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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旅行
#inLombardia
------   杂志

封面
阿嘉山的顶峰, 布雷巴纳山谷

除了适合家庭的最具挑战性的远足线路之外，切勿忘记
攀岩和登山联系者的悬崖和墙壁，以及自行车和山地车
爱好者钟意的沥青和铺装路面上下坡。
更多刺激：滑翔伞、漂流、峡谷漂流和探险公园，
适合想要体验肾上腺素迸发感觉的成人和儿童。
运动和许多户外活动：沿着小径、山地牧场和受保护的
自然环境，在那里亲身体验山区生活。
阿尔卑斯山和伦巴第阿尔卑斯山麓是所有寻
找活跃假期人士的理想选择，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如
何借助有趣的见解，发现地域和山村的文化及传统，
或前身体验可为徒步旅行者提带来放松感觉并奉上美食
的山中庇护所。选择在伦巴第山区度假的人士只面对一
个问题：“选择恐惧症”。



贝加莫
布雷巴纳山谷：
亲身获得山区体验
-----  路线1 
自然、文化和美食。布雷巴纳山谷内的景点将为所
有想要体验体育和休闲活动度假的游客带来快乐

从各种困难的徒步旅行, 到自行车道上的山地车或长途骑
行, 探索布雷巴纳山谷区域一系列令人回味的山脉, 
探访那些作为理想目的地的孤立村庄, 体验极限运动带来
的快感: 这一切全部为想要获得刺激和激动情绪的度假者
而准备。

山峰的魅力和山中旅店的美食
对于远足爱好者, 布雷巴纳山谷为他们准备了各种难度的
旅行路线。经典路线之一: 沿着贝克峰攀登路线, 最后抵
达卡尔维兄弟山中旅店。在这里, 您可以获得短暂但富有
挑战性的铁拉索刺激体验。另一条充满魅力的路线: 
从卡罗纳所在的阿嘉山出发, 前往隆哥山中旅店。
这条路线需要旅行者攀爬坡道, 登上齐格拉峰。
在抵达山口之前, 进入常年积雪的宽阔沟壑, 沿着坡道和
山道, 最终抵达山脊区域。
前往阿嘉山时, 请务必留意板岩上的通道。在这里, 经验
丰富的山峰徒步旅行者可以沿着山脊向西的下坡路, 首先
抵达魔鬼湖 (Lago del Diavolo), 而后再返回山中旅店。
最受徒步旅行者欢迎的山峰之一: 地处贝加莫、桑得里奥
和莱科省交界处的三先生峰。
登上这座边境山峰, 需要沿着科斯塔-瓦尔托塔小村庄的
小路抵达格罗比亚山谷, 而后前往格拉西山中旅店。
__

双子湖和贝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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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齐格拉山口

下图
科纳尔巴悬崖

--- 5个探索主题 
1. 大自然 
“奇迹洞穴”位于佐涅镇, 是一个已形成很久的隧
道: 这个美妙的洞穴内设置有多条不规则的环
路。内部最引人注目的区域是在巨大空间内延伸
的“迷宫” (Büs de la Marta), 高高的拱顶满是各
类天然的石灰石装饰。

2. 历史 
在瓦尔托塔, 您可以沿着斯塔比纳古矿坑内的路
径游览。跨过波尔加桥后, 即可进入这条路线。
在小镇中, 您可以先去参观几座老磨坊和修复的
木锤, 然后游览一座人种学博物馆。

3. 文化 
圣佩雷格里诺温泉镇是“自由主义女王”。
值得参观的景点包括: 矗立在温泉大道旁的温泉
浴场, 门廊下的饮品坊, 、Grand Hotel酒店、矿

泉水灌装工厂、赌场和市政厅。

4. 儿童 
阿尔雷奇诺之家是一座位于奥内塔
(由位于塔雷乔山谷入口处的圣乔瓦尼.比安科小
城管辖的一座中世纪小镇) 小镇内的建筑。
对于小朋友们, 他们可以前往位于詹巴拉山口和
普利托山顶的两座冒险乐园。

5. 美食和美酒 
Formai de Mut、Branzi、Stracchino Taleggio和
蓝色的Strachitunt：即使是最挑剔的美食家也会
喜欢这些奶酪。您还可以品尝山羊奶酪、意大利
乳清干酪和阿格里奶酪。

路线1 
贝加莫 
布雷巴纳山谷: 
亲身获得山区体验

专为喜欢垂直攀爬的人士而准备 
布雷巴纳山谷区域内存在诸多可以攀爬的峭壁。
在登山者心中最出名的绝壁, 当属占据在塞里纳
山谷的法雷西亚.科纳尔巴悬崖: 登山者可以在这
里练习“自由攀登”。而白角悬崖上则设置有超过
132条路线, 只有少数路线的坡度小于6°。
在名为“众神巨石”的石壁上,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攀岩爱好者可以用激动人心的长度来测试自己。
平角峰的岩石也是美丽而且具有挑战性的攀登选
项: 山峰矗立在一片安静的区域, 共设置有十五条
上坡路线; 频临的“克尔纳奇门”峭壁则设置有大
约60条设施完的路线。这两座天然的“健身房”距
离隆柯贝罗仅需步行20分钟。
相反, 对于巨石爱好者而言, 他们的参考标杆位于
丰德拉村庄之后开放的区域: 这里有超过60块可
以攀登的巨石。在此区域内, 还有另外两处令人
产生兴趣的悬崖:  位于蓬特.卡纳利小镇附近, 
名为“Fiume”和新的“Bosco”。

探索帕利纳山谷
其中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旅程, 将穿越自然环境极
为原始的帕利纳山谷。旅行者们将从圣.佩雷格里
诺温泉镇出发, 登上斯卡尔维诺平原。
由于存在垂直的通道和成片的卵石, 开始这场真
正的冒险需要体力储备和高超的技巧, 建议步
行。建议与其他的骑行者一起进入这条路线: 
这是因为许多地区没有信号覆盖, 您一个人完全
处于被隔绝的状态。
从佐涅到布雷巴纳广场的自行车/步行道拥有触
手可及的安静氛围。沿着老铁道, 探索布雷巴纳
山谷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邂逅”奥内塔或科尔
内罗.塔索等景色迷人的村庄。

在天空和水之间迸发的肾上腺素
从甘达-迪-塞尔维诺区域出发步行数分钟, 
即可抵达滑翔翼和双座滑翔机的起飞区。
而在圣-佩雷格里诺温泉镇, 您可以在镇中心的布
雷博水域尝试独木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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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 依马涅山谷：
一处待您发现的宝藏 
-----  路线2 

一条仍拥有绝美自然环境的小山谷, 是骑马、
徒步旅行或骑山地自行车的理想目的地, 
非常适合放松和享受美食。

雷赛格内山 - 贝加莫一侧的山坡
攀登雷赛格内山有两条路线: 大众的攀登选择
位于布鲁玛诺, 当然您也可以从福尔皮亚诺开
始, 在两个半小时左右即可抵达阿佐尼山中旅
店。想要远足数天的探险者可以沿着高海拔地
区的路线, 穿过占据依马涅山谷的高山峡谷。
从毗邻佩尔图斯和贝加莫一侧雷赛格内的山隆
科拉出发, 抵达祖克.瓦尔波纳、吟唱圣母圣像
(Madonna dei Canti) 和三棵山毛榉 (Tre 
Faggi) 后, 沿着下坡路从贝尔贝诺前往克拉内
佐。

骑马远足 
探索这条山谷内美景的最佳方式: 沿着小径和
骡马道开始一次骑马远足旅行。
在依马涅山谷内，事实上有多座组织一日游或
多日游活动的农舍和马厩, 您亦可沿着适合徒
步旅行的小径骑马漫游远足。
一些旅游机构还为您准备了骑马课程。

探索洞穴
依马涅山谷是贝加莫一座真正的“女王级”悬
崖。众多的山脉规模各异。
当地的洞穴学组织参观的景点包括: 位于圣.奥
姆博诺温泉镇的阿达山谷洞穴, 历史最为悠久, 
位于乌比亚莱-克拉内佐的“Büs di Cornei”, 
以及位于罗塔-依马涅的波拉奇古墓葬群。
后者的范围蜿蜒四公里, 被认为是一处史前的
礼拜场所。

--- 5个探索主题

1. 文化 
阿诺斯托小镇值得一游。
这一探索阿尔卑斯山余脉居民生活的旅程, 
亦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来完成: 博物馆内藏农
民、育种者、工匠曾使用的工具。

2. 艺术 
地处山谷悬崖上的科尔纳布萨圣母圣殿开凿
于一座用天然洞穴内, 位于一片不透水且宁静
的区域。

3. 传统 
希尔维 (Sivlì) 是一种传统的三孔短笛, 这一特
色乐器由当地的木工制作而成。

4. 购物 
在圣托梅教堂 (位于阿尔梅诺圣巴尔托洛梅
奥) 前的广场, 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天都会设立
农产品集市, 您可以在那里购买纯正的特产。

5. 活动 
“Imagna Longa”于每年9月举行的一条美食
和葡萄酒之旅活动, 您藉此可以探索典型的山
谷产品和菜肴。

这座天然的小宝石在今天仍然保留了山地生活的精神和餐桌上的美味

__
三棵山毛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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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 斯卡尔维山谷:
享受自然与宁静
-----  路线3 

适合所有人徒步旅行的德佐悬崖 
德佐河畔历史悠久马拉古道地处垂直的岩壁和
深邃的峡谷之间, 是一条适合所有人开展徒步
旅行的道路。这条非常安全的旅游线路长约2
公里, 沿着开凿于河流上方80米的悬崖古道游
览。这条小路通向另一景点: 石灰华瀑布。
另一条充满魅力的旅程从斯齐尔帕里奥小镇开
始, 通往位于博涅维索山和托尔内洛峰之间的
沃尔山谷。

鞍座上的冒险旅程风景优美的景点，
未受破坏的大自然, 高海拔的天然湖泊以及蓝
色和绿色的色调。
这些都是骑山地自行车旅行时最棒的享受。
尝试一条位于山谷内的环线: 从斯齐尔帕里奥
小镇出发, 前往维维奥内, 登上加托山口, 
抵达委内罗克罗小湖, 走完32公里的路程后再
次返回起点。
另一条鞍座上的远足旅行: 从科莱尔出发并抵
达格兰诺大坝, 而后再次返回起点。
路线总耗时约4小时, 总长34公里。最后的推
荐: 从斯齐尔帕里奥到坎皮奥内山中旅店和坎
佩里小湖, 最后返回起点。路线总长29公里。

攀爬岩壁 在科莱雷, 
您可以亲自攀登贝林格里岩壁, 虽然距离不长
但极具挑战性; 而位于卡斯特罗区域的瓦洛内
悬崖需要更专业的技巧和攀爬水平, 因此您需
要提前健身。最后沃尔瀑布: 在冬季期间, 这里
成为一座天然“健身房”和登山者的热门目的
地。

