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们的文化历史遗产，
甚至餐饮习惯，一直
保留到现在。
发现美洲是安达卢西
亚航海史的又一块里
程碑。在拉比达（
位于韦尔瓦省）酝酿
了哥伦布第一次新世
界之旅。1492年8月3

日，哥伦布的第一次远征从巴罗斯—德—拉—
福隆特拉港口出发了，很多安达卢西亚水手随
之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安达卢西亚成为美洲冒
险的大本营，而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殖民帝国
的中枢，因为当时垄断海外贸易的控制机构就
设在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塞维利亚。
安达卢西亚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之成为世界海战
史上几场重要战役的
舞台，例如1553年巴
巴罗哈海盗对加的斯
城的袭击，1587年海
盗弗朗西斯·德雷克
爵士对同一城市的洗
劫，以及1805年法西联
合舰队和英国舰队之
间的特拉法加海战。
安达卢西亚的千年历
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下列城市和遗
迹列为世界遗产：格拉纳达的阿尔罕伯拉王

宫、赫内拉利费花园
和阿尔巴伊辛阿拉伯
古城；塞维利亚的阿
尔卡萨王宫、圣母玛
利亚大教堂和印第安
档案馆；科尔多瓦的
清真寺大教堂以及犹
太区；文艺复兴城市
乌贝达和巴埃萨。绘

达山区的西班牙冷杉
树林等都是世界上独
有的生态区。

沙滩及休闲场所

安达卢西亚海岸线全
长900多公里，分为5
个海岸，各有特色。

濒临大西洋的是韦尔瓦和加的斯的阳光海岸，
以平坦辽阔的沙滩为主，沙质细腻，有些地方
呈金黄色。大量沙丘分布在海滩上。濒临地中
海的是太阳海岸（马拉加）、热带海岸（格拉

纳达）和阿尔梅里亚
海岸（阿尔梅里亚）
。地中海海岸的特点
是沙滩和礁岩相间，
有的沙滩宽阔，有的
沙滩狭长，有些地方
仅仅是僻静的海湾，
例如位于马拉加和格
拉纳达之间的马罗山-
戈尔多自然风景区。

众多安达卢西亚海滩年复一年地悬挂着表示水
质清洁的蓝旗。
安达卢西亚的山村特色、独特的节庆日程、手
工艺、餐饮美食和弗拉门戈之类的传统艺术也
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此度假。去直布罗陀海峡观
赏鲸科动物的母子嬉戏，或是去金枪鱼围捕场
暗中观察渔船捕捉金枪
鱼，都是一种种独特的
经历。此外，安达卢西
亚为高尔夫球运动爱好
者提供了大量球场。事
实上，它是西班牙高尔
夫球场最多的自治区，
而半数以上的球场集中
在马拉加的太阳海岸。

画大师维拉斯奎兹、
穆利略和毕加索在此
出生。安达卢西亚拥
有很多出色的美术
馆，境内分布着各种
专题旅游线路。

气候及风光

安达卢西亚是欧洲最温暖的地区之一。地中海
式气候的特点是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温暖多
雨，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日照充足是安达
卢西亚气候的另一大特征，像加的斯、阿尔梅
里亚这些地区全年日照
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
安达卢西亚年平均气温
16º C，是一个全年都
可以造访的旅游胜地。
安达卢西亚境内地形多
变，地貌各异。既有土
地肥沃、农业发达的瓜
达尔基维尔河谷，也有
山地的茂密森林；既有
塔贝纳斯荒漠的火山景观(位于阿尔梅里亚)，
也有内华达雪山的白色山峰（位于格拉纳达）
。这片土地是连接欧洲和非洲、大西洋和地中
海的桥梁，多变的地形地貌为户外运动旅游提
供了各种可能性。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安达卢西亚全部面积的18%

，这说明当地的环境
资源非常丰富：伊比
利亚半岛的最高峰都
位于安达卢西亚，内
华达雪山共有14座山
峰超过3000米；欧洲
最后的大型湿地是多
尼亚纳海滨湿地；加
塔角的火山景观和龙

