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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斯 (Guimarães) 一直被

葡萄牙的

生地，因

葡萄牙的开国君主阿方索•亨利克斯 (Afonso Henriques) 就出生在

里。

位于吉 良斯城 之内的 史悠久的市中心地 ，与葡萄牙的形成和地位息息相关，被 定 世界
，在修复 考 到了它的独 性
与真 性。从 城雅致的
阳台、花 岩的凉台和门廊、庄园宅邸、 接狭窄街道的拱门、被 月磨得光光的 路石板、以及塔和回
廊上，至今 能看到城市和 、保存良好的 史 迹留下的烙印。有那么一刻，您可能在恍惚 感 自己回到了中世 ， 族
在那
里建造他 的府邸，如莫塔•帕戈 (Mota Prego) 府邸、花
(Vila Flor) 和 拉尔 (Toural)
， 数众多的 族府邸造就了吉 良斯独特的氛 。
您可以从城市的中心拉哥达奥利 拉出 ，您会在那里看到 拉多 念地 (Padrão do Salado) 和达奥利 拉圣母牧 会教堂 (Igreja e
Colegiada de Nossa Senhora da Oliveira)，重要的阿尔 托•桑帕 博物 (Museu Alberto Sampaio) 就坐落于此。穿
城 的市政
(Paços Municipais) 入圣地 哥广 (Praça de
Santiago)，在中世
里曾迎接 前往坎普斯特拉的朝圣者，如今， 里的餐 和露台随 准 款待居民和游客。圣克拉拉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ta Clara)、杜阿科之家 (Casa do Arco) 和其他庄 的府邸都在与上城相 的圣
大街 (Rua de Santa Maria)。
沿 条街或阿尔 托-桑帕 大道 (Avenida Alberto Sampaio) 向上走，沿途在布拉干 公爵 (Palácio dos Duques de Bragança)
与城堡之 是古城
址，一直延伸到上城。在通往高 城堡的路上，您可以看到 15
世 的 殿 址，从中可以
法式庄园 构
里的影响， 可以参 阿方索•亨利克斯国王的 念碑 (Monumento a D. Afonso
Henriques)、
格的米格尔教堂 (Capela de S. Miguel) 和 史可追溯到 10 世 、与葡萄牙建国有密切 系的城堡 (Castelo)。
不算 束，在吉 良斯 有一个中心点不可不看，所以， 向下往回走，前往 拉尔广 (Largo do Toural)， 里有 16
世 的 泉。 翰一世 (D. João I) 大街在中世 曾 是通往波尔 的道路，到 是 木 杆和 17 世 外 的古宅。在圣多明戈修道院
(Igreja do Convento de S. Domingos)
，如今的帕 -加尔旺 (Rua de Paio Galvão)
大街，您会看到一直延伸到修道院的新
格的 丁斯•沙门多考古博物 (Museu Arqueológico Martins
Sarmento)。前方不
就是老市 建筑，如今是何塞-吉 良斯国
中心 (Centro de Artes Internacional José de
Guimarães)，
中心在回 展出 位出生于本市的 大
家的作品。
从市中心向外再走一点就到了花
和文化中心 (Palácio e Centro Cultural Vila
Flor)，那里到 是 落有致的花园，有凉亭和 壳状装 ， 得一看。同 ，巴西共和国前地 (Largo da República do Brasil)
尽 巴洛克式的孔索拉桑和圣帕索斯圣母教堂亦不可
(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 e dos Santos Passos)。
想 一个角度看城市，您可以乘
登上佩尼 山 (Monte da
Penha)，那里能够看到葡萄牙北部最美的全景之一，能够参 佩尼
勿
>探

圣母神殿。

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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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沿着不同的有
石

的步行小道散步

城堡 (Citânia de Briteiros)

有用信息
visitportoandnorth.travel/
www.guimaraesturismo.com
旅游服
：
- 圣地 哥广 （
迁到 Largo Cónego José Maria Gomes）
- Alameda de S. Dâmaso, 83
您可以从旅游服
取 音 游或安排市内游。
吉 良斯移 游 (Guimarães Mobitur ) 是适用于手机的 用程序，您可以 行人机互 游全城：www.guimaraesturismo.com
吉 良斯城市交通：tug.com.pt
佩尼 山 (Monte da Penha) 有迷你 光火 可以穿行 片广袤的 色休 地区。
周六可以参 如今隶属波 达的圣
娜达科斯塔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ta Marinha da Costa)，需在旅游服
。
石 城堡：citania.csarmento.uminho.pt
吉 良斯是世界
旅游路 的 成部分 ̶ 《北部葡萄牙》，由葡萄牙旅游局出版，在 店和所涉及的景点有售。

到地方
走公路：A7 和 A11
乘火 ：www.cp.pt
乘 途汽 ：Rede Expressos www.rede-expressos.pt
尔南多· ·卡内 机 （波尔 ） (Porto)，60 公里 ：www.getbu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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