--- 5个探索主题 
1. 文化 
斯齐尔帕里奥人种志博物馆将引领您参观并探
索山脉的奥秘。

2. 历史 
在埠埃乔结束轻松的步行后, 您仍然可以看到
1923年格雷诺大坝崩塌后的残迹。

3. 美酒和美食 
在韦尔米诺莱的韦尔马焦雷区域，
名为“Latteria Sociale Montana”，生产著名
Formaggella奶酪的奶制品坊值得一游。

4. 自然 
参观格雷诺阿尔卑斯山植物园, 了解该地区的
树木精华, 体验轻松的一天。

5. 体育活动 
在德佐水域, 您可以钓到淡水鳟鱼、虹鳟鱼和
红点鲑。

山谷中由翠绿色的松树林, 以及围绕斯齐尔帕里奥小镇的白云石山峰
构成的景色将彻底将您征服。对于那些热爱大自然, 想要拜托困扰的
探险者来说, 这是一处理想的目的地

__
斯卡尔维山谷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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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
赛利亚那山谷
和普雷索拉纳
-----  路线4
赛利亚那山谷的周边全部都是可以
亲身体验徒步旅行、山地自行车或
骑四轮摩托车等越野旅行体验的山
脉

在牧场和高山上如“钻石”一般的小湖泊
之间, 共有一千多公里的路径等待您开展
一日游活动。
您也可以在普雷索拉纳 (群山的真正“女
皇”) 山区内追随“奥罗比耶小径”, 
在数座宿营地内停留。
赛利亚那山谷是亲身体验肾上腺素迸发, 
开展放松和文化远足度假的理想目的地, 
也是下坡练习、攀登悬崖或在真正迷人
的自然环境中开展峡谷探险的理想场
所。

全景
赛利亚那山谷准备了诸多简单且适合家
庭出行的游览活动。
其中, 一个小时步行到巴依塔.卡西内利
山中旅店, 在那里您可以欣赏到普雷索拉
纳巨峰, 俯瞰下方山谷的壮丽全景。
从山谷出发, 可以前往柯尔特峰山中旅
店: 隐匿在茂密的松林中, 白云石石壁是
其“皇冠”, 即便是小孩也会玩得开心。
从山中旅店进入“蝴蝶小径”, 沿途的告示
板上罗列了本地的自然特色。
对于喜欢更激进徒步旅行的人士, 可以在
位于詹布拉丘陵的格雷姆峰上的一条美
丽小径徒步3小时: 从詹布拉关口出发，
行走于山顶之上。
沿着这条小径, 还有一条通往格雷姆峰山
中旅店的分支路线。另一条漫长但十分

__

可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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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4 
贝加莫赛利亚那山谷和普雷索拉纳

有趣的远足线路位于维索罗山。
4小时的旅程中, 您可欣赏赛利亚那山谷、普雷索
拉纳巨峰和克尔泽内峰的景色。

山路和悬崖攀登
阿尔本山的山中道路仅适合有经验且身体状况良
好的人士, 还为登山者奉上位于尖顶和岩石石壁
之间的原始景观。
赛利亚那山谷为想要攀岩的游客提供无数的机
会。登山者最常去的景点包括奥诺雷悬崖、位于
卡斯迪奥内-普雷索拉纳的拉塔纳悬崖、阿尔比
诺的瓦尔瓜悬崖、阿维亚蒂科的柯尔纳杰拉悬崖
和位于甘迪诺丰塔纳区域的悬崖。

鞍座上的刺激
在格罗莫山地, 下坡道爱好者可以挑战各种难度
的斜坡。在这里, 自行车公园为您准备了让肾上
腺素迸发的小径: 难度递增, 分别适合初学者和专
家级选手。
自行车公园提供设备租赁服务, 让您体验下坡道
体验。而“塞尔维诺之旅”是一条总长约25公里的
往返旅程, 骑着山地自行车即可游览不同的地
形。您还可以尝试赛利亚那山谷自行车道: 
总长55公里, 分为两段。
第一段落差很小, 从塞里奥.达.克鲁索内延伸至阿
尔比诺。第二阶路程更具挑战性。
从塞尔维诺到瓦尔邦迪奥内的自行车探险之旅分
为三段: 分别穿过克鲁索内、洛韦雷、斯齐尔帕
里奥, 最后抵达位于奥罗比耶公园内的瓦尔邦迪
奥内。

在水中和空中体验肾上腺素迸发的感觉: 在距离
瓦尔邦迪奥内仅数公里的福梅内罗小镇, 有一条
适合练习独木舟漂流的美丽峡谷。
在大自然雕琢的20米深的水道中体验俯冲、潜水 
(可重复) 、无落差漂游和简易木筏, 让这次水上
探险成为您一生中难忘的体验。
喜欢“飞翔”的人, 可以前往法诺山、阿雷拉山、
甘达、布鲁姆山和斯卡帕纳: 它们均是滑翔伞的

绝佳起飞点。
甘迪诺、阿维亚蒂科和罗韦塔的滑翔伞学校为初
学者 (双座) 和专家级选手提供飞翔课程。

--- 5个探索主题
1. 艺术  
专为玛丽安圣殿修建的道路将引领游客探索诸多
宗教建筑, 包括位于内布罗的祖卡雷洛圣母圣
殿、位于阿尔比诺的奇迹圣母圣殿以及分别位于
阿尔德西奥和切内的两座恩宠圣母圣殿。

2. 历史  
已被列入“意大利最美小镇”名录的格罗莫值得一
探。小镇矗立在岩石岬角上, 周围被绿地和冷杉
林环绕, 因铁矿、银矿和冷兵器的兵工厂而被称
为“小托莱多”。

3. 冒险  
克鲁索内松林冒险乐园绿树环绕, 是全家人度过
欢乐时光的一处理想目的地。
公园内设置有5条落差2-15米的路线, 沿着这条路
线可以非常安全的通行, 而后搭乘滑索进入空中, 
在悬浮桥上行走。

4. 越野  
在博拉山的特尔门平原, 可以参与四人览。
漫长的旅程始于塞里亚纳山谷: 穿过树林、
小径、骡马道和浅溪流, 探索贝加莫山谷的同时, 
路过奥罗比耶公园、普雷索拉纳巨峰和伊赛奥湖
的北端。

5. 自然  
在每年6月至10月期间举办的5个年度参观开放日
期间, 切勿错过塞里奥瀑布那激动人心的徒步旅
程。从瓦尔邦迪奥内出发, 步行前往安东尼奥.库
洛所在的方向, 即可路过欣赏300米高瀑布美景的
最佳观察点。

在一边
卡西内利高山放牧小屋, 赛利亚那山谷  

下图
甘巴圣母圣殿, 阿尔比诺 



贝加莫 
三颗天然珍宝: 韦尔托瓦山谷、
塞多尼亚山谷和圣古涅山谷
-----  路线5

这三条位于赛利亚那山谷一侧的小山谷, 
大自然未受污染, 丰富的激流、小溪、瀑布和
小湖泊非常适合全家人放松散步

斯比格雷湖徒步旅行 
这条景色秀丽的线路适合短途旅行: 
从特雷兹.阿尔迪区域出发, 两个半小时
(单程) 即可探索小山谷并抵达斯比格雷湖。
经过圣卡洛礼拜堂后, 穿过茂密的树林和植被
到达一座大型牧场, 在那里可以欣赏至高无上
的阿弗特山。在通往池塘的最后一段路线, 
您还会穿过另一片美丽的森林。

韦尔托瓦山谷中清澈的水流
这条与大自然接触的道路通往泰斯塔露营地:  
蜿蜒穿过清澈无比的水路, 巨大的坑洼以及郁
郁葱葱的原始植被。
从韦尔托瓦开始徒步旅行, 您将沿着溪流旁的
骡马道前行, 先后路过格鲁山谷的瀑布和梅乐
尔的草地。继续沿这条小路行进, 经过一个壮
丽的峡谷, 然后登上位于普拉达乔山上的泰斯
塔露营地。

岩石“金字塔”和圣古涅山谷山谷的草地
穿越圣古涅山谷抵达的格兰帕切山中旅店, 
是这条远足路线上一处美丽的目的地。
从阿维亚斯科水力发电站出发, 步行一小时即
可抵达树林、鲜花遍布的草地、牧场、池塘和
小瀑布。
沿着这条小路, 时常可以看到狍子和白鼬。

--- 5个探索主题

1. 历史 
阿尔塔雷巨石是塞多尼亚山谷悠久历史的见
证之一, 可以追溯至耶稣诞生后的大约数个世
纪。

2. 艺术  
风景如画的小镇甘德利诺地处塞多尼亚山谷，
拥有宁静的氛围，您可以在那里参观圣马蒂诺
教堂内的地下室。

3. 体育活动/1 
在韦尔托瓦山谷、塞多尼亚山谷和圣古涅山谷
中，您可以骑马或骑山地车漫游。

4. 体育活动/2 
在韦尔托瓦溪流中, 您可以钓鱼。
但要注意, 因为有些部分已被列为保护区。

5. 民俗活动 
重温古老的工艺品、美食和美酒等景点产
品：“我们的本土风味”活动是您在韦尔托瓦探
索流行传统的绝佳机会。

远离壮丽的旅游线路但同时靠近赛利亚那山谷: 还有三条小山谷让您
体验远足或骑山地自行车旅行

__
格鲁山谷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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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
在大自然与古矿坑之
间: 特隆比亚山谷
-----  路线6
一场发掘自然宝藏, 游览遍布山中旅店的特隆比
亚山谷、古里埃默和曼尼瓦山峰小径, 以及佐内
森林的探索之旅

对于所有远足爱好者来说，特隆比亚山谷周边的山峰和山
中旅店始终散发着魅力。
沿着70余条路线, 体验疲惫的“面包”腿，欣赏阿达梅洛到
罗萨山脉那不寻常的美景，给人留下可以用双手触摸阿尔
卑斯山的幻觉。

古里埃默的小径
想要在特隆比亚山谷内散步的游人, 必须前往布雷西亚的
远足胜地: 古里埃默来丈量自己的能力。
诸多的小径都是从地处山坡的村庄出发前往山顶。
最引人入胜的出发点之一位于佐内: 在那里, 您还可以参
观被誉为“仙女烟囱”, 因水流的千年侵蚀而形成的
“金字塔”巨岩阵。
这些令人惊叹的“雕塑”隐匿于自然保护区中。
平缓的首段上坡路线, 到后来更具挑战的路段蜿蜒地顺着 
瓦尔布雷思小溪延伸, 沿途可以参观阿尔米奇圣母小教
堂, 并在步行2小时30分后到达目的地。
返回时, 您可以沿着通往帕尔玛鲁索和卡森提加高山牧场
的路径, 穿过“地精森林”。

__

侵蚀区域“金字塔”自然保护区 

18



20 21

左图_ 
特隆比亚山谷的登山者  

下图 
巴雷莫内, 俯瞰伊德罗湖景色

--- 5个探索主题
1. 历史  
参观古老的矿山, 即可重温特隆比亚山谷内重要的
采矿历史。第一座矿上位于圣.阿罗西奥 (山谷区域
面积最大的一座), 第二座“马尔佐利矿山”位于佩扎
泽, 为游客组织矿车参观活动。在这里, 您还可以
参观“矿工世界和铁器艺术”博物馆。

