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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探秘 
#inLombardia

 杂志

十九条具有宗教印记的路线, 
朝圣者和游客并存, 但通常是一个
人拥有两个角色。
艺术、自然、信仰和文化在其中
融为一体。有人居住的地域将让
您在旅程中获得无数的“相遇” 
体验, 而且在回到家后, 也永远不
会遗忘。探索真实的辉煌

封面照片_ 瓦雷泽圣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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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奇杰纳古道
 条两千多公里的古道

这条古道曾在数个世纪中带领着朝圣者向南艰难的前行, 
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牺牲才能抵达自己期望和梦想着的永恒之城。

弗兰奇杰纳是古代最重要的一条道路之一, 线路总长两千公里, 以英格兰为起点, 跨越旧大
陆后穿过法国和瑞士, 最后抵达意大利, 是一条连接坎特伯雷和罗马的超长走廊。
这条具有重要典范作用的古道在公元990年《希杰力克日记》日记中即有所记载, 近年来
因朝圣活动而又重新恢复。弗兰奇杰纳古道分别穿过伦巴第大区的帕维亚 (总长约120公
里) 和洛迪 (总长约5公里)。帕维亚境内的第一段路线始于帕莱斯特罗, 穿过罗比奥最后抵
达莫尔塔拉。沿途值得停留的景点包括圣瓦莱里亚诺教堂 (古老的克鲁尼会修道院, 其历
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一世纪) 、罗比奥圣彼得教堂 (内藏华丽的壁画)。
在莫尔塔拉, 最值得参观的景点包括圣洛伦佐教堂、圣十字教堂和圣阿尔比诺教堂。
后者建造于查理曼大帝击败伦巴第人的地点, 今天仍然有力地证明了这条古道在帕维亚地
区非凡的重要性。



1. 在莫尔塔拉的圣阿尔比诺修道院内, 
大量的砖块上留下了朝圣者的脚印, 
最远可追溯至公元十一世纪。
一次真正穿越历史的旅程！

2. 沿着弗兰奇杰纳古道, 您即有机会像古代朝
圣者一样, 在修道院、朝圣者寄宿地和圣殿内
过夜。

3. 沿着从加尔拉斯科到帕维亚的路线, 欣赏提
契诺公园的风景: 河流和茂密的森林, 以及各种
沿途栖息的野生动物。

4. 帕维亚一日游, 一座辉煌的城市, 诸多历史路
径的枢纽: 这些信息将留在您的心中。

5. 未受破坏的自然和美丽的地域在古代“接纳”
了诸多的夏季豪宅和著名历史人物 (从加莱阿
佐二世到鲁多维科·莫罗, 后者于公元1486年在
维杰瓦诺修建了斯福尔扎庄园) 的狩猎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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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特隆梅洛是帕维亚境内第二段路线的起点。
短暂停留, 参观公元十五世纪天主教的朝圣目
的地博佐拉.加尔拉斯克圣母圣殿, 而后再次出
发, 前往古伦巴第王朝的首都: 帕维亚。
距离城市仅数公里的乡村地带, 矗立着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建筑杰作之一- 帕
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 公元1396年由詹·加
莱阿佐·维斯康蒂下令建成时是一座家庭礼拜
堂。另外值得一游的是帕维亚主教教堂: 
这是一座希腊十字形大教堂, 由三间内殿和两
间半圆形礼拜堂构成, 内藏圣徒西罗的遗骸以
及一个公元十七世纪的圣盒, 后者装饰有银、
水晶和圣荆棘图案的基督王冠。 
我们继续向圣米歇尔马焦雷小城前进: 
公元1155年, 令人生畏的巴巴罗萨在此被加冕
为意大利国王), 最终抵达守卫着圣徒阿格斯
蒂诺的金穹圣彼得十字堂。 
在兰布里尼亚结束帕维亚境内的最后一段古
道, 同时向省内的乡村起源致敬: 
包括对田野生活的记忆以及诸如朱塞佩·帕利
尼、乌戈·福斯柯罗和彼得罗·维利等意大利
伟大作家的回忆录。这些作家是加莱阿佐·维
斯康蒂蒂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设立的贝尔乔
伊索古庄园的杰出嘉宾。
随后, 沿着古道进入洛迪省, 从蓬特马里奥托小
镇前往兰布罗河畔的奥利奥.丽塔小镇。
在西多会修道士展现自己能力, 于一片改良的
沼泽地上修建的坎塔纳拉奶制品坊中稍作休

息。欣赏美丽的建筑、大型庭院、乡村房屋、
马厩、洗手间和饮水槽。 
继续沿着波河的兰布罗一侧隐匿在洛迪乡村地
带的, 抵达塞纳洛迪加纳小城的Transitum Padi 
di Sigerico, 一处从北欧而来前往罗马的朝圣者
的目的地。 
山地自行车爱好者将有机会在一条正好连接着
奥廖利塔和柯尔特圣安德雷的自行车道上骑行, 
穿过奥斯佩达莱托、森纳洛迪贾纳和米拉贝罗
三座小镇并欣赏魅力的风景。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如果你喜欢手工酿造的利口酒和蒸馏酒, 
切勿错过参观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的机
会。这里的一家古酒坊提供真正的特色, 
例如僧侣们酿造的黄金玉液: 
Amaro Certosa、Amaro Buone 
Erbe、Gran Certosa 以及Gocce 
Imperiali。

照片

前页_ 罗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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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阿格斯蒂诺古道
 “玫瑰”路线

回顾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路线, 
将为您的生活知识赋予一个重要的新维度。

圣阿格斯蒂诺古道的最初设想是将伦巴第的五十座圣母圣殿和三座与阿格斯蒂诺·达·依普
纳的形象相关的城镇: Rus Cassiciacum (封圣的地点, 今日的卡萨格.布里安扎) 、米兰
(帝国首都、洗礼地) 和帕维亚 (收藏有公元八世纪以来的圣人遗物, 同年通过古代盐路从
热那亚抵达这里) 连接在一起。 
古道的其中一个特色体现在一段绘制玫瑰图案的路径中, 花朵“覆盖”布里安扎的科莫、
莱切和蒙扎, 叶片朝向蒙扎和布里安扎省、米兰、瓦雷泽和贝加莫所在的东西方向, 
瓦雷泽和贝加莫, 花茎将蒙扎、米兰、帕维亚和热那亚统一在南北方向上, 而花根则连接
着“奥古斯丁”王朝的城市突尼斯 - 迦太基、塔加斯特和位于非洲大地上的伊坡纳
(今阿尔及利亚阿纳巴)。



1. 您将有机会亲身聆听圣徒阿格斯蒂诺的教导: 
“世界是一本书, 而那些不旅行的人只知道其中
的某一页”。

2. 凭借印鉴 (在50座圣母圣殿、卡萨格布里安
扎的Rus Cassiciacum考古遗址、米兰多摩大
教堂、米兰圣安布罗乔十字堂和帕维亚金穹圣
彼得大教堂内的印章处均可获得) 见证自己的
漫步旅程。

3. 圣阿格斯蒂诺古道受到圣母会的慈善庇护, 
沿途共有五十余座不同的圣母圣殿: 您的每一
步都受到保护!

