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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周日的卡米诺市场

发现恐龙的足迹

劳格劳尼奥的埃布罗河公园

拉里奥哈是西班牙最小的地区，然而在如此小的空间中，

也就五千平方公里多一点点，难能可得的是能有如此

多样的景色，如此繁多的历史艺术见证或如此独特的

传统。 她位于埃布罗河流域的中心以及各路交汇之处的

优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多元化和多样化特点的

区域， 如今这些多样性的共存与和谐不得不让我们震惊。

圣米扬，西班牙语的诞生地 葡萄园间的自行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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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片土地已经由于她许多产品中的一个产品，在世界上

优质和优良工艺的同义词：葡萄酒而成名。 说的拉里奥哈就是

在说葡萄酒。 葡萄酒如此紧密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甚至

有时会混淆和重叠。 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加上几世纪的人工

酿酒文化，使每个秋天意味着一个新的丰收，这个独特的见证

让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毫无疑问会让我们震惊的土地和人们的旅行，

对以葡萄酒为名的土地的独特之旅：拉里奥哈。

漫步拉里奥哈



品尝某个橡木桶的葡萄酒 

对酒庄核心的参与及导游讲解

拉里奥哈，有着葡萄酒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土地

无花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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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葡萄酒为名的土地

在拉里奥哈就能感觉到葡萄酒。 这个遍布

葡萄园的地区建筑了一个以选择这片土地

来注满其酒杯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以及各个

路途的相交。在埃布罗河流域，你将渐渐

远离北部西班牙的潮湿，来到卡斯蒂利亚

高原，并与葡萄酒文化聚头。 拉里奥哈将

让你的五个感觉都舞动起来。

数以百计的酒窖为你而敞开，从最古老的到

最前卫的，向你展示着如何宠爱葡萄到如何

变成葡萄酒。你将探索到古老和现代工艺在

这片土地上的共存，了解到根据季节拉里奥哈人

如何为这个世代传承的文化而生活。

拉里奥哈之旅就是对葡萄酒世界的旅行。

在酒庄里漫步，可以让你看到这个产品的

成长，尤其是从19世纪大型酒庄的建立到

现在最先进的酒窖，他们有着解除建筑师

设计的最现代的独特外观，但在其内部又

保有了从他们祖辈学来的传统制作工艺。

当然在拉里奥哈的葡萄酒之旅不仅仅局限

于对酒窖的参观，还应该去葡萄园看看，

去见证历史和艺术，享受美酒，品尝每杯

好酒并配上佳肴：拉里奥哈美食。

储酒室

传统酒窖



反映葡萄酒文化的艺术

在秋日葡萄园下的布里奥内斯

葡萄酒文化博物馆蒂娜思迪亚-比万科

葡萄酒世界之旅可以开始于坐落在娇媚的中世纪小镇

布里奥内斯的葡萄酒文化博物馆蒂娜思迪亚-比万科。

这个博物馆是一个拉里奥哈酿酒家族对葡萄酒的激情

硕果，在其中参观者可以见识到所有的把葡萄转换成

我们的明星产品的过程；尤其是葡萄酒受到的整个世界

的文化的影响，有从古埃及，罗马或希腊的部件到现代

毕加索的部件。

在了解了历史之后，就应该要看看实践了。最好的方法

就是参观葡萄园，可以和导演同去或是自己去，去发现

在一年中各个季节里不同的美丽。

但在拉里奥哈也还有许多其他的享受葡萄酒的方法，

甚至都不用喝酒，在葡萄酒浴中放松，让葡萄的特征

为你的健康和美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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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葡萄酒计划

在拉里奥哈有成百上千的关于葡萄酒的计划，

有如此多的选择可以让新手和专家们一样的

享受红酒。 甚至让不能饮酒的人和儿童...都

能参与到与葡萄酒有关的活动中。现在你只

需选择一年中一个合适的季节和适合的公司

去享受就可以了。

在拉里奥哈的自行车之旅

葡萄藤上春天的嫩芽

参观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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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个感觉

安吉亚诺的舞者一样的舞蹈，拉里奥哈的

古老传统，人们转动着色彩鲜艳的裙子，

踩着高跷直奔下坡。葡萄酒就是如此舞蹈

的，你也将如此的去感受他的颜色和芬芳。

分辨香气

品酒的冒险之旅是从听觉开始的，那是

无法混淆的开瓶的声音和液体撞击杯壁

或酒瓶的愉悦的声音。抬起你的视线，

享受着拉里奥哈最好的红酒给你带来的

紧密的樱桃红。

橡木桶的香气可以让你分辨年轻的酿制

和纯酿之间的区别。触觉就需要你在嘴

里感觉了，当单宁和酒精轻抚你的味蕾

将给你带来或酸涩或轻柔的感觉。当酒

最后入口后将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感觉。

在拉里奥哈我们将向你展示如何认识和

享受葡萄酒。

品酒课

在酒窖内了解葡萄酒的世界 酿制级红酒的酒桶

准备拉里奥哈葡萄酒的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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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结合

