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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ombardia
-----    杂志

踩着滑雪板飞跃伦巴第大区阿尔卑斯山雪道的刺激。
蓝色、红色或黑色；全景和不断变化的坡度。
伦巴第大区的速降滑雪场和愉悦感可以满足各水平滑雪
者的需求。从壮观的现代化滑雪缆车开始，除了提供舒
适地雪道，您还可以在山上尝试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
“飞越”。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和北欧滑雪的爱好者们都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享受不同的体验。
在所有的冰雪胜地，延长山区在冬季中的乐趣还有很
多：从溜冰场到室内和室外攀登的设施，甚至还有一系
列享受更原始雪景的狗拉雪橇或雪地自行车活动。
还有很多吸引小朋友的活动：与家人一起障碍滑雪，
在滑雪学校锻炼从游戏到预约的雪地轮胎和雪橇技艺。
这种乐趣并不会因为白天的结束而告终。

封⾯图
多纳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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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照⽚：格雷姆山峰的山脊

贝加莫
在贝加莫⼭⾕中滑雪

博拉山-普雷索拉纳: 阳光“亲吻”的雪
一处阳光充足且适合家庭的滑雪场地, 
已成为初学者和滑雪俱乐部最爱的⽬的地。
普雷索拉纳-博拉山 (Presolana-Monte Pora) 
滑雪区内拥有30公⾥的斜坡, 配备有现代化的
制雪系统, 即使是专业滑雪者也可以在滑雪
板上度过一整天。波拉山的滑雪区
内共设置有22条不同难度的雪道。雪道之间
通过4条升降椅索道、1条平地吊缆、1条带
锚的双人吊缆和3座滑雪电梯。
从博拉山顶欣赏雪道的全景, 俯瞰伊塞奥湖的
美丽景色, 并在高山景观中漫步：
从阿达梅洛到罗萨山脉。普雷索拉滑雪学校
也很受欢迎, 聘请有30余名教练, 同时具备
残疾人滑雪教学资格。12公⾥的雪道上配备
有现代化的造雪系统, 与此同时, 2条升降
椅索道、2条吊缆和1条滑雪电梯为滑雪者提
供服务。

俯瞰普雷索拉纳的科莱雷滑道
科莱雷的滑道在贝加莫区域内距离最长且最具
挑战性。这座具有朴素之美的小城位于被誉为
奥罗⽐耶“⼥王”的普雷索拉纳山脚下, 为练习
高山滑雪的人⼠赋予别样的感觉。

席尔帕⾥奥: 北欧滑雪的王国
斯卡尔维山⾕内有一座北欧滑雪天堂。
阿贝蒂滑道 (Piste degli Abeti) 将“收服”越野
滑雪者的⼼: 这是一条频临村庄中⼼, 超过10
公⾥长且蜿蜒地穿过美丽松树林的环形赛
道, 滑雪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训练水平选择
不同的距离。
此处为山滑雪爱好者开设有一家滑雪学校。
随处可滑雪的布雷巴纳山⾕贝加莫的滑雪“⼥
王”胜地⽏庸置疑是“Foppolo”, 此处共有14条

滑道, 总长度超过40公⾥, 由7部缆车提供升降
服务。Foppolo、Carona、San Simone和
Piazzatorre四座圣地使布雷巴纳山⾕成为一
处地位极高的滑雪区域。

--- 一点点好奇⼼……
1. ⽂化。在布雷巴纳山⾕的中⼼地带，
圣.佩雷格⾥诺温泉镇 (San Pellegrino Terme) 
凭借其20世纪初迷人而富有启发性
的美好时代 (Belle Epoque) 的氛围, 在冬
季已成为一处理想的旅游⽬的地, ⾮常适合
想要开展一次时光之旅, 探索自由主义建筑风
格宝藏的人⼠。

2. 传统。彻底地重组⼯程恢复了“la Rasega”-
位于⽡雷维的一座旧锯⽊⼚。
在今天, 锯⽊⼚和内部的涡轮机仅以展⽰性⽬
的运行。在同一栋建筑内设⽴有一座小型的博
物馆, 通过各类出⼟⽂物讲述着本地的传统。

