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介绍：4星•燃情西班牙10日私家团•一国深度•2人起订•
铁定成团•【2-6人精致小车团】

行程靓点：

★【巴塞罗那】——
在高迪建筑奇幻无穷的曲线中，在毕加索立体主义的视野中，在伊比利亚半岛捡拾遍地的心动。

★【塞维利亚】——迷失在卡门的故乡，沉醉在媚眼的天堂，感受野性洒脱的弗拉明戈。

★【龙达】——悬崖上的天空之城，全世界最适合私奔的地方。

★【科尔多瓦】——寻找西班牙的耶路撒冷。

★【托莱多】 ——探访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种文化交融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1天巴塞罗那  

    
 行程概述  

  

早上，我们将在您入住的巴塞罗那酒店接驳。首先游览【古埃尔公园】，随后来到【加
泰罗尼亚广场】，参观【巴塞罗那凯旋门】，迷失在哥特区迷宫般交错的街巷中。前往
拉瓦尔区，漫步在兰布拉大道上，这里有欧洲最大、最美的菜市场——
【波盖利亚市场】，探索西班牙料理的精髓。沿着【兰布拉大道】走向港口，您会看到
【哥伦布塔】，顺便探究一下哥伦布的手指到底是指向哪里呢？最后，我们来到【小巴
塞罗那海滩】，看看满沙滩的俊男靓女，您也可以下海畅游一番。

 

    
    

 目的地简介  

  

巴塞罗那：欧洲或许没有哪座城市能够像巴塞罗那那样充满混血气质而独具风情，她是
古老平静的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异数。碧海蓝天、优雅的建筑和清透灿烂如橄榄油般流泻
的阳光总能令这座城市呈现出不一样的光彩。而巴塞罗那又注定是特立独行、洒脱不羁
的。她的独树一帜时刻体现在这座城市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之中，诞生和滋养了毕加索、
高迪这样的艺术疯子和天才们。在高迪建筑奇幻无穷的曲线中，在毕加索立体主义的视
野中，都有这座城市桀骜不驯、自在率性的血液在流淌。在这里，古老与时尚相互碰撞，
循规蹈矩与不落窠臼激发出新的创意火花。

 



  

      

加泰罗尼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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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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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布拉大道

 

小巴塞罗纳海滩

 

      

巴塞罗那凯旋门

 

 



  

[加泰罗尼亚广场] 
加泰罗尼亚广场是巴塞罗那市中心旧城区的一个大型广场，连接着老城区和扩建区，它
也是城市主要的大街兰布拉大道和格拉西亚大道的起点。漂亮宽阔的广场上布满绿茵茵
的草坪；静思女神石像，神态安详凝重；飞珠跳玉的喷泉水花多样，宛若水晶宫。
[古埃尔公园] 
古埃尔公园始建于1903年，是高迪早期的作品，设计初衷是一个被自然环境所拥抱的时
尚住宅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整片地区在1914年变成了公园。在这个放佛是为孩子们创
造的童话公园里，最吸引人的自然是那个可以眺望地中海的大平台，平台周围的一圈座
椅都用彩色碎瓷砖拼贴，创造出迷人的色彩效果，平台下面布满立柱的大厅则如同森林，
抬头还能望见各种星体。全公园最受欢迎的则是公园入口处的那条吐水的“龙”
（也有很多人觉得是蜥蜴），它常常出现在旅游杂志上，如果没与它合过影甚至不好意
思说自己来过古埃尔公园。
[哥伦布纪念塔] 
兰布拉大道延伸到港口的那一头，矗立着著名的哥伦布塔。这座铁铸的、高60米的科林
斯柱式纪念塔建造于1888年巴塞罗那世博会期间，而当年的哥伦布从美洲返航时也正是
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港上岸。大家顺便可以探究一下哥伦布的手指到底是指向哪里呢？
[波盖利亚市场] 
波盖利亚市场是欧洲最大、最美的菜市场，这里既是美食家们的天堂，也挤满了挎着相
机的观光客们。这里的蔬菜瓜果都如艺术品一般被对待，从颜色搭配到摆放形式都是摊
主们展现审美与创意的体现。各种当地出产的蔬菜水果，新鲜而饱满，泛着令人愉悦的
光泽和艳丽夺目的色彩，伊比利亚火腿、奶酪和海鲜也同样备受青睐。这里也是各类食
材最齐全的地方，从四川花椒到印度肉豆蔻都能在这里觅得踪影。
[兰布拉大道] 
在西班牙，“兰布拉”（Rambla
）指的是两边行车、中间走人的一种道路形式，巴塞罗那著名的鲜花大道——
兰布拉大道，其实是由好几段“兰布拉”
连接起来的。这条绿树成荫、通往巴塞罗那港口的大道共有1200米长，沿着始建于8世纪
的古城墙而建，在小巷纵横的老城区里，这条大道成了一条贯穿老城区的捷径。
[小巴塞罗纳海滩] 
小巴塞罗那海滩（Barceloneta
）是一块泥沙冲积而成的海边三角地，17世纪，巴塞罗那码头在这个区域开始兴建。18
世纪中叶，经过重新规划和建设，小巴塞罗那地区充满了巴洛克风格的绚丽色彩。长达4.
5公里的小巴塞罗那海滩是整个巴塞罗那海滩中最精华的部分，聚集了各色酒吧。吹着海
风，踩着细沙，在地中海的月光下感受加泰罗尼亚的夜生活吧。
[巴塞罗那凯旋门] 
巴塞罗那凯旋门作为1888年世博会的主要入口而兴建，用红砖砌筑，属于摩尔复兴风格。
前面的门楣上雕刻有 “Barcelona rep les nacions”，意为“巴塞罗那欢迎各国”。