安达卢西亚境内分布着
16个海港，2个河港，
接待着大量的邮轮游
客。位于大西洋海岸的
韦尔瓦、塞维利亚和加
的斯，以及位于地中海
沿岸的阿尔赫西拉斯、
马拉加、莫特利尔和阿
尔梅里亚经常接待世界
主要客运公司的邮轮，其中阿尔赫西拉斯是西班
牙吞吐量最大的港口，马拉加是伊比利亚半岛第
二大邮轮码头。除了悠久的航海历史以外，地中
海地区良好的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
及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使安达卢西亚以及它的港
口城市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海洋传统

安达卢西亚和大海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远古
时代。塔泰索人和腓尼基人在此登陆，开始了
繁忙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在阿卜德拉（今阿尔
梅里亚的阿德拉）、加迪尔（今加的斯——西
方世界最古老的腓尼基城市，依然活跃的现代
都市）、赛西（今格拉纳达的阿尔穆涅卡尔）
和马拉卡（今马拉加）等地建立了定居点和作
坊。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的影响也从海上传播到
安达卢西亚，而古罗马人在布诺战争胜利后成
为这里的统治者。巴埃洛—克拉乌蒂亚（位于
加的斯省的波罗尼亚）是不得不造访的古罗马

遗址，这里曾经向罗
马帝国出口了大量的
腌鱼及其副产品，如
珍贵的鱼露。
穆斯林也从海路抵达安
达卢西亚。从公元711
年开始，一批批北非
穆斯林经过直布罗陀海
峡来到安达卢西亚。他

专用手册

邮轮旅游

一日游

阿尔赫西拉斯
阿尔赫西拉斯以及周边地

区,主要的旅游项目有: 