3. 雪地屐“Ciaspole”, 美酒和美⾷。
布雷巴纳山⾕中的“Ciaspolando con gusto”, 
是一场穿着雪地屐穿梭在阿⽡洛平原高山小屋
之间品尝美酒和美⾷的活动。您可以享受到的
典型产品包括: ⽐托奶酪 (Bitto) 和穆特⽣奶
酪 (Formai de Mut), 每年的1⽉、2⽉和3
⽉还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在被誉为奥罗⽐耶“皇后”的普雷索拉纳附近受到阳光“亲吻”的雪道和
席尔帕⾥奥环形雪道上, 越野滑雪者的⼼在这⾥被“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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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雷山口 卡斯帕尔.蒂耶德⾥克视觉故事旅行家

布雷西亚
随处可滑雪的布雷西亚⼭⾕

⽊桥针-多纳雷的雪和刺激
看一眼普雷萨纳冰川, 然后沿着欧洲最长的
11公⾥滑雪道，俯冲前往⽊桥镇。
这只是42条互连雪道中的其中一条, 而且这
些雪道让⽊桥镇-多纳雷地区成为滑雪者和
冬季山地爱好者的一座真正的天堂: 
总长100公⾥的雪道上, ⼏乎不⽤除去滑雪板，
即可享受距离冰川仅⼏步之遥的1000⽶落差
坡道。
滑雪者还可以沿着匹斯加纳尝试⼏次
越野滑雪, 这条赛道将会为高山滑雪专家选
⼿们带来真正的惊险和刺激。
除了为所有的滑雪道提供服务的设施, 此处
还建有两条缆车线路: 位于⽊桥镇的缆车连
接着整⽚滑雪区, 为您打开一次白雪皑皑的
山峰全景之旅; 而位于普雷萨纳的缆车将带
您前往海拔3000⽶处的常年积雪区域, 
进⼊一间专为不滑雪的游客准备的舒适且
可以欣赏全景的酒吧。

亲⾝体验冬雪的众多⽅式
在⽊桥镇设⽴有一座越野滑雪中⼼和一条10
公⾥长, 平行于那卡内罗小溪的滑道。
这是一条沿着大森林边缘蜿蜒的迷人雪径。
喜欢滑雪的人在多纳雷山⼜的冰雪公园内, 
滑雪板和滑翔伞活动⾮常有趣, 而对于小孩⼦
们来说, 多纳雷山⼜还为他们准备了一座雪地
游乐区“Fantasky”。
溜冰场也不会在⽊桥镇、多纳雷山⾕和特姆
(Temù) 缺席: 更喜爱极限的运动爱好者将有机
会在风雪上滑行。

冠军山小镇 (Montecampione) 和曼尼⽡: 
在“天台”上滑雪
冠军山地处卡莫尼卡山⾕的中⼼地带, 
是一处可以欣赏伊赛奥湖风景的天然全景天台, 
设置有20条滑雪道, 总长30公⾥, 最高海拔
可达2,000⽶。11条缆车线路的出发点位于海拔
1200⽶的冠军山住宅区。
曼尼⽡是另一处适合家庭, 且⽆需担忧风险的

滑雪胜地。
滑雪区内共设置有17条总长为40公⾥的滑
道, 配备有8部升降设施, 最出名的当属可以欣
赏周边全景的达斯达纳缆车, 其终点位于海
拔2100⽶处, 可以俯瞰从加尔达湖到罗萨山
脉之间的美丽景色。
在曼尼⽡山上, 巴拉尔德升降椅索道 (Barard) 
所在的路线是经验⽼道的滑雪者们的必选项⽬: 
他们需要挑战不断变化的坡度, 穿梭于森林和
古⽼的“Zocchi”滑道之间, 亲⼿“触摸”自然之
美。滑道之外的地域挑战性不高但景色秀丽。
除此之外, 滑雪区内还设置有滑雪板专⽤道、
滑雪轮胎专⽤道并开展雪地屐探险活动, 让
您充分地享受雪地中的乐趣。