 

    
    

 三餐：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第2天巴塞罗那  

    
 行程概述  



  

来巴塞罗那一定要看的自然是高迪的建筑，这座城市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建立在这位
天才遗留下来的作品之上，而他的几座主要建筑都集中在巴塞罗那的扩建区。上午我们
将游览【圣家族大教堂】（*赠送圣家堂首道景点门票）、【巴特罗之家】和【米拉之家
】，每一座建筑、每一扇铁门、每一个阳台都是藏满了故事的魔法盒。漫步在这一片街
区，您还会发现，每户人家的古老地砖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今甚至已经成了许多
设计师们的灵感源泉。下午参观西甲豪门巴塞罗那队的主场——
【诺坎普球场】。 *注：导游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巴塞罗那景点游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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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族大教堂] 
圣家族大教堂，是巴塞罗那的标志性建筑物，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尚未完成便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的建筑。教堂始建于1866年，由一个叫做约瑟芬的组织发起，目的是建造一
座可以让颓废的人们向神祈祷和求得宽恕的赎罪堂。1883年，年仅31岁的建筑天才高迪
接手，直到1926年去世，他将这一尚未完成的旷世奇作留给了巴塞罗那。这座倾注了高
迪满腔虔诚的圣殿无处不显示着这位天才的奇思妙想，对几何原理的娴熟运用、对自然
元素的借鉴和对光线的掌控，令这座教堂显得如此超前而又独一无二。而高迪自己是这
样评价它的：“
我虽不能完成这座圣殿，但并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会老去，但其他人会继往开来。需
要永远保存的是这件作品的精神，而它的生命来自于一代代传承它的人，因为这些人，
它将存在并转世。”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已建造一百余年的圣家堂终于将在2026年完工。
[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建于1906-1912 年间，当时是因为富豪米拉先生非常欣赏高迪为巴特罗先生设计
的巴特罗公寓而请高迪设计的，也是高迪设计的最后一处私人住所。米拉之家外观呈波
浪形，屋顶高低错落，整栋建筑犹如波涛汹涌的海面，极富动感。建筑最大的亮点莫过
于顶楼那些似古代身披盔甲的武士，又如变形金刚的大烟囱们，同时在这个类似儿童乐
园的大露台还能远眺圣家堂，俯瞰格拉西亚大道。该建筑无一处是直角，这也是高迪作
品的最大特色，因为高迪认为：“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归于上帝。”
[巴特罗之家] 
巴特罗之家是高迪成熟期的代表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高迪独具匠心与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巴特罗之家的设计理念来源于一个故事：一位美丽的公主被龙困在城堡里，加泰罗
尼亚的英雄圣乔治为了救出公主与龙展开了激烈搏斗，并用剑杀死了龙。龙的血变成了
一朵鲜红的玫瑰花，圣乔治把它献给了公主。整栋楼的墙面由碎瓷马赛克拼贴，是高迪
独创艺术风格的具体展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种颜色都可以细细推敲，当在自然
中找到对应的参照物时，便会愈发惊叹高迪将自然的元素运用到了极致。夜晚华灯初上
时，这栋楼在灯光的映衬下会显得格外妖媚。
[诺坎普球场] 
诺坎普是欧洲最大的体育场，以其夸张的球场容量和主场氛围而闻名，平均每场比赛的
到场观众达10万人，球迷统一而狂热的助威声也使诺坎普成为了所有对手的噩梦。这里
见证过巴萨数次登顶欧洲的光辉时刻，更是无数红蓝球迷的朝圣之地。每年8月至次年5
月可以在这观看西甲、欧冠和国王杯的比赛。 球场、球员更衣室和球队博物馆均对外开
放，馆内的展品有该队历史上获得的奖杯、历史照片以及足球明星的球鞋、队服等。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赠送圣家堂首道景点门票  