4. 您可以在帕维亚金穹圣彼得十字堂内收藏圣
阿格斯蒂诺遗物的水晶和镀铜圣盒前冥想。

5. 切勿错过沿途城镇举办的美食和葡萄酒活动, 
让您的感官体验更加完美。 
您绝不会出现选择选择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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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环形路线总长352公里, 起点和终点均位
于蒙扎, 沿途共有25座圣母圣殿, 是一条理想
的15日漫步旅游路线。
在蒙扎, 您可以参观非凡的恩宠圣母圣玛丽亚
教堂圣殿和相邻的修道堂。
不容错过的景点亦包括蒙扎主教教堂。
这座建筑由泰奥多莉娜女王 (伦巴第国王阿乌
塔里的妻子) 于公元六世纪末建成, 地处蒙扎
小村庄的边缘区域, 距离兰布罗河不远。 
东边的叶片连接着米兰和位于东边的蒙扎。 
这条沿着韦洛雷西运河和马尔特萨纳运河延
伸的路线长约99公里, 沿途共有11座圣母圣
殿, 朝圣者们可以沿着这条路线抵达奥利奥阿
塞里奥机场。

西边的叶片是一条沿着韦洛雷西运河和2015年
世博会水道延伸, 连接蒙扎-米兰-蒙扎的西向
环线, 总长91公里。
沿途共有10座圣母圣殿, 朝圣者们可以沿着这
条路线前往马尔彭萨国际机场。

花茎沿着大运河、帕维亚运河以及后续的亚平
宁古盐道将米兰、蒙扎、帕维亚连接在一起, 
总长度 (加上不同路线上的往返行程) 
为384公里。
路线的起点位于蒙扎的恩宠圣母圣殿, 
重点位于帕维亚的圣阿格斯蒂诺修道堂遗迹
(属于金穹圣彼得大教堂的一部分)。

最后的花根将非洲大地和阿格斯蒂诺的诞生路
线融合在一起, 连接着突尼斯 - 迦太基、
塔加斯特和伊坡纳。 
在北非,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往返路线总长约
605公里, 需要行走30天。 
在朝圣者艰难漫步期间, 他们可借助便利的价
格在不同的寄宿点过夜。
这要得益于和庞大的住宿机构签订的协议, 
确保为他们提供免费或低价住宿。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草药是一种由僧侣们自中世纪开始培育的古老
而高贵的艺术。苦杏仁酒、蜂胶、蜂王浆、
药草和巧克力在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内的
古老药房“等待”着您。在蒙扎卡罗比奥罗修道
院和附近的Brewpub停留, 品尝僧侣们采用手
工方法酿造啤酒的理想之地。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照片

前页_ 圣徒彼得山峰修道院



弗朗切斯卡·鲁克玛涅古道
 中世纪的再次崛起......

一次穿越时光的旅程: 壮丽的山脉将为您赋予美丽的全景，
未受污染的大自然将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

鲁克玛涅古道沿着作为欧洲中世纪历史根基的重要路线和修道院定居点延伸。这条充满历
史和宗教见证的道路在古代是朝圣者和皇帝从科斯坦扎湖出发前往罗马的必经之路。
路线的起点位于拉维纳蓬特特莱萨的老海关出发, 我们继续沿着旧电车的地基 
(二十世纪中叶连接着瓦雷泽和蓬特特莱萨, 目前数公里的轨道已成为自行车道) 前进。
沿途您将欣赏到诸多采用自由主义建筑风格建造的老车站。
在卡德利亚诺-维科纳戈, 您将会路过阿尔根特拉公园: 您可以在溪流、瀑布和磨坊中享受片
刻的休息时光。继续前进, 马里奥和基拉湖形成的风景如画的自然绿洲将会出现在我们的眼
前, 最后抵达巴蒂亚加纳。据传在公元1047年左右, 年轻的执事杰莫罗被杀害后葬在这里。
根据米兰历史学家格弗雷多·达·布塞罗的记录, 米兰多摩大教堂的三位牧师在路经此处时, 
建造了这座小旅店。花点时间, 欣赏瓦雷泽圣山。
自2003年以来, 公元十七世纪的小径和Santa Maria del Monte小镇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瓦雷泽和伦巴第大区的骄傲。您可以在Via Prima Cappella大街停车, 
从山下或波利亚奇宫开始攀登, 前往位于山顶的圣殿。
沿途会有十四个小礼拜堂等待着参观者: 这些建筑艺术大作非常美丽, 都致力于展现《玫瑰
经》的奥秘。每一座建筑的风格各不相同, 且内部均保存有诸多的雕塑和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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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契诺公园对于第一次来访并冒险的游人来
说, 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喜; 而对于那些决定在返
程时享受内部奇迹的游人来说, 也绝不会令他
们失望。

2. 花园之城瓦雷泽: 城市的名字完美地呈现着
艺术与自然结合的理念, 而且数个世纪以来, 
这个理念始终是城市灵魂的象征。
几公里之外, 卡斯蒂利奥内.奥罗纳小城内的牧
师教堂博物馆值得一探。

3. 可以充分感受古代气氛的托尔巴修道院已于
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遗产名录。

4. 圣山周围的自然风光。
在瓦雷泽小城后方的一座丘陵上, 天气晴朗时
您即可欣赏波河平原、伦巴第山区、贝加莫山
区和特利纳山谷的风景。

5. Elixir del Borducan: 一种根据公元1872年加
里波第士兵大卫·布雷贡齐奥发明的橙子和芳香
草药配方于圣山区域酿造的利口酒, 您可以在
一日游结束时在当地的同名餐厅内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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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注意观察周围的布置时, 记得还要欣赏天
花板上非常壮观的壁画。 
路过最后一座礼拜堂后, 通往圣殿和Santa 
Maria del Monte小镇的坡道前, 
一尊巨大的摩西雕像“等待”着您。
在全景露台短暂停留后, 参观路线末端的一座
小圣殿: 内藏丰富的壁画, 绘制了天使和圣徒
在旁边的圣母升天场景。 
给自己一点时间, 快速参观毗邻的圣殿地下
室。这一景点经过修复后重新面向公众开放, 
可以欣赏到装饰着公元十四世纪美丽壁画的
一座中世纪早期教堂的遗迹。
17:30之后免费参观, 也可以跟随一位有趣的导
游付费参观。请记得, 惊喜还不限于此。
Santa Maria del Monte小镇上设立有两座博物
馆, 均值得一游。矗立在圣殿的旁边的是巴罗
菲奥博物馆, 内藏朱塞佩·巴罗菲奥男爵捐赠给
圣殿的少量古罗马雕塑、微缩手稿和绘画。
博物馆于2001年重新开放, 扩建的新区域用于
收藏当代宗教艺术作品。
位于米兰作家波利亚奇故居的同名博物馆也不
可错过:  内藏许多令人惊叹的文物。
除了艺术家草稿和雕塑、古希腊、古罗马和东
方文物之外, 在会客厅的后墙上还陈列着 米兰
多摩大教堂大门的一面石膏模型; 这样的场景
绝对让您惊掉下巴! 最后, 请参观一座中世纪建
筑- Castrum di Castelseprio的废墟。
这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

