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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尔 (Tomar) 曾 是圣殿 士 所在地，是一座有着丰富
主要建筑基督修道院 (Convento de Cristo)。

与文化魅力的城市，其中最能体

一点的就是葡萄牙文

复兴

期的

无 您因何原因到
座城市，爬上圣殿城堡，探 基督修道院的不朽建筑都是不可
的。 形建筑沙 拉 (Charola)
是最古老的部分。圣殿教堂建于 12 世 ，和城堡一 ，当年都是王国最新、最先 的 事建筑，灵感来自圣地的防御工事。在 16
世 曼奴埃尔 (D. Manuel) 国王下令复建期
里 成了教堂，整体建筑建造 煌，保存至今仍然完好，被 定 世界
地。
修道院 得您去
探 一番，一些
珍 无比，如文 复兴式大门上的 画、会 室曼奴埃尔式窗 (Janela Manuelina) 的独特符
号、主回廊的建筑
和 行圣殿 式的空 。要想更好地了解 里的 史，首先就要了解圣殿 士 如何成 基督 士 ，如何在葡
萄牙
他 的权力、知 与 富。著名的航海家、大
运 的先 亨利王子 (D. Henrique) 是 里最重要的一位 治者和保 者。
从修道院出 ，您可穿 七王山森林 (Mata dos Sete Montes)
到 史悠久的市中心去。途中，您将会看到文 复兴 格的达孔塞桑圣母小教堂 (Ermida d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 是在修道院工作的葡萄牙人胡安•德•卡斯蒂略 (João de Castilho) 的
杰作。
之后您必 游 一下托 尔。最古老的中世 市区布局 十字形，按
四个方位，每一端有一个修道院。共和广 的主教堂是圣 翰
教堂 (Igreja Matriz de São João Baptista)，其中心是城堡山，西 是基督修道院。周 的街道两旁是
店 ，包括最古老的咖啡 ，
可以品 到当地最受 迎的糕点：杏仁和南瓜奶酪蛋糕 (queijadas) 和
的托尔 片(Fatias de
Tomar)， 种甜品 以蛋黄 原料，在非常特殊的 中隔水蒸，是 20 世 中叶当地的一位 匠 明的做法。
向南是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 (Convento de São Francisco)，如今您可参 其中的火柴博物 (Museu dos
Fósforos)，向北 是前阿 西 达修道院。向 ，在如今的列瓦达博物 (Museu da
Levada)，您可以看到古老磨坊， 磨坊供 的是流 城市的 邦河 (Rio Nabão)。河岸一 是圣伊利 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ta
Iria)，再往前走一点是圣
度奥利文教堂 (Igreja de Santa Maria do Olival)，教堂中有多位圣殿 士的坟墓，其中包括 1195
年去世的首任主教瓜尔丁•派斯 (Gualdim Pais) 之墓。
城

的中心也是重大

活

“托

”(Festa dos Tabuleiros) 的

地，城

自此向外延伸开来。

有意思的是，托 尔不
了 12 世 基督教收复失地运 的 争，同 也保留了犹太教的 迹，古老的 15
世 犹太教大教堂，如今已 是 伯拉罕葡萄牙-希伯来博物 (Museu Luso-Hebraico de Abraão Zacuto)，
世
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它坐落于前犹太人大街 (Rua da Judiaria)
上，内藏宝 的文档和碑 藏品。注意看每个角落的洞，那里曾 是 改善音响条件而在 上放置陶罐的地方。
除了上述景点之外，

有当代

中心，其中收藏有 20 世

葡萄牙最重要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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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文化游中 休息一下， 超公园 (Parque do Mouchão) 无疑是最佳
。 是一个凉爽的地方，您会看到 超
Mouchão)， 是一种木制水 ，是本市的地 ，会 您想起当年沿河的磨坊、榨油厂和
，当年托 尔正是因此而
周

有一些地方同 也 得一逛，如葡萄牙最大的水 之一波德城堡 (Castelo de Bode)，您可以乘船游
参加 多水上运 中的一 。塔古斯河上的小 也
游 一下，那里有阿莫 城堡 (Castelo de
Almourol)，而 于那些希望更好了解 一地区圣殿的人来 ，河 小 多尔内斯 (Dornes)
得一去。想要 行程更完美，我 向您推荐“世界
游 路”̶̶“在葡萄牙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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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修道院 (Convento de Cr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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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信息
如需托 尔 (Tomar) 旅游指南可向托 尔市 会索取：
- Percurso Histórico （ 史之旅 ‒ 葡萄牙文）
- Brochura Online （在 手册 ‒ 葡萄牙文）
托

尔和基督修道院是里斯本和塔古斯世界

寺院游

路̶̶“在葡萄牙中心地区”的

成部分。

到地方
走公路：
取道 A1 高速公路，在 Torres Novas 出去，上 A23（目前有 子收 站）沿通往托
(Coimbra)，在 孔代沙 (Condeixa) 出口出去走 N110 前往托 尔 (Tomar)。
乘火 :
上网
途汽

走。取道科英布拉

刻表，网址是 www.cp.pt
刻表可登

www.rede-expressos.pt

。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尔 (Tomar) 的路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