拉里奥哈的葡萄酒从来都不是孤单的。

在所有制作优质葡萄酒的地方都会有

同样优质的美食。这是不能或缺的。

对于来参观拉里奥哈的人和拉里奥哈本地的人都是

最好的选择之一的是去著名的劳格劳尼奥的拉乌莱

尔街，并以最简单的方法去享受这种结合:拉里奥哈

葡萄酒与每个酒吧的特色菜肴的结合。 那里有适合

各种口味的，从最经典的蘑菇到只有唯一的名字的

创造: 玛德毛尼斯，瓦伦丁诺斯，高浩奴德斯，迪奥

阿古斯...要认识所有的则需要去好多次，但总是值得的。

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选择就是在拉里奥哈的任何一个

可以提供这种结合的菜单的饭店里进行品尝，这在

拉里奥哈是一个艺术。在所有我们的饭店里葡萄酒

都被像珍宝一样照顾着。 不要失去这个在享受美食

时每道菜都伴有能让他更美味更优质的葡萄酒的机会。

让别人给你推荐并享受这最完美的结合吧。

拉里奥哈及埃布罗河土产 蔬菜组合 劳格劳尼奥的拉乌莱尔街

蘑菇串

高浩奴德斯 烤肉串

鳕鱼块



拉里奥哈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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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可口的美食

拉在世界上所有制作优质葡萄酒的地方都会

有同样优质的美食与其相伴。这对拉里奥哈

是不可或缺的。

拉里奥哈里布满了浇灌其肥沃的蔬菜园的

河流，为他的明星蔬菜美食提供了最好的

食材。从朝鲜蓟，唐莴苣，琉璃苣到他们

奇妙的组合在独特的菜肴:蔬菜组合中。
土豆香肠

肉类也不落后，本地南部小山上的绿色牧场

像以前一样养殖着优质的畜牧，这让我们可以

享受一道完美的卡梅拉娜牛肉或是享用这里

独有的用拉里奥哈地区葡萄藤上修剪下来的

枝杈做的烤羊排。

虽然是一个内陆地区，鱼肉也被拉里奥哈

宠爱， 特别是鳕鱼。那些祖辈制作的菜到

现在还能在来这里时被品尝到：巴迪达斯，

玛尼达斯，巴托丽幺，香肠，蜗牛...

甜品则是这些美味佳肴的纽带。从以前的

阿拉伯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法德莱豪

德阿麦德是杏仁核橄榄油的完美诱惑。著名

的玛莎绑德索拖来自于卡梅罗斯的索拖是

这里最著名的甜品之一。

恩西索蜂蜜，法德莱豪德阿麦德，玛莎绑德索拖

葡萄藤枝羊排

拉里奥哈鳟鱼 拉里奥哈葡萄酒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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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护

到人类出现前的很久很久以前。 当时的

景观和现在是不同的， 整个大地上居住

着恐龙，而他们的足迹被保留到了今日，

这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动物是如何

生活的。

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使得所有在这个

半岛经过的民族都在这个地区的埃布罗河岸

找到了他们的居所。 拉里奥哈最古老的

聚居地之一就是工特比亚乐吾卡特的凯尔

特伊比利亚。 卡拉奥拉也是一个值得纪念

的罗马人聚居地。那些阿拉伯人也留下了

他们的遗产，比如传说：克拉维霍之战和

圣地亚哥白马，接下来是长期的中世纪传统，

在那些修道院里收藏了许多文化宝藏一直到

一个更现代的时期， 那个代表着葡萄酒工业

和区域发展的变革的时代。 

当然拉里奥哈的文化生活不仅没有止于他

悠久的历史，而且它仍旧充满活力地占据

在今天的位于前沿的艺术，建筑，表演，

音乐中...
恐龙复制品。 恩西索 圣玛丽娅德拉毕西那。 贝西那（圣维森特德拉松斜拉）

圣巴塞洛缪教堂。劳格劳尼奥卡纳莱斯德拉西埃拉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罗马式教堂工特比亚乐吾卡特。 阿尔哈马河的阿基拉