--- 一点点好奇⼼……
1. 闲暇时光。精致而典雅的⽊桥镇保留了
山村的古⽼魅⼒。除了历史悠久的中⼼，
以及大⾯积的步行区外值得一游外, 还应在
此购物和探索典型产品。

2. 雪地摩托。在⽊桥镇-多纳雷滑雪区, 
您可以在特殊赛道上骑着雪地摩托车玩耍, 
或参加在雪道旁的旅店内享受一顿经典的晚
餐。亲⾝体验雪地刺激的原始⽅式。

3. 体育。在⽉光下, 在寂静的夜晚和令人
回味的氛围中享受滑雪带来的刺激。
在⽊桥镇-多纳雷滑雪区, 每周四晚的夜间滑
雪赋予的是一种刺激体验。

从普雷萨纳冰川到⽊桥镇 (Ponte di Legno): 沿着欧洲最长的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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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照⽚：博⽐奥平原上的卡摩西缆车线路

莱科
阿尔卑斯去景观滑道

随时可以滑雪的莱科滑雪区
博⽐奥平原-⽡尔托尔塔 (Piani di Bobbio -
Valtorta) 滑雪区内的滑道总长度为36公
⾥, 是初学者、家庭以及想要在滑雪板上度
过一天，而后在众多的高山旅店中, 享受真
正的美味和放松的专业滑雪者的理想⽬的
地。这些高山旅店亦可以通过步行抵达, 
地处滑道旁的显要位置。
借助12条通往滑雪区各条滑道的升降设施, 
您即可前往根据自己的个人能⼒选择的滑雪
道。对于专家级滑雪爱好者来说, 具有挑战性
且周边的景观也会带来别样刺激的滑道
绝不会缺席: 例如在晴朗的⽇⼦⾥可以远眺
⽶兰城壮丽景色的Orscellera雪道, 
或是位于同名巅峰的Tre Signori滑道。
而在贝图雷平原 (Pian delle Betulle) 的撒西纳
山⾕北区 (Alta Valsassina), 则分别设⽴有1条
黑色、3条红色和2条蓝色雪道, 总长度共计
12公⾥。此处最吸引滑雪者的, 是科莫湖、
卢加诺湖以及意大利西部和瑞⼠阿尔卑斯山
脉的迷人景色。

满足各水平滑雪者的雪地
对于⾸次滑雪的人来说, 此处设置有多条“婴
⼉”滑道和一条通往阿尔塔⽡乔平原、贝图雷
平原、凯伊纳罗和阿尔卑.朱美罗滑雪区的电
梯。相反，对于越野滑雪者来说, 可以前往探
索与大自然接触, 享受博⽐奥平原周边环境所

创造的神奇氛围, 长度均为7.5公⾥的两条赛
道, 分别位于卡伊纳罗和科尔塔⽐奥.普⾥马
卢纳。

--- 一点点好奇⼼……
1. 娱乐。骑着“胖”轮胎自行车徜徉在雪地上。
在阿尔塔⽡乔平原, 您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
体验在雪地上的骑行体验。

2. 雪地屐。穿上雪地屐, 发现山峰的魔⼒。
穿插在山⽑榉林和山中旅店之间的迷人路径数
不胜数。莱科地区所有山脉中的线路均有着明
确的标记。

3. ⼉童。博⽐奥平原、埃尔纳平原和阿尔
⽡塔乔平原上专门设置有滑雪轮胎和雪橇滑
雪道, 配备了体验舒适的上升电梯。

在距离⽶兰和伦巴第主要城市仅一箭之遥的地带滑雪, 
享受原始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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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涅雪道