    
    

 第3天巴塞罗那 瓦伦西亚  

    
 行程概述  

  

早餐后，我们将出发前往瓦伦西亚。在【市政广场】附近漫步，随后参观游览瓦伦西亚
的地标——【艺术科学城】，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建筑朝圣之旅，走过寓意知识之眼的
IMAX
影院，经由巨大鱼骨状的费利佩王子科学博物馆，仿佛从瓦伦西亚老城区穿越时空隧道，
抵达漂浮于水上的白色未来之界。瓦伦西亚是还西班牙海鲜饭的故乡，所以一定要尝一
锅正宗的【海鲜饭】（*赠送）哦。

 



    
    

 目的地简介  

  
瓦伦西亚：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还是西班牙海鲜饭的故乡。她继承了西班牙
固有的热闹与欢快，却没有大城市那样繁忙的节奏，舒适成为这座城被赋予的特质。每
年3月是瓦伦西亚欢庆法雅节的时候，庆祝的规模丝毫不亚于国内的春节。而8月在瓦伦
西亚附近的Buñol小镇上充满激情的蕃茄大战，更是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背包客前来。

 

  

      

市政广场

 

艺术科学城

  

  

[市政广场] 
瓦伦西亚市政广场被市政大楼、斗牛场和火车北站、邮政总局等标志性建筑所环绕，是
市中心最重要的广场之一。周围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小店，广场上也有很多花店，若是逛
累了，坐在夕阳下的广场上喂鸽子是件相当惬意的事情。法雅节期间，每天中午都会在
市政广场举行一个小小的放鞭炮仪式，称为Mascaletas。
[艺术科学城] 
说到西班牙现当代建筑的典范，艺术科学城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由瓦伦西亚本土建
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建筑群经常被人戏称为“
外星建筑”。艺术科学城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半球形寓意知识之眼的IMAX影院 (
Hemisféric)、鱼骨状的菲利佩王子科学博物馆(El Museo de las Ciencias Príncipe
Felipe)、索菲娅王后大剧院(Palau de las Artes Reina Sofia
)、拥有超过四万海洋生物的欧洲最大海洋馆(Oceanográfico)和金色堤坝大桥（Puente
I’Assut d’Or
）。这组造型奇异绝美的建筑，气势磅礴的从北向南一字排开，大面积的水面设计更是
神妙之笔，让这些建筑仿佛是漂浮在海洋中的梦幻之岛。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西班牙海鲜饭（*赠送）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赠送每人一餐西班牙海鲜饭  

    
    

 第4天瓦伦西亚 格拉纳达  

    
 行程概述  

  
早餐后，我们将出发前往格拉纳达。参观游览【阿尔罕布拉宫】（*赠送阿尔罕布拉宫首
道景点门票），沿着【阿尔拜辛区】蜿蜒的鹅卵石街道缓缓向上，感受时光倒流，置身
圣尼古拉广场，饱览整个城市的壮阔美景。

 

    
    

 目的地简介  



  
格拉纳达：格拉纳达曾作为穆斯林的首都长达8个世纪之久。这座城市的主要象征——
非凡的阿尔罕布拉宫，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美的建筑之一。这座融合了穆斯林、犹太教和
天主教风格的城市吸引着世界旅行者的目光。

 

  

      

阿尔罕布拉宫

 

阿尔拜辛区

  

  

[阿尔罕布拉宫] 
阿尔罕布拉宫的名字来自于阿拉伯语，是“红堡”
的意思。这座宫殿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的代表，位于格拉纳达城外的内华达山上。作为
伊斯兰教建筑与园艺完美结合的建筑，阿尔罕布拉宫早在1984年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阿尔拜辛区] 
阿尔拜辛区是格拉纳达除了阿尔罕布拉宫以外的另一处世界遗产，这里因为保留了狭窄
而蜿蜒的中世纪摩尔街道而闻名于世。除此之外，前往它的高点圣尼古拉广场观赏阿尔
罕布拉宫的日落也是极好的选择。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赠送阿尔罕布拉宫首道景点门票  