参观巴埃洛—克拉乌蒂亚

考古遗址或在直布罗陀海

峡自然公园的海滨浴场游

泳，在塔里发海岸冲浪，

或者观赏鲸类或鸟类。在

栓皮槠林自然公园——欧

洲的原始森林——还可以

开展其他户外活动或冒险

活动。沿着斗牛主题旅游

专线可以品尝美食，可以

研究人种学。去乌布里克

走一趟，了解一下软木手

工艺和制革业，也可以度

过有意思的一天。

阿尔梅里亚

从海上进入阿尔梅里亚得

到的第一印象是无论从艺

术的角度还是从环境的角

度看这是一座洋溢着浓郁

的地中海风情的城市：建

于穆斯林统治时期的阿尔

卡萨瓦城堡，基督教统治

时期的城堡式大教堂，记

录着十九世纪的辉煌的宫

殿式楼宇以及阿尔马德拉

比利亚斯海滩那座古老的

钢筋铁骨的矿石码头。阿

尔梅里亚省内其他重要的

景点还包括：已成功申遗

的来特雷罗斯山洞和洞内

的原始岩壁画、雄伟的贝

雷斯-布朗哥城堡、原始海

湾和海滩以及具有重要环

保价值的自然空间——加

塔角、叶索斯-德-索尔巴

斯的喀斯特地貌和塔贝纳

斯荒漠。在阿尔梅里亚可

以见到莫哈卡尔的中世纪

建筑和阿尔梅里亚境内的

阿尔普哈拉山村，还可以

感受一下西部片中的克林

特·伊斯伍德，因为多年

以来好莱坞的很多西部大

片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加的斯
作为西方世界最古 老的

城市，这个古罗马时代被

称为加德斯的地方为游客

展现的是文化和环境的共

生体。古罗马剧场遗址和

古城门“大地之门”，与

巴洛克式的宫殿以及大教

堂连成一片。大教堂的金

黄色穹顶在海上就清晰可

见，也是加的斯殖民时期

建筑风格的体现。这种城

市风格和古巴首都哈瓦纳

非常相似。热闹的比尼亚

街区——著名的狂欢节舞

台——是品尝当地美食的

好去处。沿着白色山村专

题旅游路线探幽访古，在

阳光海岸的金色沙滩上漫

步，去格拉萨雷马山自然

公园远足，到达雪利酒的

故乡在酒窖圣殿里品酒，

在安达卢西亚皇家马术学

校欣赏骏马的舞姿，或者

是在巴霍-德-吉亚（位

于圣路加尔）一边品尝佳

肴，一边远眺多尼亚纳湿

地，都是加的斯旅游的节

目内容。

韦尔瓦

韦尔瓦一直以在发现美洲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扮

演的角色为荣，具体表现

在巨大的“发现者的信

仰”纪念碑上。除了韦尔

瓦市，游人还可以参观位

于阿拉塞纳的马拉比加斯

山洞、围着城墙的尼埃布

拉、多尼亚那海滨湿地、

阿拉塞纳山、长达122公里

并连绵不断的原始海滩、

朝圣圣地罗西奥镇以及哥

伦布足迹旅游专线沿线市

镇，具体包括拉比达、巴

罗斯—德—拉—福隆特拉

和莫戈尔，这些地方都和

马拉加

马拉加市中心的步行区域

是品尝“搭吧”小吃的好

地方，也是该市千年古迹

的橱窗。拉里奥斯商业步

行街好像是进入市区的大

门，之后，就到了大教

堂、古罗马剧场遗址、阿

尔卡萨瓦城堡和希布拉尔

法罗城堡。城堡耸立的山

脚下是毕加索诞生的故

居，马拉加毕加索博物馆

也在附近。这是一座十六

世纪文艺复兴式宫殿，陈

列着大师的一部分重要作

品。斗牛场、葡萄酒博物

馆和塞万提斯剧院也是这

个城市主要的文化场所，

特别是塞万提斯剧院，是

马拉加国际戏剧节和西班

牙电影节的所在地。省内

其他旅游城市和景点计有

龙达市（建于1785年的著

名斗牛场是举行哥雅式斗

牛的场所。）和安特克

拉、内尔哈山洞、风格独

特的阿萨基亚山区，以及

其他自然景点，如安特克

拉的托卡尔风化地貌、拉

斯尼埃维斯山、石头泉盐

湖、豪华的巴努斯游艇码

头和马尔贝亚市、太阳海

岸海滩和众多的水上公园

及其它休闲场所。

莫特利尔

莫特利尔位于路哈尔山麓

的一座小山上，海滩阳光

明媚，气候得天独厚，年

平均气温18.5º C，全年日

照天数长达320天。餐饮以

海产和热带果蔬为主。由

于靠近格拉纳达市，可以

参观世界遗产阿尔罕伯拉

王宫和赫内拉利费花园。

其它可以就近参观的地方

还有卡拉奥拉文艺复兴式

城堡、阿尔穆涅卡尔水

族馆、马罗山-戈尔多自

然公园的悬崖（潜水者的

天堂）和内华达雪山滑雪

场，后者共有86条雪道，

夜间有灯光照明，以及格

拉纳达省内的阿尔普哈拉

山区。

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有很多极具价值

的名胜古迹，拥有古老建

筑群的市区面积是欧洲最

大的。标志性的希拉尔达

尖塔是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的钟楼顶。大教堂旁边是

阿尔卡萨王宫和印第安档

案馆，整个市中心都已经

成为世界遗产。塞维利亚

美术馆被认为是西班牙第

二大美术馆。市区内还有

不少值得一游的景点：古

老的烟草厂、宪法大街、

圣克鲁斯区（原来的犹太

区）、市中心的新广场、

玛卡雷纳街区（保留着阿

尔莫拉比德斯城墙）、热

闹的特里阿纳街区、斗

牛气氛浓郁的阿雷纳尔街

区、玛利亚·路易莎公园

（为1929年美洲西班牙博

览会留下的遗产）以及现

代化的塞维利亚：1992年

世博会园区和“魔幻岛”