特利纳⼭⾕ 
滑雪王国

博尔⽶奥和圣卡特⾥娜：
在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内垂直下降的刺激
博尔⽶奥 (Bormio) 、圣卡特⾥娜.⽡尔富
尔⽡ (Santa Caterina Valfurva) 和奇马·⽪
亚齐-圣.科伦巴诺 (Cima Piazzi-San
Colombano) 三处滑雪区内的滑雪道总长为
110公⾥, 设置有36座升降设施。
使⽤一张通票 (SKIPASS), 即可前往特利纳山
⾕的中⼼区域滑雪, 让自己充分沉浸在斯泰尔
维奥国家公园内。
从⼉童和初学者的滑雪学校, 到世界杯冠军
赛道: 博尔⽶奥滑雪区的雪道可以满足各水
准滑雪者的需求。如果把圣卡特⾥娜.⽡尔富
尔⽡形容为一座伊甸园的话, 那么您可在其中
享受宁静的⽓氛, 欣赏美丽的风景, 以及自然
环境的⼒量和威严。
博尔⽶奥的滑道带来垂直下降的刺激, 这要
归功于可以到达3000⽶以上天空的滑雪缆车
以及海拔1800⽶的肾上腺素燃料滑雪场。
最后, 可以与家人一起滑雪的区域还包括奇马
·⽪亚齐-圣.科伦巴诺, 这是因为阳光明媚时, 
滑道的挑战性较低且⽓氛宁静轻松。
对于专业滑雪者来说, 博尔⽶奥的斯特尔维奥
和圣卡特⾥娜的德博拉.康帕涅尼两条雪道是
他们的必选⽬的地, 而且在夜间也可以享受滑
雪的快乐。博尔⽶奥的“Funslope”是一座专
门为孩⼦们规划的新滑雪区, 内部设置有障碍
物、桥梁、隧道、抛物线槽和⽅向变化, 
为孩⼦们赋予纯粹的乐趣。

滑雪屐和徒步的乐趣
滑雪爱好者们可以在⽡洛内 (Vallone) 壮观
的新雪中, 或在博斯托的魔幻滑雪场中练习
自由式滑雪。博尔⽶奥也是一座真正的天
堂, 同时适合那些喜欢狗拉雪橇或穿着雪地
屐探险、滑冰或攀冰的人⼠。
对于越野滑雪爱好者来说, 恐怕会“患上”选择
恐惧症: 在阿鲁特滑雪区内5公⾥的换到上设
置有起伏和长直道, ⾮常适合初学者; 也可以
选择蜿蜒穿过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树林的圣
卡特⾥娜.⽡尔富尔⽡, 或是已成为国际⽐赛举

办地的特利纳山⾕滑道。
还可以尝试⽡尔迪恩特罗的“紫色滑道”-
Pista Viola: 滑道蜿蜒地穿梭在树林之间, 
沿着同名的河流延伸约25公⾥, 而且落差并不
是很大。

利维涅, 漫长的滑雪季
在利维涅, 滑雪季永⽆⽌境。得益于完美的
自然⽅位, 滑雪者在春末之前都可以沿着
115公⾥的雪道滑雪。
天蓝色、红色或黑色; ⾮常宽的下坡, 不断变
化的坡度, 以及滑雪板爱好者们最钟意的雪
上“漫游”超级下坡。适合滑雪专家, 也适合初
学者和零基础滑雪者: 这⽚滑雪区为每位滑雪
者提供理想的坡度, 而且得益于整季开放的30
条升降设施, 滑雪者们可以很快地抵达所选择
的起点。在利维涅的雪地中, 亲⾝享受配备有
Carosello 3000、Valfin、Monte Sponda和
Federia品牌设施的山地雪道: 这些长而宽阔, 
基础良好的雪道周边被冬季景观所“环抱”, 
为每一次俯冲赋予一丝魔⼒。
对于那些想要肾上腺素迸发的滑雪者来说, 
摩托⾥诺雪地公园 (Snowpark Mottolino) 
⾮常理想, 得益于其轨道交通、坡道和跳跃
的落差, 已成为欧洲最好的雪地公园之一。
对于热爱越野滑雪的人来说, 30公⾥的滑道
早在11⽉中旬即可进⼊。

“偏离”滑道的众多活动
一旦取下滑雪板, 您总有机会体验其他雪地
活动: 攀冰或室内攀岩, 或在雪地上测试雪
地摩托或卡丁车技能, 也可以借助滑翔
伞“飞翔”在天空中。
滑道内外为家庭组织了许多活动：
Kinderclub Lupigno-雪中的游乐场, 
Aquagranda Active You的Slide&Fun区域-为
家庭设⽴的水滑梯, Yepi障碍课程以及其他
更多远离滑雪区域小镇的亲⾝体验活动。 
在雪地上度过一天之后的活动也不尽相同：
您可以在Aquagranda的Wellness&Relax区域
放松⾝⼼, 享受免税购物, 或者在著名的

