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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是出于信仰 是
地追求
之快 ，您都会
有很多理由可以 明葡萄牙 得游 和开展宗教 祝活 ，要追求精神慰藉有
很多
。葡萄牙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其 界自从 12 世 起就已划定，其中包括了从当 居住于此的摩尔人手中征服 来的土地。
在
基督教收复失地的运 中，葡萄牙的 代国王得到了十字
征运 ，尤其是圣殿 士 的帮助。所以 是一个
的天主教国
家， 至今日，很多教堂和宗教 式都与葡萄牙建国有着很深的 史渊源。供奉 利 就是一例，在 里我 能够找到大量圣母 利
神殿和各种形式的 圣母 利 的尊崇。法蒂 (Fátima) 是 1917 年圣母在三个牧童面前 灵的地方，无疑是葡萄牙国内最重要的圣地
。 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地方，被称 和平之城，无 您是否信教，都不会 此地无 于衷。 了 念圣母和很多其他神灵，有各种形式
广受 迎的宗教盛宴、 日和朝圣活 来表达人 的虔 之心。
堡 (Viana do Castelo) 的安国尼 圣母 (Senhora da Agonia)
、
着布拉加 (Braga) 行的朝圣（ 梅 朝圣所 (Nossa Senhora do Sameiro)、波尔达埃 尔达圣本托 (São Bento da Porta
Aberta) 圣地和圣母修道院神殿 (Nossa Senhora da Abadia)）、吉 良斯 (Guimarães) 的裴涅圣母 (Nossa Senhora da Penha)
圣堂以及拉梅古 (Lamego) 的圣母救 教堂 (Nossa Senhora dos Remédios)
等都是北部地区最吸引人也最 得一提的地方。再往南，科英布拉 (Coimbra) 的 尼 圣 老人 祝活 (Festas Rainha Santa)
得关注；拿撒勒圣母 (Nossa Senhora da Nazaré) 和卡布圣母 (Nossa Senhora do Cabo)（塞辛布拉 (Sesimbra)
的埃斯皮雀尔海角 (Cabo Espichel)）的游行和朝圣、
-杜阿 特茹 (Viana do Alentejo) 附近的艾利斯圣母 (Nossa Senhora de
Aires) 圣地和 拉 索 (Vila Viçosa) 的孔塞桑圣母圣地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 都在阿 特茹 (Alentejo)
地区。在阿尔加 我 会特别提到楼勒 (Loulé) 的主权之母 (Festas da Mãe
Soberana)， 也 是法蒂 南部最盛大的宗教盛会。除了 些，全国 有很多丰富多彩的
活 ，如每年 6 月 13 日在里斯本
(Lisboa) 行的 念圣安 尼奥的 门圣徒 ，和 6 月 24 日波尔 (Porto) 的圣 翰日。里斯本大教堂的圣安 尼奥教堂和博物 当
然一定要参 一下，不 在圣人出生地里斯本，就是在整个国家，圣安 尼奥都是人 最 崇拜的 象。您会看到葡萄牙有多条朝圣路
，但是那些通往圣地 哥坎普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 的路 自 12 世 起就将一些重要的宗教中心 系了起来，是欧洲文
化 同感最强的 志之一。因此，您可以加入来自世界五湖四海的朝圣者的 伍，沿着葡萄牙之路（尽管不止一条）去探
史 迹并
体 融入大自然的感 。很多犹太人自葡萄牙建国 起便世代在 里居住繁衍，特别是自 1492 年被逐出西班牙之后更是大量聚居于此
。如今，在很多城 ，尤其是沿着与中部地区和阿 特茹北部 界平行的
一 ，您 能 到塞法迪犹太人生活 的印迹。 种存在
藏了数百年，如今通 犹太社区的 史和文化 迹得以揭示出来， 世人看到了他
葡萄牙的航海、医学和
做出的重要 献。
您可以参 遍布全国的教堂和圣地， 些地方都是真正的 金
、瓷
和宗教
的博物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真 写照。葡萄
牙是一个信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因此游
您 会接触到其他信仰。一句 ，宗教 日和 式在呼 您去游 ，会丰富游客在精神
和文化上的修养。
勿
> 5 月 13 日游
>参

法蒂

，

一天是其宗教

布拉加的教堂和圣地，布拉加是

典的高潮，当然也可以在 五月至十月
帝国

期

任

一个月的十三号前来游

建的最古老的全国主教管区。

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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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 神殿游：www.fatima.pt
葡萄牙犹太区网 ：www.redejudiariasportugal.com

到地方
里斯本波尔特拉机
波尔
尔南多
卡内
法 机
乘火 ：www.cp.pt
乘

途汽

机

‒ Rede Expressos: www.rede-expressos.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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