    
    

 第5天格拉纳达 马拉加  

    
 行程概述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格拉纳达大教堂】。随后前往毕加索的故乡——
马拉加，参观游览【毕加索博物馆】、【阿尔卡萨瓦城堡】和【马拉加海滩】。

 

    
    

 目的地简介  

  
马拉加：您可能没听说过马拉加，但您一定知道毕加索。很多人都想来马拉加的原因是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氛围孕育了毕加索这样的大师级画家。毕加索曾经这样说过他
的故乡：“没有体会过马拉加阳光的人，就创造不出立体主义的绘画艺术。”

 



  

      

格拉纳达大教堂

 

毕加索博物馆

 

阿尔卡萨瓦城堡

 

      

马拉加海滩

 

 

  

[格拉纳达大教堂] 
格拉纳达大教堂建在原清真寺的地基上，从1523年开始建造，到1704年才完工。开始时
原本准备建造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但建造过程中却改成文艺复兴式，这也是欧洲那些建
造过程长达百年的教堂常见的命运。如果仔细观察，教堂中的一砖一瓦都透露着不同时
期的建筑烙印。大教堂的中央礼拜堂有着45米高的雄伟圆顶，即便建筑风格难以定义，
但其周围与圆顶等高的彩绘玻璃窗却堪称一绝。
[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博物馆所在的建筑是由16世纪的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改建而成的。博物馆里
收藏有毕加索233份油画、版画、素描、陶瓷等，包括了一开始的学院派画风到70年代的
各种作品，其中最有名的画作是《戴帽子的保罗像》。
[阿尔卡萨瓦城堡] 
最早是罗马要塞，1057年穆斯林统治时期被重建为一座宫殿城堡。两层城墙包围住的内
部留有三处伊斯兰式庭院宫殿遗址，从小喷泉、马蹄形拱门、几何形花纹装饰，还能依
稀辨认出几百年前伊斯兰遗留下来的风采。
[马拉加海滩] 
马拉加海滩的海岸线长达14公里，阳光充足、沙滩细软，吸引着全世界旅行者前来度假。
拉马拉格塔海滩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来到这里一定要和沙滩上的Malagueta
字母雕塑合影。提醒各位想要游泳或晒太阳的旅行者，海滩上没有更衣室，只有没有任
何遮挡的淋浴器，女生最好穿连衣裙前往。海滩上有时能看到全裸上阵的美女们，尽管
西班牙民风热情，但还是要请各位注意礼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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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天马拉加 米哈斯 龙达 塞维利亚  

    
 行程概述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马拉加附近的地中海风格白色小镇——
【米哈斯】游玩。随后前往西班牙斗牛的发源地、悬崖上的城市——
龙达，参观游览【龙达新桥】和【龙达斗牛场】。随后，驱车前往塞维利亚，参观塞维
利亚的“蘑菇”——【都市阳伞】。

 



    
    

 目的地简介  

  

龙达：龙达是西班牙斗牛的发源地，一批又一批的人们被西班牙的斗牛吸引，一定要来
这里一探究竟。热爱斗牛的海明威就被带到了这里，而后又给这座建在石头上的天空之
城谱写了一曲浪漫之歌。他在小说中这样写到：“
如果你想要去西班牙度蜜月或者跟人私奔的话，龙达是最合适的地方，整个城市目之所
及都是浪漫的风景。”
自此，许多人被海明威的作品吸引而来到这里，看看到底是怎样的风光才能让这座白色
的天空之城成为私奔圣地。矗立于悬崖之上的龙达非常壮观，溪水将她一分为二，新城
和老城有着不一样的生机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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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阳伞

 

 

  