2. 艺术  
在特隆比亚山谷区域的加尔多内小镇上, 
矗立着一座圣母天使修道院。
建筑群包括圣母天使教堂, 于1947年被列入国家
古迹名录。

3. 文化  
位于同一地点的武器博物馆也值得参观。
博物馆内藏武器和盔甲以及诸多可以追溯至公元
十六世纪的火器。 

博物馆内是只有一片巨大的教学区域, 展示模
型、视频和制造技术的历史。

4. 适合家庭的体育活动  
一条沿着梅拉河畔, 适合家庭轻松骑行的自行车
道: 车道在河流两岸交替, 游客可以沿途参观古罗
马引水渠、格里森地庄园的公园、卡尔克雷石灰
坊古迹和萨雷佐锤式机械博物馆, 最后抵达范德
诺山谷的谷底。

5. 美食和美酒  
沿着伦巴第丘陵葡萄酒大道, 探索已获得原产地
名称控制认证（DOC）的Botticino和Capriano 
del Colle 两款本土酿造的葡萄酒。
行程的起点位于布雷西亚城堡的普斯特拉葡萄园 
(欧洲最大的城市葡萄园) 。

路线6
布雷西亚
在大自然与古矿坑之间: 
特隆比亚山谷

欣赏完此处由艺术家路易吉.扎蒂制作的45尊木
制雕像和散布在森林中的虚构人物后, 回到起
点。

特隆比亚山谷的“戒指”
一条可以步行或骑山地车漫游, 可以穿越山谷内
整片山脊区域的全景小径名为“ANELLO DELLA 
VAL TROMPIA” (特隆比亚山谷的“戒指”) 。
路线总长130公里, 具有挑战性的5个路段均隐匿
在极具魅力自然环境中。
我们从马尔切诺或隆德里诺出发, 经过沛泽达、
波尔托雷和赛特-科罗切特三个山口后, 抵达圣泽
诺丘陵, 而后一路下坡前往彭托涅。

水中小径
伊尔玛地区位于阿里奥山的山坡上, 其特色体现
在地下含水层和泉水构成的丰富天然水源。
在这里, 您和小不点儿们可以轻松地步行: 
沿着主题水道, “邂逅”自然水源并穿越云杉森林
和潮湿的环境, 依托信息面板, 穿过教学路线后抵
达最后一处交互式站点。
您亦可以沿着远足小径继续散步, 谨慎地靠近令
人印象深刻, 落差约50米的卡尔德拉瀑布。

起起落落, 但总是在马鞍上的刺激 
对于喜欢散步, 尤其是喜欢骑自行车探险的人来
说, 曼尼瓦山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
作为诸多为自有骑行人士设置的环形小径上的通
行点, 曼尼瓦山的上下坡路段将为其赋予美丽的
风景和强烈的刺激。
体验山地自行车的另一条路线: 从曼尼瓦首先前
往安福的巴雷莫内区域, 通过贝尔加山口后进入

一条需要极高技巧的下坡路线, 抵达蓬特-迪-罗曼
泰拉之前需要穿过同名溪流。
想要感受肾上腺素爆棚的人, 请从沛泽达出发, 
沿着下坡路穿过树林和草地。
在这里, 运行中的升降设施可以帮助您游览自行车
公园并登上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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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 自然、
品味和传统: 萨比亚山谷 
-----  路线7

萨比亚山谷是一处待您发现的真正放松天堂: 
您需要穿过奇耶塞河, 沐浴在橡树和栗树林形成
的鲜嫩绿色色调环绕的伊德罗湖畔, 探索制作著
名奶酪巴格斯 (Bagoss) 的高山牧场。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程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营房、战壕和堡垒之间的徒
步旅行道路上开展一次多日的历史回顾之旅: 
例如北卡法罗古道, 自然是这里的主角, 不时可以
看到鹿、狍子和土拨鼠; 对于喜欢一日游挑战的
人来说, 可以从贾维尔开始步行4小时, 路过蒂
塔.塞奇山中旅店、瓦卡湖后沿上坡路抵达科尔诺
内-迪-布鲁默内。
在萨比亚山谷, 家庭远足活动也不会缺席。
非常有趣且备受赞扬的路线: 从塔萨拉山中旅店
出发, 登上弗雷洛内山。
山谷中的小径可以骑马履行, 或是从山中旅店出
发, 骑山地自行车游览。
对于喜欢攀岩的人, 他们的参考点位于科尔诺
内.迪.布鲁默内。

穿梭在中世纪和传统之间的四个路段
游览萨比亚山谷时, 决不可错过巴戈利诺: 这里因
狂欢节以及得名于此的巴格斯奶酪而出名。
沿着名为“Piastroi”的步道漫步, 体验中世纪气氛, 
或是走入中心地带通行受阻, 蜿蜒在民居周边的
狭窄街道, 欣赏非常重要的装饰和建筑元素, 
例如小天台、地下通道、锻铁栅栏、拱廊、阳台
和壁画, 获得真正独一无二的体验。
小镇的教堂内保存着由提香和丁托雷托等伟大画
家创作的作品。
因此, 这是一条拥有重要文化遗产的山谷。
其他值得一游的景点还包括安福要塞-欧洲最宏
伟军事堡垒中的一座拿破仑要塞。

--- 5个探索主题
1. 考古学  
加瓦尔多考古学博物馆的藏品展现了萨比亚山
谷文明的演变。博物馆的展厅内还陈列着一具
熊的骨架。

2. 艺术
位于萨比奥-奇耶塞小镇的悬崖圣母圣殿：
一座古老的要塞变成了礼拜堂, 与两座教堂叠
加在一起。进入圣殿内部, 还可以参观乡村文
明博物馆。

3. 冒险
在名为“Fucine di Casto”的公园内, 您可以尝
试攀爬岩壁，或沿着峡谷、拉索吊桥、松驰索
和拉链索之间的冒险小径漫游。
公园还为孩子们设置了一片专属区。

4. 美食和美酒
烤肉串是萨比亚山谷的美食之王, 而担任“大
使”的则是山谷特产: Bagoss和Formaggella奶
酪。值得品尝的美味还包括“Dos”萨拉米香肠, 
玫瑰蛋糕和苦糖。

5. 购物
奶制品坊是购买特色产品并探索萨比亚山谷优
质奶酪的制作工艺理想地点。

从入住山中旅店的多日徒步行程到短途旅行，所有人都可以欣赏位于
谷底的伊德罗湖的美丽景色

__
瓦卡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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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
历史悠久的山
峰: 卡莫尼卡山
谷区域 
-----  路线8
这些山峰守护着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 您可以在度假的同时与大
自然亲密接触，享受包括登山、散步
和骑自行车在内的各种运动

游览和探险
卡莫尼卡山谷内的平原面积十分宽广, 
一直延伸至阿尔卑山脉中部。
横渡阿达梅洛群山占据的奥利奥河后, 
即可欣赏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史前岩画艺
术, 也是意大利首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
参观这些不乏湖泊、山脉、自然公园和
无边无际景观的地点, 意味着将开始一场
从中石器时代到现代, 穿梭万年的旅程。

马尔加山谷内的五座山中旅店之旅
 从马尔加山谷的古阿特桥上，有一条美
丽的行程可以让徒步旅行者穿越山谷，
探索五座热情迎宾的山中旅店：Val 

__
远足旅行者欣赏阿达梅洛群山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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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ga、Premassone、Tonolini、Baitone和
Gnutti。从普雷马索内的一条登山线路开始，前
往阿达梅洛群山的顶峰。这是一条位于马尔加山
谷内的徒步旅行路线, 您需要在Gnutti和Baitone
山中旅店之间的4小时步行路段保持谨慎。
想要体验多日游的人士, 可以沿着Alta Via 
dell'Adamello (路段1) 行进。
穿过这条灿烂的路线, 需要穿戴登山装备和极好的
体力, 个别路段虽设施齐备 (固定绳索, 梯子等) 
但非常危险。连接布雷诺和埃多罗的路径, 仅可由
专业登山者或在登山向导的陪伴下进行挑战。
在每段路上, 您可以进行短距-中距远足后在山中
旅店休息。由于有通道和谷底连接, 因此您仍可享
受一日游。

三日冰川游 
在阿达梅洛群山中, 您还可以体验前往冰川的艰苦
跋涉路线。
雪景平原是徒步旅行者们渴望的成就, 因为您可以
在晴朗的日子里欣赏远眺至罗萨山的壮丽全景。
登山爱好者可以前往花田小径: 这条拥有令人难以
置信的全景观光点的线路配备有铁拉索, 适合装备
齐全的专业徒步旅行者。

奥利奥自行车道 
从较平坦的线路，到大攀登或沿着小径和陡峭的
铺装下坡路: 骑行探索卡莫尼卡山谷将是另一番景
象。从多纳雷山口出发的自行车道连接着奥利奥
河畔总长280公里的小径。
骑行者将穿过山谷的各种景观, 而后到达伊塞奥湖
岸边和法哥第区域的葡萄园。
对于山地自行车爱好者而言, 阿达梅洛自行车竞技
场位于卡莫尼卡山谷和索莱山谷之间, 总长500公
里的路线将带领骑手们穿越斯特尔维奥和阿达梅
洛两座自然公园。
位于多纳雷山口区域还设置有多条俯冲和自由骑
行线路。

比耶诺：意大利最美丽小镇之一
比耶诺已被列入意大利最美小镇名录，为游客提

--- 5个探索主题

1. 艺术
值得参观的景点还包括: 位于卡坡-迪-蓬特的圣
西罗教区教堂和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 (卡莫尼卡
山谷罗马时代见证), 以及苦路圣殿 (位于切尔维
诺教堂旁) 和圣山。

2. 历史
卡莫尼卡山谷亦被称为“岩画山谷”, 蕴藏着规模
庞大的岩石雕刻遗产。值得参观的景点: 卡
坡.迪.蓬特纳夸内国家公园和MUPRE-国立卡莫
纳事前历史博物馆。其他的几座岩画公园分别位
于达尔福-博阿里奥温泉镇、切托、秦伯尔格、
帕斯帕尔多、塞雷罗、松奇诺和奥西莫。

3. 体育活动 
卡莫尼卡山谷是夏季和冬季活跃假期的代名词：
位于木桥镇-多纳雷、博尔诺、冠军山和阿普里
卡山口之间的区域为您准备了诸多可参与的活动, 
包括徒步旅行、山地车骑行、公路自行车旅游、
登山、滑雪、单板滑雪、雪地屐探险等等。

4. 美酒和美食
山谷区域的乳制品值得美食家们的关注: 尤其是
用阿达梅洛金山羊的鲜羊奶熏制而成的奶
酪“FATULÌ” (慢食保卫者)。除此之外, 您还可以
在萨维奥雷山谷的山中旅店品尝美食以及鲜牛奶
制成的DOP认证希尔特高山牧场奶酪。