在伦巴第大区的最高山脉之间: 冬雪、乐趣和美妙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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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迪恩特罗的狗拉雪橇

--- 一点点好奇⼼……
1. 大自然。在特利纳山⾕北区的阿尔诺
加, 您可以在教练的陪伴下驾驶狗拉雪橇，
体验一次神奇的冒险。⽆论成人和孩童，
狗拉雪橇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经历, 他们将通
过必要的学习、给予狗狗的指令体验到
“雪樵主”的感觉, 沿着安全的道路穿梭于森林
和雪地之间。如果你们爱上这门技艺, 也可
以通过具备资质的教练进行学习。

2. 雪地自行车。骑行在雪地上: 得益
于“Fat Bike”雪地自行车, 您可以在冰雪覆盖
的地域上安静地骑行......在特利纳山⾕区

位于⽡尔马伦科巨峰
之间的大斜坡
让诸多巨峰作为自己滑雪时的
“观赏者”。斯卡利诺峰、蒂斯格拉齐亚峰和
贝尔尼纳山峰“环抱”的⽡尔马伦科: 为游客
提供于独特而迷人的环境中滑雪的机会。
本区域的20条滑雪道互相连接, 
总延伸长度约60公⾥, 由11条缆车 (包括欧
洲最大的Snow Eagle-雪鹰号) 提供升降服
务, 能够在短短的4分钟内运送160人上升
1000⽶。在多条最引人⼊胜的雪道中, 由伟

域, 有很多可以骑着这种自行车前往的地
点。

3. 健康。在滑雪场度过完美的一天后, 
您可以前往享受博尔⽶奥镇有着千年历史的温
泉, 给自己⼏个小时的绝对放松时间。
镇上的多条温泉水源汇⼊了三座温泉中⼼: 
QC Terme Bagni Nuovi、QC Terme Bagni
Vecchi和Bormio Terme。在利维涅的
Aquagranda Active You中⼼内设置有一⽚健
康&休闲区恢复体⼒, 而您的孩⼦们则可以
在Slide&Fun游乐区玩耍。

大的冠军设计, 最大坡度达70%
的“GustavThöni”滑雪道脱颖而出，
赋予滑雪者⽆尽的俯冲刺激。
此外, 名为“dei Barchi”的滑雪道得益于其不断变
化的坡度, 以及抵达圣.朱塞佩小镇中⼼之前多变
而令人兴奋的各种景观, 从而极具挑战性和乐
趣。不可遗忘的雪道还包括海拔2400⽶的坎普隆
哥 (Campolungo) 、纳纳 (Nana) 和黑⽯
(Sasso Nero) 滑雪道。

自由式滑雪的中⼼
滑雪板和自由式滑雪爱好者将在
帕卢公园 (Palù park) 内尽情享受属于自己
的快乐。
帕卢公园是阿尔卑斯山区最壮观且最具挑战
性的滑雪区之一, ⽬前由⽶兰Big Air协会的
组织者管理，是世博园区⽣命之树脚下的自
由式滑雪和滑雪板世界杯的冠军舞台。
滑雪者们也不可错过帕洛湖 (Lago Palù) 
和兰扎达 (Lanzada) 的越野滑雪道, 滑雪轮
胎和雪橇游乐区, 以及专为有孩⼦们设置动
画和雪上娱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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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纳⼭⾕
滑雪王国