[米哈斯] 
米哈斯是西班牙南部的一座白色小镇，位于海拔400多公车的山腰上。白墙红瓦，连成片
的低矮房屋，狭窄整齐的街道中到处点缀着安达卢西亚特色的装饰花盆。眺望山下不远
处，就能闻到地中海的气息，看到地中海迷人的蓝。米哈斯虽小，却很精致。小镇保留
了很多传统地方特色，驴车便是其中之一。
[龙达新桥] 
新桥横跨于埃尔塔霍峡谷之上，将龙达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风景如画的城市一分为二。
没来过龙达的人，光看照片是无法感受到新桥所带给人的那种震撼的。龙达地理位置的
特殊性为这种震撼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桥高98米，下面就是深渊，白色的房子建造在悬崖边上，沿着新桥边上的小路往前走，
可以看到桥下的深谷和深谷里的房子，这种错落有致的风景无法用平面的照片表现出来。
新桥是西班牙上镜率最高的建筑物之一，站在峡谷的脚下，依然会有置身梦中的错觉：
一幢幢白色屋舍盘踞在直上直下的崖壁上，宛如朵朵白云从山坡蔓延至天际。
[龙达斗牛场] 
龙达被称为现代式斗牛的发源地，龙达斗牛场是西班牙最古老的斗牛场之一，建成于178
5年，共花费了6年时间，也是斗牛士们朝圣的地方，西班牙现今的斗牛方式就是在这座
斗牛场诞生的。这座建于1785年的圆形斗牛场可容纳5000名观众，并列着136根托斯卡纳
式厚重石柱，黄色的柱廊和金黄色的沙场互相辉映，可以想象场面的热闹与惊心动魄。
为了维护这座“古迹”，仅在特殊的节日才会于此举办斗牛赛。
[都市阳伞] 
都市阳伞俗称“道成肉身广场的蘑菇”
，是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座木建筑，位于旧城的道成肉身广场，由德国建筑师于尔根·
迈耶-赫尔曼设计，2011年4月建成。它有150米乘70米，高约26米，号称世界最大的木建
筑。 都市阳伞共有四层，地下为Antiquarium
，展出在此发现的罗马和摩尔遗址，一楼为中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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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天塞维利亚  

    
 行程概述  

  

来塞维利亚有三大享受——逛古城、吃Tapas、看弗拉明戈。“逛古城”
自然就是【塞维利亚主教堂】、【塞维利亚王宫】和【圣十字区老城区】了。“吃Tapas”
在塞维利亚是重中之重。Tapas
最早源于安达卢西亚，而作为安达卢西亚首府的塞维利亚，她的Tapas
又以种类多样、味美价廉而著称，种类包括凉菜、热菜、海鲜、夹肉面包。传统的
Tapas
中，推荐的最主要的就是火腿、土豆饼和油炸虾子，另外还有一种塞维利亚特色的油炸
小酸鱼。至于“看弗拉明戈”
嘛，晚上，我们将带您在酒吧看一场地道的【弗拉明戈】演出。

 

    
    

 目的地简介  

  
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第四大城市，散发着性感的气质。塞维利亚人过着最为充
实和激情似火的生活，最迷人、最优特色的西班牙语区也在这里。塞维利亚的橘子也非
常有名，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出产橘子甘甜可口，更是因为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都种着
橘子树，到了成熟季节，闭眼一闻满街都是橘子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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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主教堂] 
塞维利亚主教堂所在地原为塞维利亚大清真寺，之后被改建为天主教堂，是天主教塞维
利亚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它是世界第三大教堂，仅次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米兰大教
堂。教堂在重建时，同时参照了哥特式和穆斯林风格，最终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个华丽
并且有安达卢西亚风格的教堂。教堂的高达101米的钟楼，是西班牙曾经几个世纪以来最
著名的高层建筑，于1987年入选了世界人类遗产。此外，哥伦布的灵柩自1898年由古巴
运回西班牙后，便被埋葬在教堂的哥伦布墓中。
[塞维利亚王宫] 
塞维利亚王宫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在1987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王宫修建于中
世纪，最早是摩尔人的城堡，后来是伊斯兰风格、基督教风格和哥特风格的融合，非常
能够体现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建筑风格。此外，王宫的花园也混合阿拉伯式和哥特式这两
种风格，很有看头。
[圣十字区] 
圣十字区紧邻塞维利亚王宫，是塞维利亚的老城区。这里也被叫做旧犹太区，因为在13
世纪费尔南多三世国王攻下塞维利亚后，就将犹太人聚集于此，而15世纪中叶，犹太人
被驱逐，众多贵族迁居于此，建起了华丽的宫殿和优美的宅第。现在圣十字区的小巷里，
还能看到保留古色古香风格的建筑，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餐厅、小店。圣十字区由很窄
的小巷和胡同组成，这是犹太人的智慧，他们为了躲避塞维利亚夏日的太阳，建造了这
样的小巷，就在这些曲里拐弯的小巷中形成了流动干爽的风。在Santa Teresa
街，还能够看到一个十七世纪的红色木质的十字架。
[弗拉明戈] 
弗拉明戈舞是集歌、舞、吉他演奏为一体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是西班牙南部热烈灵魂
的缩影，到了塞维利亚不看弗拉明戈等于没来过塞维利亚。作为弗拉明戈的起源，塞维
利亚人都能踩上几下，但要看精彩的表演，自然是要去酒吧等演出场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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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天塞维利亚 科尔多瓦  