废墟自2011年起成为“意大利伦巴第历史 - 伦
巴第人在意大利, 权力的地点 (公元568-774
年) ”项目 (包含一系列留下伦巴第文明的地域) 
的一部分。遗址位于连接诺瓦拉和科莫的道路
旁, 地处 一座由厚墙保护的小山山顶处, 而且每
隔30米就筑有一座塔楼。
遗址内存在诸多的军事建筑, 值得我们注意的
包括托尔巴建筑群、圣玛利亚高墙和圣徒乔瓦
尼教堂, 这些均是伦巴第时代留下的重要证据
和科学家的研究对象。

照片

前页_ 弗朗切斯卡.鲁克玛涅古道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在瓦雷泽圣山上欣赏日落, 是结束丰富且迷人参
观体验一日游的最佳项目: 信仰与人文维度在此
通过难以忘怀的历史、独特的感觉融合着生命
暂停的奥秘。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神甫古道
 从丘陵地域到亚平宁山脉

修道院风格的体验: 一条拥有丰富历史的传统古道, 在绝对独特的景观中
延伸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在古代, 这条弗兰奇杰纳古道的替代路线直接穿越山脉。

神甫古道是弗兰奇杰纳古道的山区道路, 每年都有超过一千名朝圣者穿越古道所在的千年森林、
峡谷和溪流, 连接着中世纪的帕维亚、博比奥和蓬特雷莫利三座小城, 穿过卢卡镇后抵达罗马的
圣徒面庞古道 (Via del Volto 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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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布洛尼漫步, 品尝这片古老的地域奉献的
美味产品, 同时参观酒窖, 品味杂色葡萄藤的果
实, 获得“爆炸”的感官刺激!

2. 漫步前往帕维亚的体验。 
帕维亚是伦巴第大区范围内信仰最为丰富的
城市之一, 而且始终是许多古道的“天然”十字
路口。

3. 布洛尼的建筑魅力源自人类聪明才智的结晶: 
阿里恩迪宫、迦洛蒂庄园和马卡布鲁尼庄园。

4. 规模庞大而种植有序的葡萄藤在秋天“炫耀”
着自己温暖而明亮的黄色和火红色。

5. 沿途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真正的热情好客和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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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十七世纪开始, 僧侣们即从神甫古道前
往罗马, 而爱尔兰的教士则在这条路上前往圣
科伦巴诺的坟墓朝圣。
古道同时用于将商品从同名小镇的修道院运
往皮亚琴察、切诺山谷、塔罗山谷和托斯卡
纳。古道总长约190公里, 比著名的弗兰奇杰
纳古道更具挑战: 游人需要沿着小径、骡马道
和马车道蜿蜒而行, 穿过总落差达到6000米
的山谷和山脊区域。
在无数的村庄、教堂、要塞和仍保持原状的
地域内, 自然元素和人类遗迹激发了这里的魅
力。古道的伦巴第路线从帕维亚延伸至波河南
区和亚平宁山脉的佩尼切山脊处, 共由三个长
度几乎相等 (每段约20公里) 的路段组成: 
第一段从帕维亚到布罗尼平原丘陵处; 第二段
的终点为Pometo/Caminata; 第三段主要分布
在高山和丘陵区域, 连接着Caminata和佩尼切
山脊。
从这里开始一路下坡，而后抵达博比奥。 
从小城的东郊继续沿着弗兰奇杰纳古道前行，
抵达村镇后沿着提契诺州公园的绿道向南漫
游。沿着河畔小路继续前往帕维亚省的贝卡桥: 
这座桥梁于1910年至1912年间建成, 
地处提契诺河和波河的交汇处。
1944年, 贝卡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行动
期间被部分摧毁, 1950年才重新开通。
过桥后, 沿着波河左岸的无机动车通过的铺装
路面前进, 绕过河流, 然后转向布洛尼-斯特拉

德拉方向的丘陵区域。 
在布洛尼; 您可以沿着温水古道 
(Via dell’Acqua Calda) 上行至柯隆巴罗内: 
在山脊的起点处, 道路将斯库罗帕索山谷与维
尔萨山谷分开。
从柯隆巴罗内出发, 道路沿着整个山脊穿过不
同的地点: 卡斯塔纳、萨纳扎罗、切拉, 西班牙
和法国, 然后是卡特希托里。
从这里我们转向卡内维诺的马车道, 最后抵达
博美托。敷设沥青的路段占比很少, 仅存在于
主要城镇的中心地带。

照片

前页_ 贝卡桥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小径、骡马道和马车道: 这些体验仍保留在徒步
旅行人群的心灵中, 让人回想起古代的艰苦。
而且位于山区和乡村之间无法进入的道路从未
被探索过。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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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科伦巴诺古道
 欧洲的守护神

重新追溯一位非凡人物-圣徒科伦巴诺走过的道路, 意味着深刻地提升并
理解与修道生活 (统一欧洲的梦想)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代文化的价
值。统一欧洲的目标在现代仍那么遥远。

圣科伦巴诺古道是一条穿越伦巴第东部区域, 通往博比奥神庙的道路。
博比奥小城内矗立着一座著名的修道院, 地处亚平宁山脉的核心区域, 公元七世纪初由爱
尔兰住持, 圣徒科伦巴诺修建而成。科伦巴诺出生于公元542年, 是其所处时代中最具影响
力的精神人物之一, 被誉为“欧洲的守护神”。
公元591年, 他与12名弟子从爱尔兰北部的班格尔出发, 花费30余年的时间穿过欧洲, 在众
多的国家 (包括今日的爱尔兰、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 设立了教会
和修道院。



