品尝最地道的安达卢
西亚美食，在塞维利亚的露天环境里欣
赏表演和现场音乐。享受城市的氛围、
令人震撼的全景和瓜达尔基维尔的美妙
日落。

 b 可看到吉尔拉达塔风光的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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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之城

小城门



塞维利亚

体验塞维利亚的夜生活
如果你喜欢夜晚，那么你可以尽情享受塞维利亚的夜生活。这里有摇滚乐酒吧、电子
音乐、精致的露台和爵士乐俱乐部…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氛围。探索所有这一
切，体验塞维利亚首府的夜晚魅力。

酒吧和露台
当地的塞维利亚人最喜欢到老城区开派
对。在老城区有许多酒店的露台，你可
以在这里品尝鸡尾酒，感受热闹的气
氛。你可以到萨尔瓦多广场 (plaza del 
Salvador)，享受当地的氛围。
如果你想感受另类氛围，可以到大力神大
道(Alameda de Hércules)。这里是在户外

喝酒的好地方，几乎所有小酒馆都在广场
上设有露台。如果你喜欢现场音乐，可以
在音乐会中享受美妙的夜晚。
阿雷纳（El Arenal ）区是另一个充满热
闹夜生活的街区，你可以在这里品尝鸡尾
酒，也可以到热闹的迪斯科舞厅。在斗牛
广场(Plaza de Toros)周围，你可以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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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的一些独特露台上欣赏附近美丽的环
境。Arfe大街有许多适合跳舞的地方，是
你和朋友小聚的理想场所。

穿过河，就是特里亚纳区。这里最有名的
就是Betis大街以及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
旁边的露台，这里位于黄金塔对面，可以

欣赏到美丽的景色。你可以在这里观赏精
彩的弗拉门戈表演，让自己沉浸艺术的氛
围中。

到纽约码头(Muelle de Nueva York)走一
走，特别是在夏夜的河边漫步，躺在吊床
上享用美味的水果鸡尾酒。

 b 堂娜玛利亚酒店露台

体验塞维利亚的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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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_ 大力神和凯撒柱
大力神大道

城市观光 
游览路线

选择罗马路线，你可以在圣十字区(Santa 
Cruz)和阿尔法法(La Alfalfa)附近探索古老
文明留下的痕迹。不要错过大力神和凯撒
柱，它们属于为战神建造的神庙。你可以
看到卡尔莫纳(Carmona)水道，这是罗马
水渠的遗迹，共有400个拱门，几经修建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该市的主要饮用水
供应渠道。这个雄伟的工程绵延几公里，
如今只有Luis Montoto街道的三个小段保
留下来。
同一时期建造的还有城墙，这是凯撒大
帝时期建造的防御性建筑，你可以近距
离欣赏。
你也可以选择 塞万提斯线路，在这里感
受大文豪塞万提斯作品中的文学场景，这
些景点距离城市6公里左右，为后代的文
人进行创作带来了灵感启发，比如古斯塔
夫·贝克尔或是27一代的诗人们。
塞维利亚有成千上万的故事和谜团在等着
你去发现。还有传奇线路，比如美人苏索
那线路和死亡大街的骷髅瓷砖。

探索塞维利亚的很好的方式就是参观
其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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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莫纳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参观塞维利亚周边
的地方，比如卡尔莫纳(Carmona)，这是 
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有着源远的农
业传统和优质的美食。
在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之间坐落着埃西哈
(Écija)小镇，这座美丽的市镇位于塞维利
亚的乡村，在Genil河畔边。这个小镇也
是西班牙马匹的繁殖场所，因此而闻名。
当然，你可以选择骑马游览，甚至在这里
学习马术。
来到奥苏纳 (Osuna)感受这里的独特魅
力。小镇拥有千年传统，以其橄榄树林和
丰富的历史、艺术和文化遗产以及美丽的
景观而闻名。这里拥有欧洲最美丽的街道
之一圣佩德罗街（San Pedro Street），
这是一条艺术大道，可以在这里看到庄严
的宫殿和庄园。