    
 行程概述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游览【西班牙广场】和【塞维利亚斗牛场】（如有比赛，您还可以
在塞维利亚斗牛广场观看一场斗牛赛）。随后，驱车前往科尔多瓦，游览【百花巷】和
【古罗马桥】。夕阳下的古罗马桥是科尔多瓦最美丽的景色之一，站在桥的南端，看对
岸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和古朴的大桥相映生辉。

 

    
    

 目的地简介  

  
科尔多瓦：科尔多瓦是一座花一样的城市，虽然经历过很多历史事件，但这座古城依然
保持着淡雅精致的气质。如今的科尔多瓦不过是一座中等大小的城市，只有您走进她，
才会慢慢从清真寺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发现原来这里在8世纪的时候是哈里发的首都，曾经
是西欧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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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西班牙广场] 
西班牙每个城市都有西班牙广场，而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广场是西班牙最大的西班牙广场。
它是一个直径为200米由三座建筑物所围成的半圆形广场，连续不断的建筑环绕着广场边
缘，通过有许多美丽桥梁的护城河到达，广场中心是一个大喷泉。今天，广场上主要是
政府建筑物。广场的墙壁上有许多壁龛，每个代表了西班牙的不同省份。在广场上也可
以看到西班牙不同的建筑风格，包括哥特风格、摩尔风格和银匠风格。
[塞维利亚斗牛场] 
拥有12000多个座位的塞维利亚斗牛广场是西班牙最重要、最传统的斗牛场。它是塞维利
亚每年举行的“阿布利尔节”
的场所，该节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斗牛节日之一。每年这里4-9月会不定期举办斗牛比赛。
作为一个斗牛的舞台，因为它的历史悠久、特点鲜明，并且它的观众被认为是最无情的
斗牛迷之一，因而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一。
[百花巷] 
百花巷位于大清真寺附近的犹太区，是科尔多瓦非常典型的安静小巷。与安达卢西亚其
他地区不同的是，科尔多瓦是一个满城花香的城市，小城的每个人都懂花、爱花、种花，
这一点在百花巷中就能看出来。在这狭窄、曲折的小巷中，墙上挂着花，窗台摆着花，
连路上都弥漫着花香。天竺葵是安达卢西亚最流行的花，游客可以在科尔瓦多的街道上
发现许多的栽满天竺葵的露台。
[古罗马桥] 
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古罗马桥最初建于1世纪，在13世纪到19世纪又有不同程度的修建，大
桥为巨石建筑，有16个桥孔。夕阳下古罗马桥是科尔多瓦最美丽的景色之一，站在桥的
南端，对岸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和古朴的大桥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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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天科尔多瓦 托莱多  

    
 行程概述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和【科尔多瓦王宫】。随后，前往世界文化
遗产——托莱多古城，游览托莱多的正门——
【比萨格拉门】，以及位居子午线零度上的【太阳门】，参观【圣胡安皇家修道院】。
傍晚，跨过【圣马丁桥】，以塔霍河为背景，拍摄一张托莱多的美丽全景吧。

 

    
    

 目的地简介  

  