5. 活动  
每年6月, 卡莫尼卡山谷山区城镇 - 阿达梅洛公
园将组织高山自然可持续发展博览会。千万不要
错过比耶诺的集市展: 届时将有来自意大利各地
的200多家参展商和卡莫纳传统典型菜肴的美食
展台在这场盛会中亮相。
最后要提到的是专为文化遗产举办的“DEL BENE 
E DEL BELLO”民俗节。

供重温中世纪氛围的机会。穿过小镇的街道, 
可以观察到独特的塔楼和高贵的宫殿。
参观收藏有巨大水锤的铁匠博物馆、磨坊
(由水力运转) 和附属的乡村生活博物馆。
千万不要错过圣母升天教堂：教堂内保存着罗玛
尼诺（伦巴第画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本土画
家彼得罗.达.切莫及其画坊艺术家绘制的精美壁
画。

路线8
布雷西亚
历史悠久的山峰: 
卡莫尼卡山谷区域

左图_ 
塞洛蒂湖  

下图 
贾维亚山口北部的斯福尔泽里纳冰川



布雷西亚 康卡雷纳、贾维亚
和莫尔蒂洛罗: 徒步和骑自
行车探险 
-----  路线9

新保护区“卡姆纳多洛米蒂山区跨城本土景点
公园”内隐藏着原始而人迹罕至的景观, 
如康卡雷纳群山即是一处非常适合那些寻找特
殊刺激, 不满足于休闲游览的登山者或徒步旅
行者。陡峭而宏伟的景色和仿佛与世界脱离, 
主宰着如迷宫般的, 最终与魔杖峰相接的山
嘴、山鼻、山脊蜿蜒曲线。
环意自行车赛的传奇关口 (包括莫尔蒂洛罗和
贾维亚) 让卡莫尼卡山谷的旅游环境更为完
善。

越过树林, 冒险开始: 
可以俯瞰树林, 无穷无尽的垂直岩壁, 无法通行
的沟渠, 高耸的岩石和塔楼构成的场景使其成
为一条真正的迷宫。
攀登康卡雷纳魔杖峰正是如此: 人迹罕至的短
途旅程耗时4个半小时且非常艰苦, 需要参与者
已具备高海拔地区所需的体能和经验。
康卡雷纳令人着迷且神秘感十足, 即使在今天, 
仍存在数个未被探索的区域, 甚至在地图上都
没有标记。

短途旅行和惊心动魄的攀登 
最简单的路径包括: 瓦拉德加山谷内的2个半小
时徒步旅行（不包括最后一段); 从莫尔蒂洛罗
出发, 步行数小时抵达帕加诺山, 以及继续步行
3小时, 抵达位于莫诺的塞洛蒂湖, 沿途地形陡
峭, 需要特别小型。
而那些倾向于高挑战、高海拔和多日远足的人
群, 可以尝试从卡塞.迪.维索小村庄出发, 穿过
骡马道、一次世界大战小径和山中旅店, 最后
抵达斯福尔泽里纳冰川。

--- 5个探索主题
1. 文化  
参观纳夸内岩画国家公园和MUPRE博物馆, 
追溯卡姆诺人的历史。

2. 美酒和美食  
从奥诺-圣彼得罗、切尔维诺到洛西内，沿着位
于康卡雷纳山脊上的瓦雷里纳古道穿过绿色的
葡萄园、田野、芬芳的草地并参观酒窖。

3. 传统 
奥诺.圣彼得罗小镇在秋季时, 古老的石灰坊将被
重新点燃, 并在接下来的十天举办与古代工艺有
关的活动。

4. 体育活动
骑马探险之旅：探索该地区的自然、艺术和文
化胜景。

5. 钓鱼
喜欢清澈透明的水的游客, 可以在奥利奥河或诸
多的溪流钓鱼。

卡莫尼卡山谷最“狂野”的路段: 从专家徒步旅行者的峡谷到创造环意
自行车赛历史的上坡路发夹弯

__
贾维亚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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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
科莫湖三角区: 
坎佐角
-----  路线10
对于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来说, 这里有迷人的山脉, 
攀登者钟意的古怪巨石岩壁和徒步旅行者热爱的
高海拔湖景线路

科莫湖三角区是阿尔卑斯山脉和和平原之间一座天然“阳
台”。景色迷人的三角区坐落于科莫湖角落, 因作家、诗
人和丰富的历史、艺术和小山村而出名。
您可以在此探索崎岖的岩壁和岩石尖峰, 覆盖着草地的平
缓山丘和穿过树林的河流、溪流和瀑布。

岬角的“攻击”
通往坎佐角的步道是一条经典路线, 沿途会出现三种地形
变化。欲抵达山顶, 您可以选择从坎佐出发的最长路径, 
或者前往奥内达.瓦尔布罗纳的路径。
第三种可能性: 从玛德雷拉山谷出发, 步行2个半小时穿过
一片森林, 抵达SEV山中旅店下方的的高原, 欣赏壮丽的
全景。想要探索科莫湖三角区大自然“浮雕”的徒步爱好
者, 可以沿着朵儿萨雷旅行。
沿着马车道、乡村道路、森林小径和平坦的小路上开展
一次为期2天, 总长30公里的旅程: 所有这些路段都不存

__
从西角俯瞰科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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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探索主题

1. 艺术
在科尔尼佐洛的绿色山坡上，您可以参观圣彼得
山峰修道院 (一座罗马式建筑群), 此处距离齐瓦特
人居区需要步行约1小时。这座建筑群是科马奇纳
最伟大的古罗马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一, 由圣彼得十
字堂和圣本笃礼拜堂构成。

2. 运动
借助双座滑翔翼翱翔于山脉和湖泊之间。
滑翔伞学校位于科尔尼佐洛山脚下的苏埃洛小
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即可便捷地抵达这里。
学校的飞行大师们已为所有想要体验高空俯瞰世
界的人士做好了准备。

3. 历史/1  
自行车骑手和博物馆的守护神-吉萨洛圣母圣殿
值得一游。游客可在博物馆内欣赏与自行车世界

和自行车骑行有关的无数展品。除此之外, 
还可以参观伟大冠军的老式自行车、相关物品、
照片、文件和奖杯。

4. 历史/2  
在Albese con Cassano的一间经过翻修的洗衣房
内, 设立有一座民族志博物馆, 内藏诸多工具和机
器, 包括一个洗衣服的大水池、一座喷泉和公元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消防设备以及与农业活动有关
的材料。

5. 天文学  
由布里安扎天文学家小组管理的索尔马诺天文台
专用于天体测量和摄影, 尤其用于追踪运动路径
与地球轨道相交的小行星。
天文台内展示着一份两百年内接近地球和太阳系
的小行星和彗星名单。

在任何通行困难, 周边的景观十分秀丽。
从布鲁纳特出发, 乘坐来自科莫的缆车, 然后抵达
贝拉吉奥。

在科尔尼佐洛徒步旅行 
徒步旅程中的另一座有趣的高峰名
为“Cornizzolo”, 从名为“Gajum di Canzo”的区域
徒步攀登并沿着“地理路径”行进。
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岔路从“Ceppo 
dell'Angua”开始, 2小时左右即可抵达SEC山中旅
店并从那里继续行走20分钟, 抵达科尔尼佐洛山
的顶峰。前往山峰的其他替代路线: 从拉扎雷
托.迪.坎佐小镇出发 (1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 
或卡雷拉峰出发 (设有障碍物, 阻挡车辆通行)。
从这里继续步行1个半小时。

攀岩者钟意的古怪巨石岩壁
科莫湖三角区的垂直岩壁是登山者
最常去的目的地之一。
虽然这些岩壁并不是很高, 但需要登山经验和技
术, 即使对于那些非攀登新手的人也是如此。
由于存在许多不规则的巨石, 尤其是存在沿冰川
延伸的路径, 让这些山峰成为攀岩者的理想目的
地。对于想要尝试攀岩的人来说, Gajum或Sasso 
d'Erba附近的新Falesia悬崖是一处安静且孤立的
地点, 这一特色尤其体现在冬季。
塔瓦雷科岩壁人迹罕至, 更简单和更苛刻的路线
同时存在。最后要提到的是位于艾尔巴, 行程最
长的“Buco del Piombo”。

索尔马诺和吉萨洛的“墙壁”
在索尔马诺和吉萨洛经典而富有挑战性的上坡路
段, 自行车爱好者可以“测试”自己双腿的力量。
此处设置的行程包括从内索出发的50公里往返路
线: 您将沿着一条具有真正且独特景观的路径行
进。由于和机动车道重合, 因此在骑行时需要特
别谨慎。山地自行车骑行爱好者需要穿过科莫湖

三角区前往布鲁纳特, 而后抵达贝拉吉奥。
在地形各异的越野道路上骑行, “假”的平原和具有
挑战性的短道相互交替。
由于存在巨石的阻碍, 必须步行完成某些路段: 
 因为这是一条沿着狭窄小道和陡峭斜坡的专业路
线。抵达科尔马.迪.索尔马诺之前的路线是另一条
可以享受美景的上坡道路。

路线10
科莫湖三角区：
坎佐角

左图_ 
圣彼得山峰修道院, 齐瓦特 (莱科)  

下图 
科尔尼佐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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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 
圣普利莫山和帕兰佐内峰
-----  路线11

圣普利莫山和帕兰佐内峰 (科莫湖三角区两座
最高的山峰) 上的路径非常适合想要开展徒步
或挑战一日游的人群。
在抵达山景时, 登山的疲劳即被周边秀丽的景
色一扫而光。

在山顶徒步旅行
从索马诺天文台正前方的道路出发, 经过一系
列的起伏路段, 抵达占据在科莫湖三角区的帕
兰佐内峰。返程时, 您可以选择通往波克塔.帕
兰佐内的岔路, 右转前往里耶拉山中旅店, 
在那里停留片刻后, 继续沿着土石路返回科尔
马.迪.索尔马诺。
这一短途旅行适合所有人参与, 步行时间约4小
时。想要登上圣普利莫山顶的人, 最简单的路
径从兰乔平原开始, 路过彭奇韦山、博尔格高
山牧场, 而后沿着宽阔的山脊前往山顶所在的
区域。

山地自行车
此处有数岔路可以抵达圣普利莫山。
沿途风景最美丽的山地车骑行路线包括: 
从布鲁纳特出发的上坡路, 以卡帕纳.马拉/阿
尔巴维拉/阿索为起点, 在帕兰佐内峰和法洛
峰之间延伸的山脊森林小径路网。

--- 5个探索主题

1. 自然/1 
从迪瓦诺平原到巴拉卡峰, 再到阿尔贝托.托尔
诺的植被路径十分有趣。

2. 自然/2  
位于雷扎戈的“Funghi di terra”是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之作, 位于山谷的右侧, 同名溪流亦于
此穿过。

3. 文化  
在菲戈托.拉里奥小镇的帕兰佐区域, 您可以看
到保存在古石屋内的一台古老压榨机。

4. 艺术  
在卡利奥, 您可以穿过村庄的街道, 参观专门为
画家塞加蒂尼举办的永久性户外展览。

5. 美食和美酒
尝试一种用硬面包、牛奶、鸡蛋、糖、晃悠、
苹果或梨、松子和葡萄干制成, 历史非常悠久
的甜点“Miascia”。

在科莫湖三角区的最高峰上，
阿尔卑斯山脉和波河山谷的风景尽览无余

__
帕兰佐内山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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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科
撒西纳山谷和格里尼
亚山
-----  路线12
从适合每个人的一日游, 到攀登格里尼亚山垂直
岩壁, 再到前往山中旅店的壮丽远足路线