卡拉谷里塔纳夫人。 卡拉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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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诞生地

在动荡的中世纪，当领主们为征服和捍卫

土地而斗争时， 那些隐士隐退到了洞穴中，

这导致在回廊，厨房，药房，尤其是他们

的复制室和图书馆里里充满了各类活动的

大修道院获取了地位。

那是在圣米扬德拉科戈利亚，在图书馆

或其他地方的书桌中的一个，一个拉里

奥哈修士在拉丁语书写的编号46的手抄本

上首次书写了西班牙语最早的单词。 

这句来自拉丁原文的表达浪漫的小句子

被认为是这个今天被全世界超过四亿

人口使用的语言的第一个遗迹。

如果这本在修道院内于964年六月13日被

复制完的这第46号本意味着西班牙语书写

的开始，那么另外一个同一流域的修士，生活

和写作于13世纪上半世纪的贡萨罗德贝尔赛奥，

则意味着这个语言文学的开始。

圣米扬方舟象牙苏索内部

圣米扬苏索圣墓

注解乐谱圣米扬苏索修道院

圣米扬勇苏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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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及城堡

拉里奥哈修道院的财富和传统不仅仅止于

圣米扬德拉科戈利亚。从十个世纪之前的

西哥特时期在拉里奥哈远离罗马城市的

偏远农村就建造了许多的作为祈祷和文化

中心的精神场所。

拉里奥哈在她的修道院里充满了历史和传说。

他们中的有一些现在只剩下能证实其在中世纪

的影响的废墟和文件。但是很多修道院在很多

世纪后还是保留下了他们的建筑和他们宗教

区域的活动，他们现在对于文化，宗教和艺术

旅游是充满吸引力的。

作为边界的土地，就像拉里奥哈，总是

布满了城堡，他们让个各集团在为了

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肥沃土地的战争

中充满战斗力。很多拉里奥哈的城堡

已经消失了，但是但另一些则保留至今

变成了酒窖，市政厅或私人住宅，让

那些参观者可以重温那独特的历史时刻。

克拉维霍城堡

科尔纳戈城堡 萨哈萨拉城堡

巴尔巴娜拉修道院。 安吉利诺 皇家圣玛丽娅回廊。纳胡拉

圣萨尔瓦多卡尼亚斯修道院



Esquí en Valdezca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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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之路

圣地亚哥之路是第一欧洲文化之旅和

人类遗产，是游客了解拉里奥哈历史，

艺术和文化的最常用的旅游路线之一。

自从九世纪人们在孔波斯德拉发现了使徒的

墓地，这条路线就成为了它穿越的这些区域

和城镇的沟通新的思想，技术，文化和生活

方式的渠道。

在劳格劳尼奥汇聚了法国之路和埃布罗朝圣者之路，

前者来自纳瓦拉和阿拉贡的比利牛斯山，后者使用

来自地中海的塔拉戈纳和阿斯托加之间的罗马之路

并穿越了以前是罗马城市的拉里奥哈城市:阿尔法罗，

卡拉奥拉和巴莱阿。

圣地亚哥之路在穿过拉里奥哈时穿过那些

葡萄园，可以认识那些著名的中世纪传说，

例如：克拉维霍战役或圣周日之死并且

可以享受道路周边的风景。

拉里奥哈区域里的朝觐者

石桥，圣地亚哥之路劳格劳尼奥入口

路过本多萨的朝觐者 卡米诺市场。 卡尔萨达的圣周日

詹姆斯一世象征

朝觐者的古老医院的罗马式大门。纳瓦雷特

葡萄园之间骑马行进圣地亚哥之路

阿尔法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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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拉里奥哈是一个充满传统和节日的

土地，传承了古老的过去，拉里奥哈

人的特质就是永远都准备好了去庆祝

各种节日和活动。 有各种各样的节日，

大部分都是文化或宗教的， 但也有美食的，

牲畜的，当然还有关于葡萄酒的。

其中的一些节日已经作为旅游只用，比如

安吉亚诺的舞者，那些村子里的小伙子们

穿着华丽的黄色裙子和木质的高跷从街上

冲向低处。

哈罗的葡萄酒之战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那时

拉里奥哈最著名的产品变成了挥洒的武器。

葡萄酒还是劳格劳尼奥的收获节的主角。

和真挚的传统，比如圣维森特德拉松斜拉的

长矛节或者卡尔萨达的圣周日的圣人之节。
安吉亚诺的舞者

长矛节。圣维森特德拉松斜拉的复活节

卡拉奥拉的节日

卡尔萨达的圣周日的圣人之节中的女信徒游行收获节，圣马特欧。劳格劳尼奥葡萄酒之战。哈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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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la feugiat volobore.