après-ski聚会。

阿普⾥卡: 在奥罗⽐耶的中⼼区滑雪
阿普⾥卡&柯尔特诺 (Aprica&Corteno) 
滑雪区位于阿尔卑斯山奥罗⽐耶段, 横贯特利
纳和卡莫尼卡两座山⾕, 其中的20条滑道的
延伸距离约50公⾥, 直接通往村庄。
共有16座升降设施服务于整个滑雪区域, 包括2
条缆车线路、4条升降椅、5条滑雪吊缆和5座
电梯。得益于良好的阳光照射和温和的⽓候，
专家级滑雪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喜欢此处, 
但最重要的是这⾥有适合各种水平的令人兴奋
的滑雪道。
从蜿蜒地穿梭在森林之中, 令人回味且具有挑战
性的高海拔滑道 (如Benedetti、Magnolta
inferiore和Valscesa Ovest), 到更容易且景
色更秀丽的滑道 (如Superpanoramica), 
从山顶俯冲至村庄的路径, ⾮常适合在滑雪
训练的同时, 欣赏周围的景观。
可以测试水平的地区还包括帕拉⽐奥内
的“B”区域和帕拉⽐奥内湖 (Lake Palabione)，
⼆者均位于区域核⼼地带中历史悠久的滑雪
区。除此之外, 滑雪者还可以
前往贝尔微索山⾕内景色秀丽的嘉⾥平原
(Piana Galli)。区域内坎贝蒂 (Campetti) 村庄
内开设有一家滑雪学校, ⾮常适合您学习滑雪技
巧。

北欧滑雪或是高山滑雪, ⽆处不在的体验
北欧滑雪爱好者可以沿着詹布罗平原 (Pian di 
Gembro) 和特⾥维涅 (Trivigno) 的滑道上磨练
自己的技艺。
而对于喜欢高山滑雪的人⼠来说，
理想的地点是图梅尔 (Tumèl) 滑道。
沿着这条路径穿过森林后, 可以直接抵达马涅尔
塔高山牧场 (Malga Magnolta), 而后即安全地
在人迹罕至的地⽅俯冲直下。各种替代活动
或帮助您度过雪地一⽇游的活动。
阿普⾥卡设置有一处溜冰场、一座游泳池和多
座保健
中⼼。

诞⽣于马代西莫的一段滑雪历史
滑雪的历史诞⽣自斯普鲁加山⾕内的滑雪道
和山峰之间。1911年，第一批意大利滑雪俱
乐部成⽴, 并于上世纪三⼗年代建成了第一

座升降设施，成为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区域的
参考标杆。在今天, 马代西莫滑雪区凭借其
36条总长超过40公⾥的滑道, 以及20条专⽤
的天然滑雪道; 仍是最受欢迎的滑雪胜地之
一。此外, 由于现代化的设施已经与所有的
滑道相连, 滑雪者们还可以搭乘名为“Sky
Express”, 从坎普多尔奇诺至莫塔区域的齿
条索道。
本区域内最受欢迎的是历史悠久, 
因坡度而出名的“Vanoni”滑道，以及“Italo
Pedroncelli”和“Valsecchi”两条充满刺激且拥
有如童话般雪景的滑雪道。
马代西莫的完美, 亦体现在位于格洛佩拉大裂⾕ 
(Canalone delGroppera) 内的卡摩西滑道 
(Camosci，亦被称为安杰罗加滑道-Angeloga) 
为自由式和高山滑雪爱好者赋予的刺激。
这条滑雪道将引领滑雪者们从海拔2900⽶的格洛
佩拉峰顶, 穿过独特且多样的景观，
一路俯冲至海拔1300⽶处的弗朗齐希奥。

待您亲⾝体验的雪地
在马代西莫, 越野滑雪爱好者可以选择总长
为5公⾥, 地处莫塔和特色小镇区域内的多
条环形滑道。
在拉⾥奇-阿垮雷拉 (Larici-Acquarela) 滑雪
区，设⽴有一座⽓氛欢愉的冰雪公园和一座⼉童
公园, 后者亦设置有专⽤的滑雪轮胎和雪橇线
路。对于喜欢浪漫冰上舞步的游客, 他们可以直
接前往马代西莫的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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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

在山峰中“亲吻”着阳光, 由伟大的冠军设计

的滑雪道上亲身体验滑雪, 欣赏周边秀美

的自然环境。伦巴第阿尔卑斯山区的雪将

为专业滑雪爱好者、家庭游客和热爱冬季

山峰中放松的雪地屐漫游和高山旅店热度

佳肴赋予别样的刺激和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