穿越森林的道路和适合家庭出行的小径, 或是为想要体验
肾上腺素爆棚的冒险人士准备的土石路: 格里尼亚山区适
合所有人旅游, 只需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技术和经验的
旅程即可。

在天空和湖泊之间徒步旅行 
多条路线均通往北格里尼亚山 (大格里尼亚山) 和南格里
尼亚山 (小格里尼亚山)。一年四季最受欢迎的路线之一: 
从巴里西奥丘陵或帕斯图罗小城向东出发。
向北游览的人可以选择从卡伊纳罗出发, 进入皮安卡弗米
亚山脊上的壮观步道, 或是沿着格朗德古道, 路过伯贾尼
山中旅店后穿过蒙克德诺盆地。
最具挑战的攀登路线朝向西边的比耶蒂山中旅店: 您需要
沿着古兹古道, 或是“Caminetto”小路, 亦或是萨索-卡
波-纳里令人兴奋的铁索行进。

穿行于山中旅店之间
从雷西内力平原出发, 有一条舒适宜人, 适合全家出行的
步行路径: 仅需2个多小时即可抵达位于卡尔蒂涅内的观
景点, 欣赏远至科莫湖、巴罗山、坎佐角的非凡景色。
这是一段欣赏美景但同时充满挑战的旅程, 需要参与者充
分做好准备: 通过3个小时的步行, 从隆齐奥的Maniolo 
del Lario小村庄抵达艾丽莎山中旅店。
从这里出发的一系列小径, 行走2小时均可抵达比耶蒂-布
兹山中旅店。而沿着布克-迪-格里涅古道, 1.5小时、3小
时和3.5小时的步行终点分别位于布里奥斯奇、罗萨尔巴
山中旅店和卡瓦洛巨峰。
__
罗萨尔巴山中旅店，南格里尼亚山

36



38 39

对于钟爱整日步行的游人来说, 沿着山脊延伸
的“Traversata Alta”是征服大格里尼亚山和小格
里尼亚山的理想路径。
在小格里尼亚山上, 可以沿着一条被归类为极高
挑战性的路线攀登, 其起点位于波尔塔山中旅店
后方的雷西内力平原。这段路线步进挑战性极高, 
且最后的攀爬需要登山者穿戴精良的装备。

惊险刺激的悬崖
北格里尼亚的攀岩机会众多, 包括白云石巨岩
(卡瓦洛巨峰的山坡、卡波纳里群峰和埃跟峰)、
小型的岩壁 (令人产生兴趣的普拉达柱峰或尼比
峰), 峭壁 (例如拉雷斯悬崖、卡尔拉诺巨岩、艾
西诺石壁、俗名“Animal House”的悬崖) 以及位
于皮安卡弗米亚山脊上的诸多攀岩点。
矗立在北格里尼亚山东坡上的巴依多陡峰和因特
罗比奥巨岩区域是一座重要的攀登运动中心。
南格里尼亚山是伦巴第登山运动的摇篮。
从莱科出发, 沿着多条路线均可登上圣玛帝诺山: 
登上梅达莱陡峰东南方400米高的石壁, 即可抵达
马拉维多区域。
此处设置有多条所谓的“路线”, 挑战性极高, 
被誉为登山运动的典范路线; 而后是登山者经常
光顾, 沿着从梅达莱石壁向西南方延伸且最终抵
达兰乔区域，高达200米的安蒂梅达莱岩壁。
登山者面临的是位于群山山坡上, 供其大范围选
择的悬崖地带。
其他位于格兰德山谷的悬崖, 需要从巴拉比奥向
雷西内力平原或湖泊的东岸方向攀登。
骑山地自行车游览萨希纳山谷 

山地自行车游览线路的选择多种多样。
从山区牧场环线的朱美洛峰出发, 经过不太具有
挑战性的上坡欣赏湖景, 通过令人愉悦的下坡, 
进入阿尔塔瓦乔环线: 这条路线可以满足各水平
骑手的需求, 他们既可以选择挑战性高的下坡小
径, 也可以进入适合初学者的下坡道。
第三条路线: 一段延伸于帕斯图罗山脉和撒西纳
山谷区域高原内的旅程。

--- 5个探索主题

1. 体育运动  
在贝拉诺和塔切诺小城后方的朱美洛峰上, 在科
莫湖和阿尔卑斯山的迷人环境中, 您可以体验自
由飞行的快感, 已获得意大利航空俱乐部执照且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将带您体验双人滑翔伞运动。 

2. 家庭出行
撒西纳山谷的自行车道位于皮奥维尔纳溪流旁和
整个谷底区域, 将巴尔齐奥和塔切诺连接在一
起。自行车道经过妥善的维护, 全程路况基本平
坦。 

3. 冒险  
参观地球的“内脏”。雷西内力平原矿山地处小格
里尼亚山脚下, 与其所在的平原同名。
矿山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十七世纪, 对于儿童

来说将是一次真正独特的体验。

4. 自然  
在夏天采摘浆果, 秋天欣赏树叶并寻找蘑菇和栗
子......一年四季都能可以探索阿尔卑斯山的动植
物群: 这是一座全年365天均可体验的山峰。

5. 美食和美酒 
品尝当地优质的塔雷乔、罗比奥拉和山羊奶酪，
您也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 或是在山中旅
店中享用。不容错过的甜点包括名为“Sassetti”
、“Pazientini”和“Cabiadini”或“Caviadini”的饼
干，和名为“Scarpinasc”的乡村甜食（采用面
包、牛奶、鸡蛋、葡萄干和杏仁制成）。 

左图 
雷西内力平原上的步道  

上图
撒西纳山谷山地自行车漫游 

路线12
莱科撒西纳山谷和格里
尼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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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科
雷赛格内山和埃尔纳平原 
-----  路线13

这里等待着您欣赏和攀登。
雷赛格内山是阿尔卑斯山脉莱切段的象征，全
家成员和经验不足的徒步旅行者均可在此度过
几日的假期，而且对于登山爱好者来说亦是如
此, 这一切要得益于一系列易于行走的小径和
更具挑战性的土石路段。

城市后方的天然阳台 
雷赛格内山占据的埃尔纳平原是家庭出行和挑
战旅程的理想起点。
沿着“自然小径”, 每个人都可前往斯托帕尼和
蒙泽登山者两座山中旅店。
然而, 更具挑战性是“山脊小径”, 从帕萨塔出发, 
步行四小时才可抵达雷赛格内。

“垂直”攀爬 
上世纪30至40年代以来, 众多的登山者已经对
雷赛格内山的坚固岩石进行了“品鉴”。
西堡峰, 伊丽莎白塔峰, 托雷尖峰和南堡峰设置
有多条绳索长度各异的攀爬行程。
而在雷赛格内和埃尔纳峰 (维尔萨西奥、索普
雷塞板岩和斯托帕尼石壁) 的攀岩运动中心则
设立于斜坡上著名的悬崖处。
是雷赛格内群山内的土石路众所周知且备受赞
赏, 包括从付沃山口出发，连接塞拉达平原
的“Ferrata del Centenario”，登上埃尔纳峰
的“Gamma 1”和雷赛格内山的“Gamma 2”。
这三条攀登路线中, 后两条极具挑战性。

--- 5个探索主题

1. 儿童  
位于埃尔纳平原上，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
多感官路线”值得一探，通过触觉、视觉、听
觉和味觉即可感知大自然。实际上，在这里您
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触摸自然元素, 同时
观察栖息在此处的动物。

2. 缆车  
想要缩短旅程或享受不需要付出太多体力的轻
松一日游，可以乘坐缆车前往埃尔纳平原。 

3. 博物馆  
对于喜欢登山历史的人士，这里设置有两座多
媒体博物馆：莱科登山瞭望台（位于帕乌莱宫
内）和位于雷西内力平原的杰罗萨庄园故居博
物馆。 

4. 文化  
登上另一座“高峰”，即莱科城内的圣-尼克洛
钟楼 (俗称“大铅笔”), 您可以欣赏独特而壮丽
的山脉和城市景观。

5. 传统  
要了解意大利最小乡村的生活, 请停留在莫尔
托罗内这座居民总数不到35人的山村。

在埃尔纳平原, 全家可以尽享山区的放松和娱乐, 而在曼佐尼山的悬崖上, 
则可以体验最极限的攀登

__
雷赛格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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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科
莱涅内、三先
生峰和瓦洛内
山谷 
-----  路线14
莱涅内峰占据的瓦洛内山谷狭窄而
狂野, 似乎是大自然为那些最具挑战
性山脉爱好者而量身定制

瓦洛内激流穿过的这条山谷, 
位于科莫湖地形最崎岖但景色最迷人的
科莫湖东岸。
被莱涅内和小莱涅内山脉“环抱”的这条
狭窄的山谷内, 丰富的植被和动物群构成
了美妙自然环境; 站在山顶上, 即可欣赏
科莫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独特景色。
山谷内的村镇是绝佳的出发点, 您可以沿
着古老的军事道路轻松游览, 穿过牧场和
落叶松森林以及特别美丽的自然角落, 
欣赏壮丽的景色。

漫步于世界大战小径
 沿着蜿蜒贯穿山谷的北方前线, 体验自然
与历史之间的有趣跋涉。
这条路线包含重要的历史遗产, 将引领徒
步旅行者沿着小莱涅内山的山坡地带探
索机枪的固定工事、军事观察站、人行

__
三先生峰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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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探索主题

1. 体育运动  
朱美洛山上的天然平台是一处滑翔伞圣地, 穿过
因多维罗和纳罗区域后即可抵达。

2. 历史  
在德尔维奥后方的马伊区域, 一座可追溯至公元
五至六世纪的防御工事“Castelvedro”虽已倒塌, 
但其遗迹仍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奥雷西亚城堡矗立于悬崖顶端, 其塔楼的建筑结
构目前仍保持完善的状态。

3. 闲暇时光
您可以在瓦洛内河清澈的河水中捕捞鳟鱼。
渔民还可以参与当地协会组织, 为河流物种的再
繁育创造条件的钓鱼比赛。

4. 美酒和美食  
在山中旅店的餐桌上, 您可以品尝到真正的典型
菜肴: 从当地的野味到科莫湖橄榄油调味的精美
牛肝菌。此外, 您可以选择一份美味的玉米粥塔, 
搭配来自高山牧场的美味奶酪。

5. 购物  
普雷马纳的历史始终与铁有关, 这种材料制成的
切割品在全球制造市场备受欢迎, 也让当地居民
积累了众多的财富。进入小镇中的餐具制作坊, 
重新探索工艺的魅力