1. 走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小路上, 游人们不禁会
想到, 对于科伦巴诺本人而言, 这一切都始于海
上, 始于爱尔兰北部的班格尔。
沿着 伦巴第境内的路线, 我们实际上已经接近
这位圣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2. 前往米兰的科伦巴诺受到伦巴第国王阿乌塔
里和妻子泰奥多莉娜女王的接见。
由于他们二位在途中给予的保护, 他在继续南
下的途中停留于博比奥的一个小村庄, 后来获
封圣徒科伦巴诺的称号。

3. 圣.科伦巴诺和数位门徒在特利纳山谷南部的
摩尔本涅区域停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4. 圣科伦巴诺兰布罗本土酿造优质的DOC认证
葡萄酒“San Colombano” (被誉为“米兰佳酒”),
这要得益于周边山岭葡萄藤所在的优越的位置
及其丰富的产量。

5. 精神和宗教是走入这条古道的根本要素, 
但从环境、景观、文化、音乐、手工艺和美食
和美酒的角度来看, 道路的两侧亦存在众多的
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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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巴诺及其弟子伽罗是爱尔兰修道生活的关
键人物, 他们共同创造了欧洲首次大迁移的盛
举, 推动了去文盲化和教育活动, 提前预示了中
世纪伟大的僧侣迁移运动。
作为爱尔兰人传统的普及者, 他必须清楚地开
展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忏悔圣礼的形式, 
即谴责犯罪的个人以及在日常中继续重复这一
行动。进入这条路线是一个回溯圣徒步伐的机
遇: 科伦巴诺越过阿尔卑斯山并抵达伦巴第王
朝统治的米兰后, 直接前往坐落在亚平宁山脉
最北端的博比奥小镇。
在这里, 圣徒科伦巴诺建立了最后一座修道院
并使其在暴力和动荡时期成为一座稳定和文化
的中心。从意大利北部的宗教和文化角度来看, 
这座修道院在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最具影响力
的宗教机构。科伦巴诺于公元615年去世, 
他的遗体被保存在修道院十字堂的地下墓室内,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到此纪念。
意大利段的行程从奇亚维纳小镇开始, 沿着科
莫湖的东侧延伸至莱科。
您将穿过被誉为“科莫湖明珠”, 山峰环绕的诺
瓦特、库尔乔（克里克的一个区域）、德尔维
奥、贝拉诺和瓦雷纳等小镇。继续前行, 还将
抵达两座科莫湖畔小镇: 
列尔纳和阿巴蒂亚。后者是“徒步旅行者路径”
的起点, 另一条带您探索湖泊艺术和自然美景
的非凡小径。
从莱科出发, 继续沿着阿达河畔的小路前进, 

路过奥尔吉纳特和布里维奥后抵达米兰地区。
快速通过梅莱尼亚诺, 洛迪主教教堂仿佛一瞬
间就矗立在眼前: 这座教堂是伦巴第大区境内
最大的罗马式建筑之一, 也是城市最古老的遗
迹。主教教堂建成于公元十六世纪, 教堂中殿
的中央摆放着圣徒巴西亚诺的镀金铜像, 陈列
着哥特式的石棺圣坛, 中世纪壁画和描绘“最后
的晚餐”场景的一尊罕见的罗马式雕塑。
继续前进, 抵达圣科伦巴诺: 意大利牧师、教育
家和作家唐.卡洛.涅奇于二十世纪初诞生于此，
已被天主教会封圣。
继续沿着道路前行; 我们最终会抵达博比奥。
圣科伦巴诺古道现在是研究和再次鉴定的目
标。

照片

前页_ 列尔纳 

前页_ 圣科伦巴诺兰布罗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在圣科伦巴诺兰布罗小镇的诸多地点短暂休憩, 
品尝“el vin de Milan” (一种葡萄酒)。 
同时我们将了解此处几乎作为米兰大都会飞地 
(距离米兰约20公里, 但位于洛迪和帕维亚省之
间) 的概念。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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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鲁加古道
 从斯普鲁加到齐亚维纳的“皇后”古道

(弗兰奇杰纳古道莱茵兰段的第一部分）
斯普鲁加古道的别名是“崇高的路线”, 充满野性且风景迷人。
古道虽然被封闭在崎岖的山谷中, 但拥有丰富的历史。

前往阿尔卑斯山脉核心地带的步行漫游体验: 自公元十八世纪起, 包括获得意大利“大环
游” (现代旅游的雏形) 非凡体验的诗人歌德在内的欧洲众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首批从
这里开始漫游的人士。从全部位于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境内的斯普鲁加古道 (俗称“弗兰奇
杰纳古道莱茵兰段”) 出发, 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核心地带、雷诺山谷、波河峡谷和《希杰力
克日记》中记载的弗兰奇杰纳古道。



1. 经过古老的马匹交易中心“索斯特”后, 进入卡
迪内洛山谷, 沿着关口处的小径旁的悬崖俯瞰
里罗溪流, 会让人回想起艰苦的冬季过境步兵
和骑兵队伍。

2. “Locanda del Cardinello”自公元1722年以
来一直为斯普鲁加古道上的旅客提供茶点, 
因此值得您短暂停留。

3. 海拔2,114米的斯普鲁加山口 (德文: 
SplügenPass, 拉丁罗马语: Pass dal Spleia或
Pass dal Splegia) 是阿尔卑斯山脉最重要的通
道之一, 自古以来即是一处交通枢纽。

4. 在科尔蒂坎波多尔奇诺小村庄众多的十六世
纪古建筑中, 斯普鲁加博物馆即位于其中。其
是伦巴第大区唯一一座以古道为主题的博物馆, 
也是山谷文明以及古道在数个世纪中扮演的历
史和商业角色, 在地中海盆地和阿尔卑斯山脉
北部区域之间实现流通的见证。

5. 加里瓦乔圣殿是一座位于同名山谷中的洗礼
教堂, 其与圣古里埃默圣殿一道“提醒”我们, 斯
普鲁加古道不仅一条商道, 也是朝圣者的通行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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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在罗马帝国的地图中即有记载, 在数个世
纪中始终作为重载货物、推车和马车的通道
使用, 见证了商人、旅行者、军队、朝圣者和
欧洲文化的伟大人物 (如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
谟) 的足迹。
斯普鲁加公路 (公元1823年) 建成不久后，一
条防止雪崩, 便于冬季通行的重要隧道在收费
站的南部建成。
在今天, 这条隧道是大规模道路工程的近代见
证之一, 数千年来帮助通行者抵御冬季的 
危险。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调查结果表明, 
斯普鲁加古道在史前时代已然存在。
“Spluga”一词衍生自“spelu(n)ca”, 意为“大山
洞”或“洞穴”。事实上, 在斯普鲁加山小镇附近
确实存在一个通常被称为“truna de l’urs”的洞
穴 (熊窝洞穴)。在古代, 斯普鲁加山口亦被称
为“熊山”或“熊关”。
从这里开始, 古道沿着圣贾科莫山谷开始走入
下坡。在抵达海拔333米的齐亚维纳“山口道
路”的“关键”点 (克拉韦纳) 之前, 古道的初始路
段恰好与卡迪内罗峡谷中一条风景迷人且同时
代形成的古罗马道路相重合。
抵达齐亚维纳后, 切勿错过参观采用罗马建筑
风格的圣洛伦佐牧师教堂的机会。
因室内的装饰, 华丽的四面柱廊庭院, 雄伟的十
六世纪钟楼, 公元1156年的洗礼盆和一座内藏
丰富艺术品宝藏的博物馆 (包括齐亚维纳最珍
贵的福音书《Pace》, 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十一