走遍每个街道和角落

在拉里奥哈最快乐的事情是隐藏在他的

各个街道，广场和角落里。拜访那些城市

和村镇，认识拉里奥哈人。做出自己的

路线。认识拉里奥哈最好的方法是开车

和步行。停留在那些星罗棋布的分布在

拉里奥哈地区的小镇里，穿越他们的鹅卵

石街道，买上一个传统的面包，再和那些

拉里奥哈人分享一下葡萄酒，他们会向你

讲述如何种植葡萄，如何一生都劳作在

土地上，以及如何才能酿制出世界上

最好的葡萄酒之一。

也要去参观那些城市：劳格劳尼奥，有着宽敞的

大道和美丽的地方的首付，比如用品广场，市场，

当然还有拉乌莱尔街，那里每个大门都有一个

酒吧，每个酒吧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卡拉奥拉会

向您展示她的罗马遗产；哈罗，最好的葡萄酒能

提供的财富和辉煌，卡尔萨达的圣周日，圣地亚

哥之路的传统；纳杰拉，她的债券和版税；阿内多，

她的制鞋业和购物的机会；赛维拉，她的传统凉鞋

和传统文化，以及托雷西利亚卡梅罗斯，她传统的

季节性放牧。在这个旅行中的每次停留，都将成为

唯一的且不同的经历。

阿内多夜游

劳格劳尼奥教堂塔楼在埃布罗河的倒影 酒窖区。哈罗

圣维森特德拉松斜拉上的彩虹

比涅格拉德阿丽巴

漫步艾斯卡来街头 卡拉奥拉旅行



26 27

自然河流

拉里奥哈是西班牙最小的区域，但是

确是景观和生态物种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这个大区从西到东被埃布罗河穿越，但

其他的七条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了从南到

北的丰富流域， 从那些组成德曼达或

卡梅罗斯山系的高山到埃布罗河流域。

阿拉玛河

赛博也拉山上的小溪

哈罗的埃布罗河谷

运动之旅

我们这里的森林，山脉和河谷保留了

我们最大的财富，原始自然的力量，

充满了生命力，等待着那些懂得她

美丽的人们去发现，去接近。

艾斯卡来上的滑翔伞

阿拉玛河谷的BTT之旅

松斜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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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滑雪和水上运动

一场高尔夫有什么呢？圣地亚哥之路经过

格拉赫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尔夫球场

矗立在劳格劳尼奥的一个迷人的公园中，这是

一个可以进行各种购物的城市。 在苏胡拉和

西路尼亚城里你也将找到现代且完整的高尔夫

球场，以配合最苛刻的球手。

你更想享受雪？拿上你的滑雪板，去探索

雪白的瓦德斯卡拉站的斜坡，它位于

德曼达山雄伟的圣劳伦斯峰上（2260米），

这是拉里奥哈的至高点。

水上运动有什么呢？在拉西略的水库里你

发现，在一个美丽的森林之中，那是风帆

冲浪和独木船运动的天堂。唯一能压下你

运动欲望的是我们在你的冒险之后提供的

美食和葡萄酒！

格拉赫拉高尔夫球场，劳格劳尼奥

拉西略的水上运动瓦德斯卡拉上滑雪

在卡梅罗斯山背景下的风帆冲浪 在拉西略水库里开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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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般的温暖

拉里奥哈人天生就十分好客，他们的家

有着燃烧着的壁炉，对来访者来说是

如此的温暖。在拉里奥哈郊外的人家也

是如此。美食和葡萄酒更是让你觉得

宾至如归，你将很容易找到住所和全面

的旅行计划：拜访酒窖，品酒，葡萄酒浴...

甚至他们中的一些就在酒窖里面。

科多温葡萄酒酱烹制杏仁鳕鱼

住宿在拉德曼达山边的巴尔加农的农庄

在拉里奥哈您将宾至如归...甚至更好艾拉西略德卡梅罗斯的农庄

生意

你想拥有拉里奥哈风格的会议吗？这里有

您需要的一切。 你的会议，你给客户或

员工的奖励旅行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举办，

你将沿着成功之路举步漫游。拉里奥哈

是如此的迷人，她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你选择劳格劳尼奥-阿贡西里奥机场，

你的时间将会过得飞快。

里奥哈论坛. 拉里奥哈议会大厦

在拉里奥哈，做生意是一种享受。

里奥哈论坛配备了具有最现代化技术的设备 举办活动和会议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