道、隧道和延伸至整座山北坡的壕沟。
从瓦洛内山谷北部的帕涅纳小镇出发, 前往格里
埃拉山中旅店: 这是另一条适合各年龄段远足客
的路线，耗时约两个半小时。

徒步旅行于山谷的“屋脊”
从普雷马纳出发, 沿着瓦洛内河畔的路段步行约4
小时即可抵达“老奶酪坊”山中旅店, 而后继续步
行, 最终抵达海拔2000米的圣女丽塔山中旅店。
从这里出发的一条设施完善的高难度路线适合脚
力和体力充足的人士, 终点位于皮佐克隘口和三
先生峰。通往德勒古阿乔湖的道路亦始于普雷马
纳。步行2小时和3小时的终点分别位于阿尔佩高
山牧场和德勒古阿乔湖泊。
美丽的苏必利尔湖则需要额外步行30分钟。
从湖畔处出发, 您可以继续前往北峰的山顶, 
欣赏瓦洛内山谷、撒西纳山谷、奥罗比卡山脊、
罗通多峰、三先生峰、特利纳山谷、马西诺山谷
的花岗岩峰、莱涅内山、南美索齐纳山以及作为
背景的罗萨群峰的壮丽景色。

骑车穿越村庄和树林
值得注意的行程是从德尔维奥出发的一条总长为
45公里的环线。
这条路线穿过瓦洛内山谷的多座小镇, 深入森林
后分别抵达帕涅纳和普雷马纳。
后者是最后一段挑战路线的出发点, 通往皮亚佐
丘陵。抵达丘陵后, 开始进入通往撒西纳山谷的
下坡路段, 在穿越塔切诺、贝拉诺后重新返回德
尔维奥。。另一条有趣的路线: 从韦斯特雷诺出
发，沿着德尔维奥发电厂的水库前进, 最终抵达
邦多圣母圣殿。

再次进入骑行旅程, 抵达遍布着大量栗树和蘑菇
的多里奥群山地域, 欣赏维泽和斯帕雷塞区域的
湖景，最终沿着下坡路抵达博萨罗-迪-克里克小
镇。最专业和最大胆的自由骑行者可以从朱美洛
出发前往德尔维奥, 或者进入环境原始的马尔查
山谷，最终抵达罗萨湖。
这些路径包含骑行困难的下坡路段和非常陡峭的
斜坡路段。在上述情况下, 您必须拥有一辆适于
俯冲和可以提供保护的专业自行车。
建议您聘请一位向导, 共同骑着山地车开始本次
旅程。另外而言, 缺乏准备的骑手可以在普雷马
纳租用带有辅助动力的自行车, 然后沿着坎波峰
和普雷马加纳峰方向的路径骑行。

左图 
登山比赛

下图 
立于三先生峰之巅的十字架

路线14
莱科莱涅内、三先生峰和瓦
洛内山谷



特利纳山谷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核
心-马伦科山谷度假 
-----  路线15
一场穿梭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度假之旅: 
在高海拔地区徒步旅行, 抵达冰川所在的静谧地域, 
仿佛能听到群山发出的低沉声音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核心地域度假。
马伦科山谷区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伯尔尼纳山峰直入云霄, 
冰川“讲述”着地球古老的历史, 弥漫着香氛的树林和村庄
被绿色的大自然所包围: 这里是所有喜欢将运动与纯粹放
松时刻结合在一起的游客的理想目的地, 他们在度假期间
可以欣赏山区的风景, 品味文化和美食带来的乐趣。

一座有一座山口
挑战，放松，冒险或宁静。此区域为喜欢在未受污染的
自然环境中漫步和聆听山峰声音的人士设立有多条远足
路线。数量众多的道路并不会导致选择恐惧症。
主宰山谷的巨型岩石和冰川了解如何接待喜欢最平缓攀
登路线的人群, 让他们在欣赏高山湖泊的无限美景的同
时, 体验高山牧场的宁静或在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的山中旅
店中享受经典的氛围。

__
马伦科山谷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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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探索主题
1. 灶石  
意大利语中的“灶石” (OLLARE) 一词衍生自拉丁
语的“OLLA”, 是一种盛油的石锅。
这种石头非常耐火, 能够长时间保存热量, 在古代
几乎只用于制作容器, 如“LAVÈCC”, “STÜIN” (烹
饪炖锅) 和“FÙRÀGN” (用于存放奶酪、黄油或猪
油的石锅) 。

2. 奶酪  
“CASERA”和“SCIMUDIN”两张王牌将山区牧场的
味道带到餐桌上。动物们可以自由地享用数千种
高山绿草, 让牛奶富含精华和香氛, 由其制成的独
特奶酪除了受到特利纳山谷卡塞拉和比托奶酪监
管协会的保护, 亦受到美食家的青睐。

3. 魔术山  
岩石中的城堡: 讲述这一传说的正是位于斯卡利

诺峰的一座堡垒。
堡垒氛围两个部分, 黑色堡垒用于夜间作战，白
色堡垒则与之相反, 分别象征着黑暗与光明之间
的永恒斗争。

4. 攀登坎波.莫罗区域的悬崖  
坎波-莫罗区域的岩壁地处一片广阔而有趣的高
海拔地区, 非常适合各等级和各种形式的攀岩练
习。这里的平均海拔高度约为2000米, 周边环绕
着非凡的高山环境和两座人工湖泊 (坎波.莫罗湖
和杰拉湖)。

5. 百年树木  
这棵树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身体”仍然健康。
事实上, 这是意大利乃至欧洲境内树龄最大的一
颗落叶松，周边被其他超百岁的树木包围, 
共同构成了位于文迪纳山谷中的一片迷人森林。

近距离“触摸”冰川
对于那些不惧怕长途旅行的人来说, 马伦科山谷
北大道是一条不可错过的路线。
这是一条高海拔徒步旅行路线, 总长约110公里, 
共分为8个路段, 您也可以选择在2天或3天内只完
成部分路段。这些值得充分体验的路段, 将引领
徒步旅行者近距离观察山谷内最重要的全景点: 
齐亚雷乔盆地、帕鲁湖、斯切尔申山谷、坎
波-杰拉和坎波-莫罗两座水坝。
在此之后, 决不可错过近距离“触摸”冰川所获得
的快感。要做到这一点, 请先抵达文迪纳峰, 
沿着从杰尔里山中旅店出发的“Vittorio Sella”冰
川路径, 或沿着从比涅米山中旅店出发, 位于雄伟
的费拉里亚山脚下的“Luigi Marson”冰川路径开
始游览。

在自然和文化之间徒步旅行 
得益于普拉贝罗峰上的小径, 马伦科山谷区域的
山脉了解如何为小不点儿们保留惊喜。
这些小径从左依亚和克里斯蒂娜两座山中旅店出
发, 最终抵达坎帕内达小湖。一条稍具挑战性，
但各年龄层的人群均可使用的环路, 将引领他们
探索位于灶石区域的小城镇。
骡马道始于普利莫罗村庄的入口, 穿过壮观的落
叶松林后, 即可欣赏马伦科山谷和斯卡利诺峰的
迷人景色。不容错过的真正自然景观名为“巨人凹
坑”, 由千年的地质运动和百年的水流冲刷形成的
平滑巨岩。您可以沿着从弗兰西亚出发的环路和
科尔莫激流欣赏这一景观。在这里, 徒步旅行者
会发现自己沉浸在稀疏的牧场、云杉、瀑布和溪
流构成的迷人世界中。
而溪流中的法里奥鳟鱼不断跳动, 逆流而上。

高海拔地区的肾上腺素爆棚体验 
穿过拥有众多支流的马雷罗激流: 马伦科山谷以
及连接众多山中旅店的铰接式路网特别受到溪流
练习者的青睐。在科尔莫激流的水冲刷数个世纪
形成的绿色蛇纹巨岩之间尝试俯冲带来的快感。
喜欢骑车并希望欣赏整个山谷壮丽景色的人士, 
可以沿着几乎完全上坡的路径前行, 从齐亚雷乔
前往坎波莫罗。

艺术和文化 
桑德里奥的城市中心于公元十九世纪形成, 
加里波第广场即坐落于此。
城市中矗立着诸多珍贵的文化和建筑遗迹, 例如
塞尔托里宫、其美丽的壁画大厅和马丁内戈宫。
离开城市后, 只需几分钟即可抵达位于花田、巨
石和葡萄园之间的萨塞拉圣母圣殿和格鲁梅洛城
堡。

左图 
帕鲁湖

上图
普利莫罗小镇, 桑德里奥

路线15
特利纳山谷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核心-马
伦科山谷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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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纳山谷 马西诺山谷：
雷蒂亚阿尔卑斯山脉的狂野之心 
-----  路线16

原始的环境, 岩壁的“摇篮”和登山者的热门目
的地: 蒂斯格拉齐亚和巴迪莱群山占据了马西
诺山谷, 是所有喜欢在高山上开展多日徒步、
攀登和触摸更纯净大自然人群的标杆景点。
马西诺山谷是一座无可争议的花岗岩王国, 
从此出发即可探索附近的普雷达-洛萨山谷、
梅洛山谷和马西诺浴场。
在这里, 您亦可以攀登雷梅诺巨峰: 这是一块巨
大而紧凑的石块, 也被认为是欧洲境内最不稳
定的巨石。

普雷达.洛萨山谷: 灵魂之路
在普雷达.洛萨山谷中, 您可以一路攀爬至蒂斯
格拉齐亚山脚下的彭蒂山中旅店, 然后从这里
进入阿尔卑斯山脉最美丽的高山道路之一“罗
马小径”。
沿着蜿蜒40公里的小路, 您可以在奥米奥、
加内地和阿里耶维三座山中旅店中稍作停留。

梅洛山谷-欧洲的“优胜美地” 
一颗真正的珍珠。得益于自然景观和巨大花岗
斑岩散发的魅, 这里也被称为“小优胜美地”。
正是这里让登山者和巨石爱好者的心脏不断地
狂跳。山谷周围环绕着巨石爱好者们最钟意的
雄伟石壁和无数不规则的巨石。

伦巴第森林及其秘密
游人们在马西诺山谷区域攀登时, 往往不会注
意山谷的森林。事实上, 这是一片壮丽的森林, 
其中最古老树木的树龄超过200岁, 游客还可以
观察到一种相当罕见的甲虫, 被认为是欧洲最
美丽的动物群之一的“罗萨利亚天牛”。
时间似乎在这里停滞。马西诺山谷远离熙攘的
游客群体, 备受热爱自然和文化的人士的赞
赏。在今天, 得益于长期隔绝的地理位置为山
谷带来的保护, 这里的典型民居、马厩和谷仓
等被公认为是这座真正的露天自然民族志博物
馆的组成部分。

在欧洲的小“优胜美地”开展放松的户外活动。
自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山脉和山谷, 以及生活在其中并保护着她的魅力的居民

--- 5个探索主题 

1. 艺术教堂 
收藏有加瓦泽尼的壁画作品, 位于卡塔埃乔的圣
徒彼得教区教堂内, 陈列着纪念圣母的油画, 
位于费洛雷拉的圣徒加埃塔诺教堂和圣徒马蒂
诺教区教堂均值的一游。

