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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各斯 (Lagos)
在拉各斯 (Lagos)，似乎所有的一切都邀 您去海 游玩，享受
而快 的生活。 里有水手与海盗的故事，
五 六色的拖网 船至今仍然向市 供 着
，而
上 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

里的生活离不开大海，

种与大海的关系在 15 和 16 世 达到了高潮，当 大航海家亨利王子 (Infante D. Henrique)
就是在拉各斯 成了 快帆船 向非洲海岸出 ，拉开了葡萄牙大
代的序幕，而航海家吉尔•埃阿尼什 (Gil Eanes)
也是从 里 帆出海，他要 明博哈多尔角并非世界尽 ，大海里没有怪 出没。在以埃阿尼什命名的广 上，矗立着 • 迪莱
(João Cutileiro) 国王塞巴斯蒂安 (Rei D. Sebastião) 所刻的雕像，正是 位国王将拉各斯指定 阿尔加 的首府， 种地位一直保持到
1755 年。 国王也是从 里出 投入了阿尔卡塞尔 斗，从此一去不复返，葡萄牙
了西班牙，因而失去了独立，直到 1640 年主权
才恢复。 里的人 仍然期盼着他 的国王能够在某个
弥漫的早晨忽然回来， 是一种期盼救世主的感 ，深深 刻在葡萄牙人民
的灵魂之上，被称 “塞巴斯蒂安主 ”。
虽然 里已在早期建筑基 上 行了建 ，不 一些主要 念地 是 一 代的 物，如 督城堡 (Castelo do
Governador)。 有城 和保
城不受入侵者，尤其是海盗
的篷塔达班德拉要塞 (Forte da Ponta da
Bandeira)，如今站在要塞上能够
看到房屋与大海的美景。在拉各斯亨利王子大道的拱廊下是欧洲
第一个奴隶市 的所在地，如今 里已成
展 出售手工 品的文化中心。
得一去的地方 不止 些。沿着市中心的街道漫步，探
座古老城市的迷人之 。注意石雕门窗、
阳台和夏季乘凉的露台。参
圣安 尼奥教堂 (Igreja de Santo António)，其内 令人惊 ，到 是鎏金雕刻和瓷 ，拼出的是圣人的形象，教堂也与 位 有中将
的圣人同名，大概也是
里曾 作 步兵 小教堂的一种褒 吧。此外，市博物 收藏有一系列有趣的考古与宗教
藏品。
地方美食的 惑令人 以抗拒。 和 类是众多美味的主要原料：以蛤蜊、藤 、章 或 子 主的小吃， 和 açordas
（面包砂 ）或 如 carapaus alimados （剥皮腌制的竹荚 ）和
卷等特 。甜品也是 里的一 ，尤其是 dom-rodrigos
（ 蛋杏仁甜点）， 是 卡尔莫圣母修道院 (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o Carmo)
的私房配方。
您可以从
的
者大道
城市的 廓，以及繁忙且充 生机
的
。大道直通大海和海 ，那里是阿尔加 最美 的地方之一， 常得到国 机构和 志的 美。向 是梅阿海 (Meia
Praia)， 里的沙
五公里，沙 的尽 在奥瓦尔河口 (Ria do
Alvor)。另一 ，有一 串的小海 ，海水清澈，海水侵 而成的岩壁美 得令人
。 些海 包括巴塔塔 (Batata)、皮尼奥
(Pinhão)、唐娜安娜 (Dona Ana) 和卡米洛 (Camilo)，从市中心可通往 些海 。再往前是篷塔达皮耶达德 (Ponta da
Piedade)， 一地区的亮点包括：一 串的岩石峭壁，
形状的外形 人印象深刻，海水侵 而出的洞穴可乘船游 。有了卡
尔
(Canavial)、莫斯港 (Porto de Mós) 和 斯 (Praia da Luz) 海 ， 一地区的海 就完美了，而且， 有一些沙 海湾很 接近，有一些
只能走海路才能到达。那些地方都是有待您去探 的小小避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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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信息
- 光迷你火 从
Piedade)， 是游
- 有多条公共汽

出 ，沿着海岸可到唐娜安娜海
城市的便捷方法；
路，

接城市不同部分和海

(Praia Dona Ana) 和篷塔达皮耶达德(Ponta da

。

到地方
走公路：
- 从北部：A2 ‒ 米尼奥高速公路 (Autoestrada do Sul) ‒ 在帕德内 (Paderne) 最后一个收
，并朝拉各斯方向行 。
- 如果您已 在阿尔加 ：A22 ‒ 格勒什 王公路 (Via do Infante) 或 EN125
乘火

：火

站在

乘

途汽

乘

机：阿尔加

后，离梅阿海

(Meia Praia) 很近，从

沿天

：www.rede-expressos.pt 和www.eva-bus.com 也有

走海路：拉各斯

国

机

在法

条件良好，

(Faro)，在大
施完善，可

步行就能抵达市中心。

路到阿尔加

的其他地方

85 公里之外；

所有乘船抵达的人提供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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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去，如果想避开高速公路也可以走 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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