或许你想知道为什么塞维利亚大教堂的橘
树庭院中有一条鳄鱼。最佳的方式就是亲
自探索其中的奥秘。
你还可以沉浸在塞维利亚的阿拉伯传统
中，这座名为Isbiliya的穆斯林城市拥有超
过五个世纪的历史。在伊斯兰遗产线路
中，你可以参观清真寺、宫殿、阿拉伯浴
池，你可以自己制定游览线路，感受当时
的城市风貌。

塞维利亚 
附近有什么好去处？

城市观光游览路线

 a 白色圣母教堂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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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此外，还有马切纳(Marchena)以其重要的
建筑而闻名，其中包括San Juan Bautista
教堂和Arco de la Rosa教堂。这里的圣周
也很有趣，同时也是安达卢西亚弗拉门戈
舞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如果你想感受古罗马的历史，可以参观
位于桑蒂蓬塞(Santiponce)的伊萨利亚
考古遗址。穿过圆形剧场和阿德里亚诺
（Adriano）区，欣赏美丽的马赛克瓷砖
和雕塑。

你也可以选择阿斯纳尔卡萨尔(Aznalcázar)
的瓜迪亚马尔河(Guadiamar)绿色骑行线
路。在小车（小型移动房屋）中游览，感
受难忘的旅行体验。
你可以选择到Abajo草原观鸟或到小岛
(isla Mínima)和大岛(isla Mayor)上观赏稻
田的景色。这里是欧洲最大的水稻生产
区，拥有独特的景观。
如果你对地理感兴趣，可以到Cerro del 
Hierro自然公园，欣赏独特的岩溶地形。

 a 伊塔利卡考古群
桑蒂蓬塞

塞维利亚也是一片拥有大海
和山脉的开阔土地，因此拥
有绝美的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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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圣胡斯塔车站

如何到达？
高速火车
在塞维利亚和马德里之间每天都有20多班
AVE高速火车。高速火车（AVE）连通塞
维利亚和西班牙以及安达卢西亚的主要城
市。Santa Justa车站距离老城区非常近。

机场
位于市中心北部10几公里，有很多航班来
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城市，如伦敦，巴黎，
罗马，米兰等。

驾车
塞维利亚与南部高速公路相同，A-4通向
马德里，其他高速公路则与安达卢西亚其
他城市和西班牙其他地区连通。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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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内部 
的交通
地铁
塞维利亚地铁有一条连接市区（Aljarafe）
和市中心（Puerta Jerez）的线路。
L 更多信息详见：  
 www.metro-sevilla.es

公交
只要避免高峰时段，地铁是很好的出行选
择。单程票可在巴士上购买。旅游卡可以
允许在城市中观光一天或者3天的游客免
费乘坐任何公共交通服务。

近郊火车
如果要去附近的地方，可以选择搭乘中途
火车。有两条郊区火车线路，通往塞维利
亚附近的城镇。

骑自行车
作为安达卢西亚首府，塞维利亚非常适合
骑自行车，这里天气温和、地势平坦。此
外，还拥有广泛的自行车道网络，可以防
止交通堵塞。同时还提供自行车短期租赁
服务（SEVIci）。

 a 塞维利亚

其它
城市现已提供电动摩托车租赁服务，按分
钟收费，没有时间限制或强制停车，是一
种快速、无污染并且避免交通拥堵的出行
方式。
L 更多信息详见：  
 www.muving.com

可以选择旅游巴士，舒适游览。还有容易
辨认的计程车：车身为白色，侧面有黄色
斜条。

http://www.metro-sevilla.es
https://www.muving.com


更多信息
塞维利亚旅游局办公室
Paseo Marqués de Contadero, s/n 
41001 Sevilla 
www.visitasevilla.es 
visitasevilla@visitasevilla.es

西班牙旅游官方网站
www.spai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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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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