2. 小小登山者  
雷梅诺巨峰也是小小登山者们的目的地。
成人可以在巨大的石壁处参与攀岩课程, 对于能
够学习这门技艺的小不点儿来说也是完美的。

3. 峡谷漂流路线  
峡谷漂流适合很多人, 但不适合所有人。
马西诺山谷内的俯冲激流位于最独特的自然环
境中, 具有挑战性的水道为最专业的爱好者带来
别样的刺激。

4. Melloblocco攀岩节  
在梅洛山谷内, 每年5月会举办为期两周的
Melloblocco国际攀岩节, 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
世界各地的巨石爱好者。

5. 一条激发灵感的山谷  
画家、雕塑家、木头和石头的工匠都喜欢这条
山谷, 而且很容易能够遇到并观察这些处于工
作状态的艺术家。

__
梅洛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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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得克山谷内的远足旅行者, 背景处为切维达莱峰

53

特利纳山谷
富尔瓦山谷：
冠军攀登路线 
-----  路线17
康菲纳莱环线上壮观的冰川景色和大
上坡地形的自行车道, 让这一山区地
带成为徒步旅行者和自行车爱好者的
理想目的地

小镇、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攀登平缓的小路, 沿着小溪奔跑, 挑战长途
跋涉。可以骑车攀登的路线已在自行车运
动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冰川和雄伟的山峰: 奥尔特莱-切维达莱巨
峰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在富尔瓦山谷区域壮丽的山峰和山谷中,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山地, 
在特殊而原始的环境中享受理想的假期。

环游奥尔特莱-切维达莱巨峰 
富尔瓦山谷区域最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圣.
卡特丽娜小镇地处奥尔特莱-切维达莱巨
峰脚下, 除了作为冬季高山滑雪爱好者最
喜欢的训练目的地之一, 也是探索众多自
然小径的起点。
您在徒步旅行时, 即可了解延伸至整座斯
特尔维奥公园内的路线, 近距离接触未被
破坏的大自然, 仔细观察各种各样的高山
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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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冰川的壮观景象
康菲纳莱环线连接着环境原始的富尔尼山谷和同
名冰川、泽布鲁山谷和切得克山谷, 拥有令人惊讶
的月形景观, 非常适合寻求接触真实山地环境的远
足客。在步行或骑山地自行车探索的数个路段上, 
沿途可分别在富尔尼、布兰卡、卡萨迪、皮兹尼
和昆托.阿尔佩尼几座山中旅店内休息。
沉浸在自然环境未受污染的斯特尔维奥国家公园
内, 您可以品尝特利纳山谷景点的菜肴, 或在一座
高海拔山中旅店过夜, 享受真实的氛围。

冠军的伟大攀登路线
圣卡特丽娜小城是喜爱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
运动爱好者的理想出发点。
众多难度各异的蜿蜒路径可以带其穿越大自然, 
欣赏阿尔卑斯山脉的胜景。对于喜欢自由骑行的
专业骑行者来说, 最值得注意的是通往雄伟的富
尔尼冰川的行程。经验不足的骑行者可以骑行进
入小岛公园的树林或特利纳山谷内的赛道路线。
瓦尔富尔瓦因其与诸多巨大山口相连的攀登路线
而闻名, 通常也是环意大利杯 (Giro d'Italia) 比赛
的途径地。在这里, 您可以沿着上坡骑车前往受
到业余爱好者热爱的贾维亚山口。
附近的骑行出发地还包括斯泰尔维奥、莫尔蒂洛
罗和阿普里卡小镇。

几乎亲吻着天空: 富尔尼悬崖
对于喜欢攀岩的人群, 正确的地点是富尔尼悬崖, 
在阳光明媚的夏日更是如此。
悬崖分为五个紧密间隔的区域, 从适合孩子和初
学者, 到整齐划一的中等难度路线, 设置了多样化
的攀登路线。
切勿错过吸引最训练有素的登山者, 最具挑战性
且略微突出悬崖的攀登活动。

瓦尔迪索托: “魔幻地域”的门户
距离富尔瓦山谷不远的地方, 有一条非常狭窄的
自然走廊瓦尔迪索托。阿达河流过的这条山谷被
誉为“通往魔幻地域的门户”。

山谷区域内遍布着树林、溪流、池塘和泉水, 
可步行或骑山地自行车游览。夏季是漫步于斯特
尔维奥国家公园和帕鲁阿乔自然保护区的完美季
节。后者的特色体现在泥炭藓类植物、小型植
被、真正的泥炭沼泽、茅膏菜和沼泽蓝莓以及湿
地中典型的无脊椎动物群。
在保护区内, 您可以沿着一条平坦的道路与自然
专家一起游览。
除此之外, 还可以参观一座位于奥加附近, 建于20
世纪初的军事堡垒-维尼尼要塞。

--- 5个探索主题 
1. 童话般的北欧漫步之旅  
想要探索富尔瓦山谷的森林, 同时保持身体健康的
人群可以选择北欧漫步之旅。
在圣.卡特丽娜，每周都会组织团体活动, 具体取决
于参与者的身体状况。路线数量众多且难度各异, 
可以满足从最有经验的登山者到初学者, 再到家庭
的每个人的需求。

2. 山地生活博物馆  
在富尔瓦山谷的圣安东尼奥小镇, 您可以前往参
观以“马里奥·泰斯托雷”冠名的山谷博物馆, 内藏
涉及历史、文化、农业和工艺传统等丰富的古民
族遗产。博物馆的展厅里还有专门设置有服装、
学校、运输、神圣艺术和一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遗物 (尤其是圣马特奥山上进行的战斗) 
的展区。

3. 圣徒洛伦佐纪念篝火活动  
圣洛伦佐的纪念篝火活动是奥加小镇的历史传统
之一。每年8月9日的晚上, 篝火将会在小镇各处
点燃。最壮观的篝火在海拔1900米处的Tadé天
然露天上被点燃。

4. 儿童  
成人放松和儿童乐趣。圣卡特里娜小岛公园最受
欢迎的是木结构游乐区、绿地以及步行或骑自行
车的道路。小不点儿们将在这片自然景观环抱的
区域内充分享受自由。

5. 速度的快感  
跟随大自然的节奏长途跋涉后, 您可以改变步调, 
驾驶卡丁车体验速度的快感。
地处瓦尔迪索托的卡皮塔尼亚卡丁车道是特利纳
山谷北区唯一的赛道, 面向从儿童到成人的各年
龄段人群开放, 即便是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的人
群也可以安全地体验速度带来的快感。

左图
昆托.阿尔佩尼山中旅店

下图
富尔尼山中旅店

路线17
特利纳山谷
富尔瓦山谷：
冠军攀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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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纳山谷
斯特尔维奥公
园, 博尔米奥和
瓦尔迪登特罗
-----  路线18
在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
漫步和远足旅行，在未受破坏的自
然环境中与高山动物群来一次亲密
的接触

__
皮兹尼山中旅店

欣赏雄伟的落叶松和秘籍的云杉森林, 
观察大量的动物物种: 鹿、羚羊、羱羊、
黄鼠狼、貂和作为天空霸主的猛禽。
欢迎来到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 这座保护
区引领游客和徒步旅行者参观其隐匿在
茂密和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的机会。
公园的海拔高达3000多米, 其景观特色
体现在岩石、碎石、常年的积雪和冰
川。

斯特尔维奥国家公园 
斯特尔维奥公园是所有喜欢在古老的军
事道路上行走和冒险, 攀登最高海拔的骡
马道, 沿着从树林通往冰川的小路上探险
等人群的理想地点。
小径网络广泛且延伸数百公里, 让您能够
更近距离地探索非常丰富的环境, 观察栖
息在其中的动物群体。
事实上, 从最容易的, 甚至在家庭和儿童
可及范围内的路线, 到最漫长和最具挑战
性, 适合接受过更多训练的人群的路段, 
保护区内的路线可以满足各个年龄层级
对难度的要求。
所有参与冒险的游客都将获得别样的体
验和刺激。运气不错的话, 还可以与自然
环境及54栖息于此的动物群来一次惊喜
而亲密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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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探索主题 

1. 自行车公园  
博尔米奥Bike Park是下坡俯冲、自由骑行和越野
骑行爱好者的王国。Bike Park位于斯特尔维奥公
园内, 设置有7条下坡路线, 而对于喜欢自由骑行
的骑手, 则设置有1条从Bormio 3000俯冲至圣卡
特里娜的下坡路, 享受13公里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
觉。公园提供的服务包括山地自行车骑行学校、
重力训练营和自行车租赁。

2. 国王盛宴  
您可以舒适地坐在餐桌旁品尝特利纳山谷区域的
美食, 享受这场品味之旅。
从腌制肉 (牛腊肉是旗舰产品), 到荞麦煎
饼“Sciatt”, 著名的“Pizzoccheri”宽面条, 以及搭配
鹿肉食用的玉米粥, 再到餐后决不可错过的甜
点“Bisciola” (一种干果夹心圆面包)。

3. 艺术和文化  
值得参观的景点包括: 位于普雷玛蒂奥的一座非常
尊贵的圣伽罗教堂; 位于佩德诺索的玛帝诺和乌尔
巴诺双圣教堂 (后者在公元1334年的文献中即有
所记载, 于公元1685年重建)。而在弗拉莱山谷的
入口处的景点包括: 坎卡诺大坝和圣贾科莫水库, 
作为博尔米奥人瞭望和通信点的弗拉莱塔楼群。

4. 冬季的创意  
在阿尔诺加, 非常特别的活动包括冬季沿着通往坎
卡诺公路的“Decauville”路线乘坐狗拉雪橇, 
以及夏季的哈士奇徒步旅行。

5. 儿童活动  
瓦尔迪登特罗是一处适合儿童和年轻人的旅游目
的地。位于伊索拉恰和赛摩格的体育中心为4至14
岁的儿童和少年组织了诸多的活动, 包括: 创意工
坊、体育运动、游戏以及娱乐游览和山脉探索之
旅。

瓦尔迪登特罗
瓦尔迪登特罗地处特利纳山谷北区, 位于博尔米
奥和里维涅免税区之间的斯特尔维奥公园内, 
距离瑞士仅几步之遥。
这里是暑假的绝佳去处, 尤其适合那些寻求脱离
日常生活节奏, 想要沉浸在大自然中, 呼吸充满活
力的山间空气, 游览草地、溪流、树林、瀑布之
间自然环境的人群。
他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的选择运动或放松, 
开展散步或远足旅行, 亦或参与步行或山地自行
车骑行活动。

徒步前往阿达河河口和岩石遍布的天然“健身房”
两座人工水坝形成的坎卡诺湖值得一游, 从这里
即可进入一系列通往山谷的探索道路。
景色尤为迷人的线路需要从圣贾科莫大坝出发, 
徒步穿越阿尔比塞拉山谷, 寻找阿达河的源头, 
最后抵达里维涅。
切勿错过位于伊索拉恰小城民居后方, 地处“Crap 
de Scegn”区域的瀑布“Rin de Scegn”。
这条瀑布高达近百米, 是特利纳山谷北区最美丽
的自然景点之一。
同样位于伊索拉恰小城附近还有一面攀岩石壁, 
也是登山者的参考标杆。事实上, 博尔米奥地区
因其分离和组合结构的悬崖而成为运动攀岩爱好
者的天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攀岩地点包括: 
老浴场户外天然悬崖和适合初学者尝试的坎卡诺
悬崖。

博尔米奥: 塔楼之城
博尔米奥城的象征是一座曾用于审判活动, 
地处加富尔广场的“Kuerc”梯形圆形剧场。
这座城市亦因多座宗教建筑而出名。
圣.杰尔瓦西奥和圣.普罗塔西奥两座牧师教堂, 
以及城市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圣十字教堂绝对值得
一游。拥有多达32座塔楼的博尔米奥也被誉为
“塔楼之城”，最出名的当属博约纳塔楼 (亦称“黄
金塔楼”), 其名称取自曾矗立在这里的巨大钟楼。
另外一座著名的结构是高24米的阿尔贝蒂塔楼, 
完全由灰色的石头制成, 其特色体现在大块的方

石和雕琢石的典型工艺。
完成城市之旅, 需要参观位于德.希莫尼宫内的市
民博物馆 (即“自然矿物学博物馆”)。
博物馆内藏丰富而珍贵的特利纳山谷水晶和化石, 
依靠各种动物的标本展现着本土动物群落的全
景。

左图 
博尔米奥附近的坎卡诺水坝

下图 
博尔米奥的自行车道

路线18
特利纳山谷
斯特尔维奥公园，
博尔米奥和瓦尔迪登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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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前往夸德罗峰 (pizzo Quadro) 远足.