世纪, 由中世纪金匠杰作), 牧师教堂成为城市最
重要的建筑之一。
另外一处不可错过的景点是波托内拉磨坊, 
位于齐亚维纳古工匠区。磨坊是工业建筑领域
内一个罕见范例, 公元十九世纪末之前不间断
的磨坊业务仍存在于今日的记忆中。
磨坊所在的四层楼中, 均可以欣赏到其特殊的
木制 (主要的建筑材料) 结构。
斯普鲁加古道是一条专为游客量身定制的行程, 
s游览持续时间约5至7天。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美国被发现的公元1492年, 加里瓦乔见证了圣
母在两位女童面前显灵: 此处建造了一座具有特
色的圣母圣殿, 纪念这一比卢尔德、法蒂玛或美
迪胡戈里耶还要早数百年的超自然现象。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照片

前页_ 斯普鲁加古道



弗朗切斯卡古道
 从齐亚维纳到索立科的“皇后”古道

(弗兰奇杰纳古道莱茵兰段的第二部分)

这条古道亦因“历史悠久的山谷小径”而出名: 宜人的道路上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证据和壮观的景色, 让您与绝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自然紧密接触。
圣费德利诺小教堂 (殉难者-圣徒费德勒古墓地的所在地) 位于湖泊、
河流和山脉之间, 尘封在这条充满奇迹的古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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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亚维纳的标志性建筑: 圣洛伦佐牧师教
堂。丰富而优雅的建筑群为老城区中心地带赋
予一种认知式的视觉体验。

2. 在戈尔多纳, 尝试一次令人兴奋的独木舟冒
险, 顺着博贾激流一路而下。

3. 在萨莫拉克的维佳佐罗乡村区域, 
“邂逅”用于划分板栗林梯田, 被称
为“muracche”的 历史遗迹。
不远处, 您即会发现建造于巨石下的“Crot del 
Balon”。

4. 位于索里科的圣费德利诺小教堂, 是一面可
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的伦巴第古罗马里程碑。

5. 欣赏位于索里科和杜比诺之间的西班牙平原
自然保护区-梅左拉湖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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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古道属于 “皇后”古道网络, 也是斯普鲁加
古道的自然延续。从齐亚维纳向南即可进入
弗朗切斯卡古道 (弗朗奇地域古道, 或山口道
路, 亦称Via Franca-自由之路), 或是连接科
莫湖和齐亚维纳的齐亚维纳平原古道。
这条路线与俗称的“山谷古道”相重叠, 且标注
有齐亚维纳山谷山区城镇的黄色标志。
古道沿着齐亚维纳平原的西坡延伸, 终点位于
索立科小城的边界地带。
穿过数座谷底的人居区和萨莫拉克的半山腰，
最后分别抵达卡森达 (丰塔纳小城的一个区域)
、萨莫拉克区域和圣乔瓦尼.阿尔克托教堂。
继续沿着齐亚维纳平原前进, 然后穿过宏伟的
石阶并绕过贝林吉拉山峰的山脊后, 欣赏美景
西班牙平原保护区的壮观风景。
继续沿着山口小径前往萨索达西奥小城, 
沿着下坡路抵达同名的小村庄后再次进入这条
皇后古道。
我们继续沿着梅左拉小湖的西岸出发, 沿着国
道SS340穿过蓬特帕索小城, 最后抵达索立
科。在开始攀登之前, 值得绕一段小路前往参
观圣费德利诺小教堂 (约15分钟，位于梅拉河
畔), 而后返回位于萨索达西奥的上坡路线中。
继续沿着山口小径前往萨索达西奥小城, 
沿着下坡路抵达同名的小村庄后再次进入这条
皇后古道。
我们继续沿着梅左拉小湖的西岸出发, 
沿着国道SS340穿过蓬特帕索小城, 
最后抵达索立科。

在开始攀登之前, 值得绕一段小路前往参观圣
费德利诺小教堂 (约15分钟，位于梅拉河畔)，
而后返回位于萨索.达西奥的上坡路线中。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在伦巴第的古代道路中, 弗朗切斯卡古道将赋予
您最为独特和壮观的视觉体验。
休息一下, 欣赏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魅力, 壮丽的
景观,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真正“拥抱”着大自然
的天空、山脉和湖泊景观。

照片

前页_ 弗朗切斯卡古道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皇后古道
 从索立科到科莫的“皇后”古道 

(弗兰奇杰纳古道莱茵兰段的第三部分)
“皇后”古道历史悠久且至关重要, 其贯穿的一面由小旅店和非凡古迹构成
的网络是这段道路历史重要性的最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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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个世纪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皇后古道位于科莫湖的西畔, 是一条跨越阿尔卑斯山脉伟大
轴线的道路, 在考古学记录和罗马帝国地图中均有明确的记载, 从雷诺山谷和科斯坦扎湖
一路延伸至斯普鲁加山口。
与科莫湖连接在一起的这条作为交通、水面防御的道路建成于最遥远的时代, 始终是阿尔
卑斯山脉核心地域和波河平原之间的之间的一条主轴线, 由进攻至莱茵河畔的罗马征服者
进行了加固。科莫湖是一条属于水手、士兵和商人的水道, 而皇后古道则是一条用于当地
交通的陆地线路, 二者构成了一套真正的“科莫湖系统”: 一面在科莫起到重心作用的路线
网络, 向北可前往阿尔卑斯山口, 向南则可以抵达米兰。“皇后”这一名称意味着这是一条
敷设有石头的主要公共道路, 公元1187年第一次出现这一名称的记录。 
根据公元1335年的市政法规, 跨越科莫 - 齐亚维纳整个区域的道路沿用这一名称。
但是, 考虑到这条道路的重要性, 同时沿用这一名称的也可能包括米兰 - 科莫线路甚至是
齐亚维纳以外区域的道路。



1. 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奥
苏西奥圣山上矗立着一座圣殿和十四座小礼拜堂, 
建成于公元1644年至1699年之间, 内藏丰富的陶
俑和壁画。

