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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tonio Zugaldia   

阿尔卑兹恩旅馆 

"正宗的摩尔人区"

在这个魅力十足的山坡地区，你将看到格拉纳达最优美的中世纪摩尔人房屋
或者卡门。石灰粉刷的宽大建筑物全都有一个特殊的特征：中间有墙围的庭
院，里面有喷泉和鲜花。从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凸窗远眺对面山上的爱尔罕布
拉宫建筑群以及远方的内华达山脉，景色真是美不胜数啊。1227年，来自巴
埃萨镇的一支摩尔人流民占据了这个地区，而历史学家们则坚持多年来，基
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相对和谐地在此生活

 +34 958 247 146  Albayzín, 格林纳达

 by pixel2013   

Casa de los比萨 

"一位圣人在这里死了"

这就是1550年圣胡安迪奥斯圣人去世的地方。他是贵族加西亚·德·比萨（G
arcíade
Pisa）家族的客人。现在，这座豪宅已经成为他创立的慈善事业总部，La
Orden de los Hermanos Hospitalarios，以及博物馆和艺术画廊。这个艺廊
有一个重要的佛兰德画集，包括范克利和哥萨特的作品。博物馆包含圣人自
己的遗物。在进入Carrera del Darro之前，您会发现RealChancillería（高
等法院）背后的建筑。它有一个哥特式风格的外观，用石头雕刻的订单徽章
。在里面，从摩尔人风格的庭院楼梯通往一个有吸引力的一楼天井和从下面
支柱支持的教堂。免费入场

 +34 958 22 2144  www.museosanjuandedios.
es/

 museumsjd@sjd.es  Calle Convalecencia 1,
格林纳达

 by Jebulon   

Calle Elvira 

"漫步在老城区"

从Plaza Nueva进入Calle Elvira，感受热闹的气氛。在左边，你有一些格拉
纳达最繁忙，最好的小吃吧，人们不得不站在街上喝着饮料，因为里面没有
空间。右边是一个阿拉伯区，里面装满了中东和北非的餐馆，外卖店，茶馆
和工艺品店。这里的大部分酒吧仍然提供免费的小吃和饮料。阿拉伯语区的
商店和餐馆也提供物有所值。从这里直接沿着街道走，你会通过各种古董店
，陶瓷店和小家具作坊，直到你来到埃尔维拉门。

 +34 958 24 7146 (Tourist
Information)

 turismo@alhama.org  Calle Elvira, 格林纳达

 by Jebulon   

Museo Casa de Los Tiros de
Granada 

"城市档案"

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和建筑爱好者将欣赏这座古老的摩尔人宅邸，沿着繁忙
的巴列那拉斯街（Calle Pavaneras）的Casa de Los Tiros de Granada博物
馆。站在狭窄的街道的另一边，抬头看看门面。你会看到一些希腊英雄的雕
刻，以及Boabdil的剑和火枪（tiros）从上面的窗户指出的代表。内部庭院
和较低的地板通常用于艺术展览。格拉纳达历史档案馆上层的博物馆。研究
人员可以浏览迷人的旧报纸，书籍和照片。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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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958 57 54 66  www.museosdeandalucia.e
s/web/museosdeandalucia

 museocasadelostiros.ccul
@juntadeandalucia.es

 Calle Pavaneras 19,
格林纳达

 by Shadowgate   

巴努厄洛旅馆 

"格兰纳达保存的最古老的阿拉伯浴室"

这个11世纪的公共浴室是当时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之一。它被悉心的重建过，
以至于给你一种仍像千年前的旧貌。在摩尔人占领这个城市的时期，镇上有
许多浴室。沐浴对于穆斯林而言是很神圣的事情，因此他们应当在祈祷前就
进行了。沐浴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以及宗教功能的载体。人们需要在沐浴的时
候，既可以放松身心，又进行了人与人的沟通来往交往，同时还获得信息和
美容。罗马人可能是最先来到这里的，他们用附近达罗河的水来沐浴。而今
你仍然可以发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资助的现存的浴室设备。尽管入门参观是
免费的，你仍需考虑给主人一些小费。

 www.granadatur.com/monumento/118-el-banuelo/  Carrera del Darro 31, 格林纳达

 by CarlottaSilvestrini   

穆色奥阿科洛其扣伊塔诺洛奇寇旅馆
 

"来自全省的历史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卡斯特里尔宫。这是一座有着文艺复兴时期并
且带复杂花叶形装饰的大厦。在这里您能欣赏到来自全省曾属于从旧石器时
代到摩尔人时期人们的物品。一二号展厅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展区；三四
号展厅是伊比利亚人时期和前罗马时期的；五六号展厅分别是罗马时期和西
哥特时期的；七号展厅是当时西班牙摩尔文化发达时期的。