特利纳山谷
两座山谷: 
齐亚维纳和斯
普鲁加 
-----  路线19
高山牧场、湖泊、溪流: 
沿着一面多样化的路网, 穿梭于大自
然和山村之间, 时间仿佛在此停滞

只能在小径和骡马道上欣赏的阿夸弗拉贾
河的野生景观, 徒步前往齐亚维纳山谷的
高山湖泊, 漫步于斯普鲁加山谷内通往瑞
士边境的美丽步道。
这片等待您探索的地域地处特利纳山谷的
一角, 位于未受破坏的自然和保留了古老
的山村精神的村庄之间, 马德西莫和齐亚
维纳两座小镇从中脱颖而出。

阿夸弗拉贾河流过的河谷
高山牧场、湖泊、溪流、瀑布、小径、
静谧和自然。对于那些想要拜托城市的
狂热节奏, 重新焕发身心的人士, 这是一
条完美的河谷: 在石头民居遍布的萨沃涅
小镇, 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 您可以在同
名且环境舒适的山中旅店内休息。
没有机动车, 但是存在众多远足客的路径
将带领您前往莱依、阿维罗和图尔比内
三座山口。切勿错过通往特利纳山谷景
色最为迷人的阿夸弗拉贾瀑布, 几乎与布
雷加利亚山谷相接壤的一条全景路径。
从萨沃涅出发, 您还可以从达西莱小镇出
发, 前往科尔比亚高山牧场和阿夸弗拉贾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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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den”山地小屋  
典型的木结构房屋, 由剥去树皮的圆木和本土草皮
制成的人字形屋顶构成。这些小型建筑现在被用
作谷仓, 散布于整个山谷之中。但是, 最让人产生
兴趣的乡村核心位于圣.希斯托, 桑奇亚峰在同名的
平原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2. 优质的水  
阿夸梅拉公园位于坎波多尔奇诺居民区外, 其名
称取自同名的泉眼“Acqua Merla”, 引起优质的矿
泉水而闻名于世。这里是野餐、儿童娱乐和放松
的理想目的地。该地也是前往斯塔雷佳、圣.希斯
托和卡瓦利平原方向散步的绝佳起点。

3. 波托内拉磨坊  
波托内拉是一座古老的工匠街区, 地处山谷最重
要的中心小城齐亚维纳。您在这里可以参观莫罗
古面包坊的磨坊, 一座令人生趣的工业考古博物
馆即设立于此。您可以在博物馆内参观各类加工
面粉的机器, 了解加工的各个流程。

4. 马厩餐厅节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齐亚维纳在每年九月都
会举办“马厩餐厅节”, 诸多的马厩也在活动期间
面向公众开放。数座马厩位于名
为“AndèmaCròt”的路线中, 而其他的马厩则位于
普通餐厅内, 为您奉上特利纳山谷区域的典型美
食。

5. 普拉托贾诺集市 
每周六, 当地人和游客经常光顾的集市活动将在
齐亚维纳的普拉托贾诺广场中举办。持续一整天
的摊位提供优异的报价, 吸引很多人来此购物。
摊位上的产品包括: 新鲜水果和蔬菜、奶酪、甜
点和食品。

边境的高山湖泊
伊索拉是马德西莫小城的一个小型区域, 从此出
发即可徒步前往日晒充足的巴尔迪西奥和莫特
湖。远足客在游览时, 会发现诸多点缀着典型山
地小屋 (俗名为“carden”) 的山地牧场和逐渐变化
的景观: 穿过溪流沟壑的落叶松树林和大草原, 
沿着上坡路段抵达面积巨大的巴尔迪西奥湖。
在湖畔处可以远眺意大利和瑞士边界所在的同名
山口。对于精力十足的远足客, 他们可以进一步
攀登, 绕过莫特湖 (海拔2349米) 的北岸。

马德西莫
位于意大利和瑞士边境山峰之间的一颗“珍珠”。
马德西莫保持了完整的山村概念, 是开展精神、
休闲、自然之旅和参与户外活动的理想目的地。
除了从沿着湖畔或谷底的轻松漫步, 到持续数个
小时至一整天的分段旅行, 还包括六条需要按照
专家指示的爬山、山地车上下坡道、俯冲路段和
宽轮自行车下坡路段。
意大利著名诗人焦苏埃·卡尔杜奇在马德西莫居
住了很长的时间。您可以沿着卡尔杜奇路线, 
探索诗人经常光顾的场所, 参观城中心的一些建
筑物, 例如诗人纪念碑、阿黛勒庄园或维佳小吃
店; 马德西莫周边隐匿在大自然中的莫塔小径或
蔚蓝湖畔小岛则是徒步旅行者和散步客的理想目
的地。

巨人公园
巨人凹坑公园位于一座自然保护区内, 距离齐亚
维纳小城的人居区仅几步之遥。
古老的骡马道和通往古老的灶石采掘场的路径地
形平缓, 所在地域的地貌壮观而迷人, 拥有极为特
殊的景观, 构成了一片引人入胜的环境。
漫步穿越拥有悠久历史的狂野大自然, 在光滑的
岩石和古采石场的垂直石壁上, 在孤立的巨石和
小洞穴中存在无数象形岩画, 展现着仍不为人知
的抽象几何形状、标志、代码和符号。

俯瞰山谷的塔楼
位于加尔多纳的塞涅美塔楼是山谷内少数仍保留
完整的塔形建筑, 见证了山谷这一作为平原和山
区之间通道的战略地位。
可供游客半天游览的塔楼建造于山峰之巅, 
俯瞰着整个山谷, 借助照明设施, 您在夜间也可以
看到这座建筑。
沿着从戈多纳和萨莫拉科居民区出发的两条路径, 
均可以抵达这座塔楼。

--- 5个探索主题 

左图  
马代西莫

下图
马德西莫城内的卡尔杜奇纪念碑

路线19
特利纳山谷
两座山谷：
齐亚维纳和斯普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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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纳山谷 
奥罗比耶公园 
-----  路线20

静谧、芬芳和色彩融入特利纳山谷区域的南部
山谷之中。引人入胜但从未被探索过的角落隐
匿在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中。
特利纳山谷区域的奥罗比耶一侧被莱西纳、
贝尔微索和卡罗内拉三条山谷穿过, 环境极为原
始, 您可以在徒步旅行数日的同时, 探索比托奶
酪的味道。

徒步穿越山谷和山中旅店 
“奥罗比耶大道”是特利纳山谷奥罗比耶公园内
最重要的徒步旅行路线。
这条高山穿越路线长约130公里, 起止点分别位
于德莱比奥和阿普里卡。沿着骡马道、小径、
北方前线的战壕, 您将会看到古老的铁矿, 
欣赏冰川风景并与羚羊和羱羊来一次亲密接
触。徒步旅程包含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路段, 
也是探索位于莱涅内山和特罗纳.索里瓦的山中
旅店、圣马可山口、多尔多纳山口、塔里费里
山口并品尝典型菜肴的最佳路线。
沿着GVO, 您还可以在露营地和Bar Bianco农
业度假村中留宿。

骑着山地自行车探索公园 
对于自由骑行爱好者来说, 可以沿着特利纳山
谷奥罗比耶一侧曾用于运送人员和物资, 现已
被废弃的“Decauville”轨道骑行。
从谷底延伸出的一系列乡村-林场-牧场道路，
分别通往多座山中旅店, 包括: 柯尔特、皮亚
扎峰、拉格峰、萨姆拉诺、特罗纳、贝尼亚米
诺、皮拉塔、吉纳、马西莫和特利纳山谷。 
您可在这里体验风景秀丽且十分有趣的自行车
漫游活动。

--- 5个探索主题 

1. 体育运动 
数条设施完善的路线位于三先生峰和杰洛拉
山谷北区的维奇亚锯齿峰之间。

2. 服务设施  
奥罗比耶公园内可提供一种独特的越野轮
椅“Joëlette”, 帮助残疾人参与短途旅行。

3. 美食和美酒  
值得品尝的奶酪包括采用山羊奶制作, 
历史悠久的比托奶酪 (Bitto) 、乳清奶酪 
(Maschèrpa) 或高山里科塔奶酪 (Ricotta)。

4. 文化  
参观杰洛拉山谷生态博物馆, 探索山区的文
化、传统和生活。 

5. 冒险  
借助阿尔巴雷多-圣马可的空中绳索 安全地
飞越比托山谷, 欣赏的未受污染的大自然。
您亦可以选择搭乘双座三角翼。

通过长途跋涉或山地自行车骑行探索这座自然公园 

__
特利纳山谷奥罗比耶公园 – 罗伯特-加纳萨“触摸阿尔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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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zione WOW!
#inLombardia

Cammini
#inLombardia

Cult City
#inLombardia

inBici
#inLombardia

Lifestyle
#inLombardia

Sapore
#inLombardia

Golf Experience
#inLombardia

Relax & Wellness
#inLombardia

Natura
#inLombardia

收藏的刺激感觉
使用内置旅行护照#ilPassaporto的#inLombardia应用程序游览伦巴第大区，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留下一份个人故事。走出旅行的每一步或参与每一项活动，
获得印章。您还在等什么？

#ilPassaporto

了解如何获得旅行护照
#ilPassaporto

请访问passaporto.in-lombardia.it
申请您的#inLombardia旅行护照，
并了解如何标记自己的体验！
网站完整列表。

卡莫尼卡山谷岩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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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探索的道路, 待攀爬的岩壁, 

待攀登的山峰, 待冥想的景观。

阿尔卑斯山脉伦巴第段一座赋

予您刺激, 帮你恢复体力, 为您

留下难忘徒步旅行体验的自然

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