2. 科马奇纳岛以其有趣的考古遗产, 以及由建筑师
彼得罗.林杰利设计的艺术家住宅而闻名。
您在此可以欣赏到数座理性主义风格的建筑遗迹 
(历史可追溯至岛屿遭到摧毁的公元1169年之前)。

3. 位于切尔诺比奥的埃斯特庄园建造于伽罗沃庄
园 (隶属于红衣主教托洛梅奥.加里奥) 的旧址上。
埃斯特庄园已“变身”为一座豪华酒店，内部的花

园中保留着一条风景秀丽的半圆形回廊和一片阶
梯, 其中的人造洞穴上装饰有大力神和莉卡形象
的雕塑。

4. 埃尔巴庄园按照路易吉·埃尔巴的计划, 
采用新文艺复兴风格于公元1894年至1898年间建
成。庄园后来成为导演鲁奇诺·维斯康蒂的住所, 
今天已改建为一座设置有参观环线的博物馆。

5. 科莫主教教堂的特色, 体现在一座大理石的凯旋
门和外立面上的诸多装饰元素中。教堂的内部装
饰有公元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挂毯, 而且陈列的
绘画和其他艺术品更是确认了其奢华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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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条古道虽然部分融入于国道
SS340中，但仍保留了重要且辉煌的历史特
征: 这些特征与本土的小道和小径相互联系, 
确保您行程的连续性。
所有这一切都位于一个美丽而独特的背景环
境中并因此而闻名。
皇后古道事实上是弗兰奇杰纳古道或罗马朝
圣者古道的一部分, 虽然并未有历史文献证明
这一点, 但是沿途供罗马朝圣者居住的小旅店
构成的网络根据法律的规定, 是他们免费住宿
的地点。
原始路径氛围多个有趣的路段, 沿途矗立着丰
富的古迹、庄园和名胜, 无疑值得每位游客的
关注。位于格拉韦多纳的加里奥宫是一座风格
独特的文艺复兴时期住宅, 由红衣主教托洛梅
奥·加里奥建成于公元1583年。
恩宠圣母教堂 隶属于公元1467年设立的奥古斯
丁修道会, 是科莫湖区域最令人产生兴趣的文
艺复兴时期建筑群之一, 内藏诸多绘制于公元
十六世纪的壁画。
位于梅纳乔的圣母和平圣殿建成于公元1658年, 
恰逢法国和西班牙战争结束时签订《比利牛斯
和平协议》的年份。
在圣坛上的浅浮雕可以追溯到公元1484年, 
展现的是圣母和圣童的形象。
位于莫尔特拉西奥的圣阿加塔教堂可以追溯到
古罗马时代, 外墙上饰有壁画。内部则保留着
诸多可以追溯到原始装饰工程的壁画的残迹。 
在科莫, 值得注意的一座宏伟建筑是被誉为新

古典主义范例的奥尔莫庄园别墅。
这座庄园别墅按照提挈诺建筑师西蒙内·坎托尼
的设计, 为侯爵伊诺勤佐·奥德斯卡尔奇建造而
成。别墅内藏珍贵的新古典主义装饰, 
拥有一座巨大的双层大厅, 内部陈列有多梅尼
科·波兹的画作。
采用罗马建筑风格的圣阿伯蒂奥十字堂 可以追
溯至公元十一世纪, 建造于早期基督会教堂的
地基之上。 教堂由五座中殿构成, 后殿内保存
着一幅珍贵的环形壁画, 其绘制时间可能介于
公元1330至1340年之间。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重新发现这条位于山峰和湖泊、城堡和防御工
事、庄园和王子宫殿、骡马道和古老山村、
如“珠宝盒”一般, 在独特的场景中蕴藏着辉煌
壁画的教堂之间, 让全世界都感到嫉妒的科莫湖
西畔古道的魅力。

照片

前页_ 皇后古道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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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古道
 从科莫到米兰  

(弗兰奇杰纳古道莱茵兰段的第四部分)
这是一条宜人而平坦的路线，骑自行车也很容易通行。
虽然地处大都市地域, 同样也触及诸多的保护区。而且沿着塞维索山谷的
方向行进, 沿途存在大量的历史、艺术和环境景点。

圣彼得古道与多米尼加修道士彼得罗·维罗纳及其殉难事件 (1252年) 有关, 将科莫和塞维
索 (圣徒的殉地) 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条中世纪的路线穿越坎图后, 沿着柯玛希内拉古道 
(或许与罗马朝圣轴线科莫 - 米兰相重叠), 从阿弗利人居区进入米兰城, 穿过城市的老城
区中心地带后抵达大教堂公园和埋葬着圣徒的圣埃乌斯托尔乔教堂。
我们从科莫出发，沿着这条通往米兰的罗马古道行进, 而后转入皇后古道, 
经过巴拉德罗山脚下和圣卡尔坡弗洛教堂的中楣。而后, 我们离开主道, 转向坎图方向, 
路过阿尔巴特和塞纳。进入坎图小城后, 我们可以穿过历史悠久的圣安东尼奥旅店的中楣, 
而后跟随路标绕行, 抵达伦巴第罗马式的杰出建筑典范, 纪念红衣主教加里奥的建筑群 
(公元十一世纪)。我们继续向塞维索前行, 抵达Figino Serenza所在的核心乡村地带, 
穿过齐穆纳格和莫齐洛罗 (位于伦塔特塞维索) 后, 绕道前往伦塔特的城中心, 
参观公元十四世纪的一座辉煌的圣徒斯蒂法诺小礼拜堂。



1. 在与蕾丝及其制作传统紧密相关的诺维德拉
特小城中, 绝不可错过的活动是花边和蕾丝国
际双年展。

2. 位于梅达的安冬娜·特拉韦尔西庄园由意大
利建筑师、画家和历史学家保罗·梅扎诺特 
(亦是米兰证券交易所大厦的设计者) 设计, 
与古老的圣徒维托雷修道院和圣母诞辰教堂
(现名十字架圣殿) 相连。

3.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意大利最重要的
私人档案馆Emeroteca一直位于梅达, 保存着公
元十八世纪末之前的意大利日报。