 +34 958 575 408  www.museosdeandalucia.es/web/mus
eosdeandalucia

 Carrera del Darro 41-43, 格林纳达

 by dailyinvention   

阿尔罕布拉宫博物馆 

"艺术从阿罕布拉"

在您游览阿罕布拉宫之后，直接来到Nasrid宫殿。它会帮助你把这个地方变
成现实。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宫殿里，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家具，陶
器，金钱，衣服，科学仪器和其他物品，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神话般的
蓝色和金色的陶瓷Jarre拉斯Gacelas，或阿罕布拉花瓶，是展品。你会发现
它在卡洛斯五世宫（卡洛斯五世皇宫）的一楼。

 +34 958 027 971  www.alhambra-patronato.es/descub
rir/alhambra-y-generalife/museos/
museo-de-la-alhambra

 Calle de Real de Alhama, (Palacio
de Carlos V), 格林纳达

 by Raúl Santos de la
Cámara   

查理五世宫殿 

"前皇家住所"

Palacio de Carlos V有两个值得参观的博物馆，无论是在阿罕布拉复杂的其
他地方之前或之后。一楼的阿罕布拉博物馆展出了Nasrid时期的精美家具，
绘画，陶瓷和硬币。楼上的美术博物馆收藏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优秀宗
教画和雕塑以及大卫·罗伯茨的十九世纪水彩画。这座宫殿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晚近的摩尔宫殿。它由Pedro
Machuca于1527年为卡洛斯五世修建。查看网站的日期。

 +34 958 027 97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alhambra-patronato.es/edific
ios-lugares/palacio-de-carlos-v

 Calle de Real de Alhambra, 格林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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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avier Parra   

萨科隆摩恩特旅馆 

"吉普赛人区"

这个区的小街道就象迷宫，因其吉普赛人窑洞而闻名，正面用白石灰粉刷，
装饰有缤纷的花朵。这儿有很多酒吧，提供可信而适合于观光客们的弗拉门
科民歌秀。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可能会碰到拉萨姆布拉，这是吉普赛人的一
种窑洞派对，表演者们通宵跳一中据称来自摩尔人占有期间的舞蹈。继续走
上卡米诺萨克罗蒙提，再走下恰皮斯坡道，你就会来到17世纪的阿巴迪亚萨
克罗蒙提、一座修道院和博物馆，都是由彼得罗卡斯特罗创建的。

 +34 958 247 146 (Tourist Information)  Camino del Sacromonte, 格林纳达

 by Daniel Sancho   

内华达山脉 

"大陆最高峰"

这个山脉冬季提供了极好的滑雪场，春季和夏季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物。西
班牙最大的滑雪胜地就在这里，距市区仅35公里（40分钟）。它有你需要一
个星期的假期或简单的一日游的所有设施。从十二月到四月有滑雪，也有很
多晴朗的天气。事实上，格拉纳达正在竞标2010年冬季奥运会。自然公园地
位意味着野生动物得到保护。在春末和夏季来临，你会看到丰富多彩的野花
和蝴蝶，鸟类和野山羊。这里有一个高海拔的健身训练中心，设施完善。在
夏季，您可以跋涉到西班牙大陆最高峰Mulhacén（3479米）。

 Sierra Nevada, 格林纳达

 by Berthold Werner   

Musees de Bellas Artes 

"当地艺术家从过去"

即使它位于阿罕布拉山上，也不必拜访阿罕布拉综合体来到这里。你所看到
的是在16和17世纪，当地艺术家如阿隆索·卡诺（Alonso
Cano），迭戈·德·西罗（Diego deSiloé）和佩德罗·德·梅纳（Pedro de
Mena）所创作的基督教宗教主题的绘画和雕塑。最后的房间显示一些19世纪
和20世纪的小画。博物馆的图书馆有专门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书籍。你
会发现它在卡洛斯五世宫（卡洛斯五世皇宫）的二楼。一个

 +34 958 57 5450  www.museosdeandalucia.e
s/web/museosdeandalucia

 museobellasartesgranada.
ccul@juntadeandalucia.es

 Calle de Real de Alhama,
Palacio de Carlos V,
格林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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