主题公园。到了塞维利亚

还可以参加其它旅游活

动，如去北山登山，去萨

弗拉马贡岩或多尼亚纳海

滨湿地观鸟，后者是伊比

利亚灵猫的栖息地。其它

的选择包括去多斯-埃尔

玛纳斯镇的跑马场休闲，

或是参观古罗马时代伊塔

利卡城遗址。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

密切相关。韦尔瓦的高品

质餐饮久负盛名，贡达多

葡萄酒、韦尔瓦火腿和以

韦尔瓦白虾为代表的海鲜

名扬四海。



从大西洋到地中海

阳光海岸的海滩
阳光海岸的海面平静，常青的松树林映衬着金色的

沙滩。阳光海岸的零公里处是西班牙海岸线上建筑

开发最少的地方，保留了很多原始状态的海滩。

酒和马术
世界上很多文化界、艺术界的名流，如：伊丽莎

白·泰勒、奥森·威尔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等，都亲临赫雷斯、圣玛利亚港和圣路加尔-德-巴

拉梅达等地的至尊酒窖品尝享誉天下的雪利酒。赫

雷斯也是著名的卡尔杜哈马的故乡，而圣路加尔的

海滩马赛也非常有名。

自然观察站
直布罗陀海峡是欧洲重要的鸟类和鲸科动物观察

点。由于靠近非洲大陆，地中海和大西洋在此交

汇，生态空间多种多样，是成千上万向非洲迁徙的

候鸟的必经之路。

古迹和美食

塞维利亚周边的名胜古迹也很多，如伊塔利卡罗马

古城遗迹（位于桑迪蓬赛）、巴伦西纳-德-拉-孔塞

普西翁的史前巨石古墓和卡尔莫纳城。省内还有以

餐饮美食为主题的旅游专线，如葡萄汁之路、米之

路、橄榄油和橄榄果之路、狩猎之路和菌类食物之

路等，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快朵颐的机会。

高尔夫海岸

高尔夫海岸是太阳海岸的别名，因为这里是欧洲高

尔夫球场最集中的地区。由于气候适宜，地形也有

利，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师汇集于此，建造了

多个设计精妙的球场。

家庭休闲活动

热带海岸的阿尔穆涅卡尔已有4个主题各异的公园，

其中最重要的是地中海动物水族馆，有18个展厅和

1个大洋馆。大洋馆的水底观景通道长达17米。这

个水族馆是安达卢西亚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水族

馆。

渔村风情
在加塔角-尼哈尔自然公园，游人们不仅可以观赏海

边盐田、海滩沙丘和原始海滩，还可以去莫罗岛体

验一下渔村风情，渔民的屋前还挂着准备晒干的鱼

和章鱼。

比例尺

首府

居民人数超过100,000的城市

居民人数在20,000到
100,000之间的城市
居民人数在5,000到20,000之
间的城市
旅游机构

航空港

运动港

商业港

公路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省道

高铁

铁路   
    
旅游信息

人类遗产城市

人类遗产联合会

纪念宣言城市

里程碑城市

罗马Bética线路

Califato线路 

华盛顿欧文线路 

los Nazaríes线线
博物馆

城堡/城墙 
民间纪念碑
宗教纪念碑
古老遗迹

高尔夫

滑雪场

全景

山洞

观光洞穴

水上公园

娱乐场

动物园/水族馆

巨石纪念碑

浴场

邮轮旅游

酒窖

皇家马术学校

制革业

巴埃洛-克拉乌迪亚

冲浪

鲸目动物和鸟类观察点

斗牛之路

毕加索博物馆

龙达

安特克拉

内尔哈山洞

阿萨基亚

巴努斯游艇码头
石头泉湖
阿尔罕伯拉王宫
卡拉奥拉城堡
科技园
阿尔穆涅卡尔水族馆
滑雪场
格拉纳达省境内的阿尔普哈拉
雷特莱罗斯山洞
贝雷斯-布郎哥城堡
塔贝纳斯荒漠
阿尔梅里亚省境内的阿尔普哈拉
迷你好莱坞

从以下港口城市出发参观游览:

科尔多瓦清真寺

乡村古迹

伊塔利卡遗址

魔幻岛主题公园

希拉尔达-阿尔卡萨瓦王宫 印第安档案馆

美术馆

多尼亚纳

马拉比加斯岩洞

尼埃布拉

罗西奥朝圣地

哥伦布足迹之路

白色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