4. 位于伦塔特塞维索的圣徒斯蒂法诺贵族礼拜
堂, 是伦巴第最重要的十四世纪古迹之一, 内部
讲述圣徒历史的环形壁画在意大利独一无二。

5. 米兰圣埃乌斯托尔乔教堂内有一座“波蒂纳
里小礼拜堂”, 圣徒彼得的遗体即安葬在座由巴
尔杜齐奥达匹萨打造的圣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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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塞维索后, 决不可错过参观殉难者圣彼得
圣殿的机会。这座圣殿位于Via S. Carlo大街, 
位于前修道堂 (目前是安布罗西奥会的牧师中
心) 的西北角。在圣徒彼得殉难 (1252年) 
并被封为多米尼克会的圣人之后, 得益于谦卑
者派的一项宗教计划, 建造了一座纪念圣人的
礼拜堂和一家专供前往殉难地的旅行者和朝
圣者入住的小旅店。俗称“圣徒彼得”的区域在
公元1252年至1300年间的诸多羊皮纸文献上
均有记载。公元14世纪期间, 多米尼克会接任
谦卑者派: 公元1373年6月, 教皇格雷戈里十
一世通过法令授予其“接收、设立、建造和永
久保留殉难圣彼得教堂和小旅店“的权力。
得益于阿雷塞伯爵的慷慨解囊, 由杰罗拉莫·
夸德利奥设计的当前建筑于公元1660年至
1685年间建成。
教堂外立面的特色体现在两种建筑风格的叠
加、使中部凸出的山墙饰三角面以及位于南侧
的钟楼。一项古老的活动-卡伦迪马乔大众节
于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办, 旨在纪念殉难
者圣徒彼得。在活动当天, 与圣人有关的遗物
将在圣殿中展出供人们景仰。
圣殿中全年陈列的藏品还包括一把镰刀和一把
杀害圣徒彼得的刺客持有的大弯刀。
此外, 节日期间圣殿所在的整个街区都将摆满
摊位, 展示当地的手工和娱乐产品。
在抵达塞维索之前, 古道分别触及三个保护区, 
并穿过塞维索的一条支流。
在此之后, 沿着山谷前行, 沿途的30多个历史-

艺术-自然景点很多都非常出名, 例如加里奥建
筑群和位于伦塔特的圣徒斯蒂法诺教堂。
在前往米兰的路上, 您可以欣赏到多座建成于
公元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优雅贵族庄园、美食小
镇和物业管理中心。从塞维索开始, 我们继续
沿着柯玛希内拉古道向米兰方向前进, 途经阿
弗利和珂玛西纳人居区后进入城区。
最后, 我们穿过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古罗马时
代、基督教早期和天主教遗迹 (多摩大教堂、
圣徒埋葬地、圣徒乔治宫广场), 进入圣埃乌斯
托尔乔教堂和十字堂公园。通过这一路径, 
我们将抵达弗兰奇杰纳古道莱茵兰段的最后一
段路线: 僧侣古道。圣彼得古道沿途拥有悠久
的历史和本土的记忆, 是高度城市化地域内的
一套特殊资源。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沿着这条轻松而愉悦的步行路线, 千万不要错过
参观圣维琴佐·加里奥古罗马教堂建筑群 
(位于坎图镇) 的机会。阿里贝尔托·达·因地米
亚诺洗礼堂以其非凡的洗礼仪式, 尤其是半圆形
后殿内丰富的因地米亚诺绘画装饰而闻名, 
是奥托尼艺术最高境界的体现。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照片

前页_ 圣.埃乌斯托尔乔教堂,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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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古道和山谷
 米兰 - 柯尔特圣安德雷, 波河河畔的弗兰

奇杰纳古道 (弗兰奇杰纳古道莱茵兰段的第五
部分）

重新追溯这条距离勤奋的米兰仅几公里, 隐匿在远古现实中的古道。

僧侣古道是一条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越的路线, 从米兰城中心出发, 穿越波河并延伸至
弗兰奇杰纳古道。您可以在沿途一些最古老但又最活跃地展现着宗教灵性中心停留。
长约65公里的古道穿过四片保护区: 米兰南部农业公园 (占地4.7万公顷) 、维他比亚公
园、蒙脱法诺世界自然基金会绿洲和圣科伦巴诺本土公园。
穿过连接着米兰和奇亚拉瓦拉修道院的古老路径, 沿途的农庄见证了僧侣们在周围的土地
上种植庄稼, 以及将收成送往城市的集市。富饶的土地, 贸易、文化活动非常活跃的小城
镇, 充满生气的奇亚拉瓦拉修道院和韦博尔多内修道院。



1. 在这场阅读和建议之间的旅行旅程中, 
于奇亚拉瓦拉修道院的十五世纪食堂, 至今仍
是教会人员用餐场所寻找愉悦灵魂和肉体食物
之间的相似之处。

2. 从米兰城中心的大教堂公园出发, 前往城市
南部郊区。沿着维他比亚灌溉渠的路线创造了
同名的山谷, 亦被称为僧侣谷。

3. 奇亚拉瓦拉修道院及其丰富的花卉和植物图
案装饰。

4. 重溯圣徒安东尼奥所在的年代, 诺赛多农庄

点燃的传统篝火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盛事活动。
在更近的时代, 来自白色军团的中世纪弓箭手
将火箭射入传统服装以点燃柴堆。

5. 僧侣谷每年都会成为一座舞台，表演、戏
剧、文化活动、各种类型的工坊会让所有人活
跃起来, 包括小家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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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古道分为四段可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越的
基础路段: 从米兰到位于城市区域内的诺赛多; 
从诺赛多到穿过维他比亚公园抵达奇亚拉瓦
拉; 从奇亚拉瓦拉前往僧侣之地的韦博尔多内; 
最后穿过村庄和农舍, 从韦博尔多内抵达美莱
涅诺。我们首先进入僧侣古道的第一段。
从米兰市中心的圣洛伦佐.克罗内教堂出发, 
沿着维他比亚灌溉渠向南前往兰布罗河流域
所在的郊区。
这条路线“创造”维他比亚山谷，即“僧侣谷”。
一家私人教会Nocetum即位于诺赛多, 
其负责响应有困难的人群并在当地传教。
西多会僧侣于中世纪定居于此, 得益于他们对
低产且状况恶劣土地的复垦活动以及奇亚拉
瓦拉、韦博尔多内和米拉索来修道院的建成, 
使得人居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作为起到和文化活动地点, 位于米兰门户地带
的奇亚拉瓦拉修道院会让您感到惊讶, 这里也
是意大利最重要的西多会修道院之一。
圣徒贝尔纳多于公元1135年创立了这座修道院, 
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小型农业村庄, 其中包含诸
多用于反思和崇拜的建筑, 两侧分别是工作空
间和僧侣的作坊。
参观于2009年修复的古模仿: 目前是博物馆和
举办有趣教学活动的地点, 包括适合各年龄段
的烘焙、制皂和草药课程。
修道院的磨坊目前由Koinè合作社管理, 
后者还为团体、学校和儿童组织工坊活动。
面向公众开放的修道院房间现在是祈祷堂和夏