托莱多: 托莱多始于古罗马时期，曾经是西班牙的首都。塔霍河将古城的三面包围住，形
成天然屏障，进入古城要经过古桥，是一种别样的体验。罗马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
摩尔人先后入侵托莱多并在这里定都，使这里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种文化
交融的都城。1986年，整座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小城至今仍保持着旧时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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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大清真寺] 
作为世界遗产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最早建于8世纪，对于西班牙的穆斯林来说，科尔多
瓦是仅次于麦加和雅路撒冷的朝圣之地。穆斯林占领科尔多瓦后，将当时哥特风格的天
主教堂改成了清真寺，之后基督教徒重新夺回科尔多瓦，又将清真寺重新改建。这座摩
尔建筑和西班牙建筑的混合体无声地向人类诉说着那一段风雨飘摇的历史。
[科尔多瓦王宫] 
像安达卢西亚的很多王宫一样，科尔多瓦的王宫实际上是一座城堡。伊斯兰教的哈里发
和基督教的国王都曾在这里居住，费尔南多三世在这里筹划对格拉纳达的最后一击，哥
伦布也在这里晋见天主教双王寻求支持。
[比萨格拉门] 
比萨格拉门是托莱多城的正门。最早建于穆斯林时期，之后遭到多次毁坏和重建。城门
上巨大的双头鹰徽章是西班牙最辉煌的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标志，内墙上刻有西班牙文学
大师塞万提斯给托莱多城的题辞：西班牙之荣耀，西班牙城市之光。
[托莱多太阳门] 
太阳门建于14世纪，是高大宏伟的阿拉伯风格建筑，门上的装饰图案是在建成后的数百
年间陆续添加的。之所以叫太阳门，有两种说法：一是因门上有太阳、月亮的图案；二
是称阿方索十世时代星象测量结果显示此门位居子午线零度上，终日被阳光照射，故名
太阳门。
[托莱多城堡] 
这座公元3世纪由罗马人建造的石砌城堡，位于托莱多最高处，阿方索六世将其收复。今
天的城堡内设有卡斯蒂亚拉曼查地区图书馆、西班牙军事博物馆等。在博物馆的最底层，
还可以看到城堡原来的真迹——如今已成为残垣断壁的砖墙。
[圣胡安皇家修道院] 
圣胡安皇家修道院，又名“圣若望皇家修道院”
，是西班牙托莱多一座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修道院，供奉圣若望，由阿拉贡国王
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兴建于1477年，以庆祝他们的儿子胡安王子
的出生，以及在1476年决定性的托罗战役中战胜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军队，为两国
的合并铺平了道路。它是西班牙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哥特式建筑。
[圣马丁桥] 
圣马丁桥是坐落在塔霍河上的一座中世纪桥梁，建于13世纪，以当年教区的主教圣马丁
为名，具有穆德哈尔派的建筑风格。建议跨过桥后，以塔霍河为背景，拍摄托莱多美丽
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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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我们将出发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太阳门广场】，与市徽“熊和野草莓树”
拍一张合影。在【马约尔广场】，观看民间庆典。在奢华的【马德里王宫】，见证波旁
王朝曾经的辉煌。最后，游览皇家马德里队的主场【伯纳乌球场】，伯纳乌就是有一种
能让人疯狂的魔力，从您一进入，您就已经兴奋不已了。

 

    
    

 目的地简介  



  
马德里：作为西班牙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人们在马德里可以感受古典与现代的交融，
体验足球文化、斗牛文化，感受西班牙王室对于百姓生活点滴的影响，或是尝遍来自西
班牙各地的美食。

 

  

      

太阳门广场

 

马约尔广场

 

马德里王宫

 

      

伯纳乌球场

 

 

  

[太阳门广场] 
太阳门广场是马德里的中心广场，广场最早起源于15世纪马德里的一个城门，因城门面
朝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得名太阳门。这里人行道地面上还有一个“零公里”(Kilómetro Cero
)标志，意为西班牙全国所有的公路里程碑都是从这里开始向外计算，马德里市的门牌号
也是以这里为起点的。广场上有两个重要景点：一是卡洛斯三世的雕像，他是波旁王朝
时期西班牙的国王，出生在马德里，在位期间大力修建马德里的公共设施，拥有“
马德里最伟大市长”的称号。另一个是“熊和野草莓树”
，是马德里的市徽。熊是为了纪念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在马德里周边山上打猎
打到一只狗熊；草莓树是因为当时这里有很多野生的草莓树。
[马约尔广场] 
在西班牙的众多广场中，马约尔广场无疑是最有广场范儿的，长方形包围式的结构，四
周被一列回廊式古老建筑所围绕，9个对外的拱门连结着外面的市区街道。数百年来，这
里是民间庆典、斗牛、封圣、加冕和宗教火刑的场所。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腓力三世
国王的骑马雕像，高达威武，非常有气势。广场的主要建筑是面包房之家(Casa de la
Panadería)，行使市政和文化功能，外墙布满了壁画。
[马德里王宫] 
马德里王宫是仅次于法国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皇宫的欧洲第三大皇宫，也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最精美的宫殿之一，是波旁王朝第一代国王腓力一世下令修建的法国和意大利风
格的皇家宫殿。内部有3418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各具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作品要属历史
上最伟大的弦乐器制造师之一的安东尼奥•
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五件提琴，在皇室图书馆的音乐厅展出。另外，绘画长廊里收藏了
各种绘画流派画家的作品，包括西班牙著名画家委拉斯凯兹、戈雅以及意大利巴洛克画
派重要画家卡拉瓦乔的作品。
[伯纳乌球场] 
伯纳乌球场是西甲巨人皇家马德里的主场，最多可容纳8万人，来这里看一场银河战舰的
比赛是每个皇马球迷心中的梦想。伯纳乌球场于1947年投入使用，不同于其他豪门俱乐
部主场较市中心远，该球场离市中心非常近，为想参加球场的旅行者提供了便利。每年8
月至次年5月可以在这观赏西甲、欧冠和国王杯的比赛。珍贵奖品陈列室、主席办公室、
新闻中心、球员通道、更衣室等场所在非比赛时间均对外开放。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无  
    
