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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雷拉山 (Serra da Estrela)
在夏季或冬季，葡萄牙大

的最高峰景致秀

，适合放松几天，在

里与大自然来一次

密接触。

埃斯特雷拉山 (Serra da Estrela) 的至高点海拔 1,993 米，位于 Torre，景色极 秀美，落差惊人，在那里您可以深切体会到高高在上
的寂廖。利用
宝 的 刻与大自然交流， 行 察，看一看 里多种多 的植物和 类以及由埃斯特雷拉犬放牧的羊群。 种牧羊
犬是以 座山命名的。
您也可以沿一些葡萄牙主要河流从源
流而下：Mondeguinho 的蒙太古河 (Mondego)、科凡阿梅达德 (Covão da Ametade)
的
雷河 (Zêzere) 以及 西姆山谷 (Vale do Rossim) 的阿尔瓦河 (Alva)，都 源自壮 之 。或者，您也可以欣 洛里加
(Loriga)、曼特加斯 (Manteigas) 或 Covão do Urso 和 Covão Grande 的冰川谷。在一年中最温暖的几个月中，最佳的
当然是 25
泻湖游，您可以游 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在寒冷的季
有支持基

，埃斯特雷拉山是全葡萄牙唯一能够
施， 有人工雪道，可在全年任何

滑雪，或者去乘雪橇、玩滑雪板或
前来滑雪。

雪地摩托

的地方。

个自然公园非常适合徒步旅行、
或山地自行
行。 里有 375 公里的
小道，适合各种不同的
自己身体条件的路 。有 不想能像 儿一
翔？您可以在利尼 雷斯达 拉 (Linhares da Beira)
乘滑翔 ，体 从 座 史悠久的村落上空
的感 。 个村落您
步行游 。

里有多条滑雪道，

度，您可以找到最适合

了 充一下体力，你必
一 当地最著名的 品：埃斯特雷拉山 (Serra da Estrela)
奶酪。其
的 地很适合与
面包相配。在整个地区都可以品 到 种美味，但是在塞洛里 达 拉 (Celorico da Beira) 的Solar
do Queijo（奶酪庄园），您在品 奶酪的同
可以听一听生
程的解 。在塞
(Seia)，享有盛名的是面包，有 门的面包博物 ，而在科 良
(Covilhã)， 是毛 品。翻山常走的道路将两座城市 系在一起，可以通向一些小山村，如 布盖 (Sabugueiro)、阿尔德 达塞拉
(Alvoco da Serra) 和洛里加 (Loriga)，也通向很多其他不可
的旅游 地：盆 多拉达斯 (Penhas Douradas)、Penhas da Saúde
或山 的 Torre。
要游
一地区，我 建 走翻山的旅行路 ，但是 得一看的地方太多，而且是在葡萄牙最大的保 区内，因此最好在出
然公园的信息咨 中心 (Centros de Interpretação do Parque Natural)
相关信息，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在此停留的每一天。

向自

勿
> 登上 Torre，埃斯特雷拉山 (Serra da Estrela) 的最高峰
> 在天然和人工雪道上滑雪
>品

并

埃斯特雷拉山 (Serra da Estrela) 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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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羊毛袜或当代波雷尔
作品（
的葡萄牙粗 毛 物）
雷 (Zêzere)、洛里加 (Loriga) 和安旱斯达塞拉 (Unhais da Serra) 的冰川谷

> 在夏季探
>参

塞

(Seia) 的面包博物

> 乘滑翔
>

一

凉爽的河
，从利尼

河流源

雷斯达

(Museu do Pão)
拉 (Linhares da Beira) 上空

的水

> 沿着人行步道散步，探

大自然的壮

有用信息
更に調べる
自然公园
http://www.icnf.pt
埃斯特雷拉山
http://www.turismoserradaestrela.pt/index.php/en/
滑雪 地
http://www.skiserradaestrela.com

到地方
走公路：
A25 ‒ 在 塞 (Viseu) (N231)、曼瓜尔迪 (Mangualde) (N232)、塞洛里 达 拉 (Celorico da Beira) 和瓜达 (Guarda)
A23 ‒ 在科 良 (Covilhã)、 尔蒙特 (Belmonte) 和瓜达 (Guarda) 出
N17 ‒在塞雅 (Seia)、瓜达 (Guarda) 和塞洛里 达 拉 (Celorico da Beira) 出
乘火 ： (www.cp.pt)
Beira Alta
‒ 尼拉斯 (Nelas)、曼瓜尔迪 (Mangualde)、塞洛里 达 拉 (Celorico da Beira) 和瓜达 (Guarda) 站
Beira Baixa
‒ 科 良 (Covilhã)、 尔蒙特 (Belmonte) 和瓜达 (Guarda) 站
乘 途汽 ： (www.rede-expressos.pt)
到科 良 (Covilhã)、瓜达 (Guarda)、塞雅 (Seia)、戈
(Gouveia) 和塞洛里 达 拉 (Celorico da B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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