    

费用说明

费用说明：

4星报价

 淡季
11月01日-03月31日

旺季
04月01日-10月31日

2人报价 3225欧/人 3550欧/人
3人报价 2485欧/人 2740欧/人
4人报价 1881欧/人 2072欧/人
5人报价 1706欧/人 1881欧/人
6人报价 1433欧/人 1579欧/人
单房差 469欧/人 525欧/人

 

费用包含：

酒店：全程4星级酒店9晚，标准双床间/1.
大床房；如遇当地展会或重大活动，酒店将安排在顺路位置；
用餐：入住酒店早餐；特别赠送每人西班牙海鲜饭1顿（午餐或晚餐2.
）；
用车：全程5-9座车，含欧洲各城市间进城费、过路费、隧道费、油3.
费、停车费和空返费；
司导：一名优秀的中文司兼导，含司导工资，服务费，小费，住宿补4.
贴和餐补；
景点门票：赠送圣家堂和阿尔罕布拉宫首道景点门票；5.
行程中明确列明包含/赠送的特色项目。6.

 

费用不包含：

午、晚餐；1.
景点门票；2.
单间差；3.
加班费：司导每日工作时间不超10小时，如超时将支付司导加班费504.
欧元/小时；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5.
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
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因个人原因滞留产6.
生的一切费用；



因气候、罢工、战争等不可抗力或飞机、车辆、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7.
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不含境外旅游保险，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保险；8.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9.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活动 参考价格 说明

巴塞罗那
毕加索博物馆

14欧/人 套票（馆藏作品+临时展）14欧；馆
藏作品展11欧；临时展览4.5欧

巴特罗之家 24.5欧/人 门票

米拉之家 25欧/人 门票

古埃尔公园 8.5欧/人 门票

诺坎普球场 23欧/人 比赛8-100欧元以上不等；球场、球员
更衣室等部分的参观23欧元

艺术科学城 38.2欧/人

普通票：天文馆8欧元/科学馆8欧元/
水族馆30.7欧元；联票:天文馆+科学馆
12欧元/天文馆+水族馆32.2欧元/
科学馆+水族馆32.2欧元；通票：天文
馆+科学馆+水族馆38.2欧元

格拉纳达大教堂 5欧/人 门票（含语音讲解器）

马拉加
毕加索博物馆

8欧/人 门票

阿尔卡萨瓦城堡 3.5欧/人 门票

龙达斗牛场 7-8.5欧/人 7欧元，门票+语音讲解器8.5欧元

塞维利亚主教堂 9欧/人 门票

塞维利亚王宫 11.5欧/人 门票

塞维利亚斗牛场 8欧/人 门票

弗拉明戈表演 20-45欧/人
在塞维利亚，许多酒吧晚上都有弗拉
明戈演出，价格比较平价，约20欧/
人；安达卢西宫El Palacio Andaluz
作为塞维利亚官方推荐，约45欧/人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 8欧/人 门票

科尔多瓦王宫 4.5欧/人 参观城堡4.5欧；参观城堡+夜间表演7
欧

托莱多城堡 5欧/人 军事博物馆门票

圣胡安皇家修道院 2.5欧/人 门票

马德里王宫 10欧/人 门票

伯纳乌球场 25欧/人 门票

*以上所列项目均是建议性项目，客人本着“自愿自费”
的原则选择参加，部分项目参加人数不足时，则可能无法成行或费用做
相应调整。
具体项目价格以实际购买时为准，此价格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