季活动中心, 举办季节性美食品尝会和家庭庆
祝活动。
每周六和周日, 您都可以参加讲述历史的导览
活动。然后, 古道将引导我们继续沿着兰布罗
河前进, 其中的个别路段位于河岸旁, 抵达柯尔
特圣安德雷的波河河段。在这里, 就像过去的
朝圣者一样, 可以开始一场“Transitum Padi”, 
即越过波河, 搭乘私人船舶沿着索普拉维沃的
艾米利亚河畔, 前往弗兰奇杰纳古道。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在米兰南部的修道院内, 您仍可以“呼吸”到本
笃会修士们首次大规模改造土地的气氛。
参观被誉为“农业小镇”的奇亚拉瓦拉修道院:
僧侣们在这里致力于祈祷和工作, 在作坊中制作
各种有机产品。

照片

前页_ 奇亚拉瓦拉修道院, 米兰 

 古道上的5个探索主题



修道之路
  一条米兰境内的旅程

一次历史、文化和信仰之旅, 为您带来真正的惊喜。
您所期待的所有元素距离米兰市中心只有几公里的地方, 需要穿过安布罗
西奥大都会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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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之路“绘制”了一条穿过米兰南部农业公园和提契诺公园的行程, 让您可以探索以灌溉
沟渠、水道、喷泉、运河、磨坊、乡村道路和大型农舍为标志的独特环境。
修道之路的总长度超过100公里, 分为数条短线路, 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分别矗立着一座由谦
卑者派团体建造的宗教建筑: 孟鲁尔圣洛伦佐修道院和杰萨泰圣彼得教堂。
沿途的修道院是僧侣们的建筑杰作, 在农业发展和景观设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这个角
度出发, 这条道路事实上将宗教旅游、文化旅游和美食旅游编织在一起。
从孟鲁尔人居区穿过米兰南部农业公园: 这一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即见证了人类改变了景观质
量, 尤其是该地区的主要资源 - 水。
伯纳德·丰塔内, 俗称“奇亚拉瓦拉的伯纳德”, 是奇亚拉瓦拉修道院的设立者。
他于公元1150年至1160年间将米兰市政府赠送的沼泽荒地改造为一座加工和祈祷中心。
教堂内陈列着拉丁十字架、矩形的唱诗台和一间耳堂; 绝对基础的建筑结构因随后几个世纪
的实质性干预工程, 例如壮观的坎帕纳利亚塔楼 (公元1347-1349年, 被认为是佩科拉里的杰
作) 和丰富的环形壁画而被废弃。沿着修道之路, 我们将抵达位于米兰省圣朱利亚诺米拉内塞
小城的韦博尔多内修道院。修道院始建于公元1176年, 公元1348年由谦卑者派团体建成，
僧侣、修女和俗教徒入驻于此, 在这里过着祈祷和劳动的生活。



1. 在奇亚拉瓦拉的古磨坊内举办众多的活动：
教学工坊、面包烘焙和草药课程、文化活动和
开胃酒会、生日派对和有组织的节日活动。

2. 市场、民间节日、美食和美酒节、娱乐和
体育活动, 让“修道之路”在每个季节都充满了
活力。

3. 重要的历史重演活动中, 最著名的当属莫里
蒙多的“Trecentesca”。这项国际知名的活动
旨在重现中世纪维斯康蒂时代的历史, 与公元
1356年在卡索拉特 (米兰军队和帝国军队发生
冲突的地点) 发生的战争有关。

4. 莫里蒙多教堂拥有非凡的音响效果, 而共鸣
室是每年不同时期举办礼拜仪式、古典和神圣
音乐会以及合唱表演的理想场所。

5. “Abbiategusto”-不容错过的国际美食和美
酒活动, 在附近的阿彼亚特格拉索小城举办。 
按照传统, 活动为任何想要发现与伦巴第风味
相关的美食和历史的人群打开了城市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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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蒙多修道院因其建筑魅力和公元十四世
纪的壁画而成为伦巴第大区最重要的中世纪
建筑群之一, 目前是本笃会的修女社区, 
致力于修复古代的微缩本和书籍。
以圣徒彼得冠名的教堂是其古代建筑唯一遗
留下来的部分，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
路易吉·多米尼奥尼进行了部分重建。
教堂内部被数根巨大圆形陶土柱划分为三个中
殿, 您可以选欣赏珍贵而充满魅力的壁画
(被认为是意大利北部公元十四世纪创作的最
重要且最美丽的壁画，且风格明显受到乔托的
影响)。
而后, 您将分别路过卡尔文扎诺和米拉索来圣
母教堂, 驻足于莫里蒙多修道院 (于公元1134年
由数位来自法国北部莫里蒙德修道院的西多会
修士设立。在建成的头几十年中, 修道院成为
促进农业开发和土地开垦, 积累财富的中心。
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 修道院逐渐失势, 
拿破仑政变之前的公元1799年颁布的一项命令
其停运; 这是因为1798年5月31日法国大革命之
后, 所有修道院和和莫里蒙多的西多会均被下
令镇压。
自1950年开始, 熙笃会的会众居住重新居住于
此。2006年以来被委托给教区的神职人员。
修道院的教堂于公元1182至1292年间建成，
以圣母诞辰冠名。教堂采用长方形的布局, 
由三座中殿构成, 拥有圆形石柱支撑的拱顶结
构; 十字架上放置着一盏小八角形的灯笼。
内部值得我们注意的还包括公元十四世纪的圣

水钵, 细木工匠弗朗切斯克.吉拉莫制作的唱诗
台, 以及贝尔纳迪诺·鲁伊尼绘制的含有圣母和
圣童、圣徒本笃和圣徒贝尔纳托形象的壁画
(壁画残片, 未在教堂内绘制)。
沿着提挈诺公园走一段路后, 抵达米兰的杰萨
泰圣彼得教堂 (公元1493年改建为修道院)。
教堂位于米兰市中心一座绿树成荫的大型墓地
的南部, 于公元1447年至1475年间建成, 毗邻一
座可追溯至公元十三世纪的古老修道院。
教堂的建筑工程通常被认为是桂尼弗尔特或皮
尔兰托尼奥·索拉里的手笔, 是公元十五世纪伦
巴第建筑的典范之一。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在中世纪美食的启发下, 在莫里蒙多修道院重新
发现朝圣餐。一份新鲜香草汤、扁豆猪肉、一
条面包或洋葱馅饼: 牧师堂将为您提供三道菜和
一段简短的说明, 那就当个真正的美食家吧！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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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漫步路线
 米兰城中心的七座宿营地

一份有关米兰市中心七座教堂的“简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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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漫步路线是一条从米兰城中心到提挈诺门的行程。
沿途共有七座宿营地: 圣萨帝洛圣母教堂、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 泽贝迪亚圣亚利桑德罗
教堂、圣乔治宫教堂、圣洛伦佐马焦雷教堂、维多利亚圣母圣殿和米兰历史的伟大见证: 
圣埃乌斯托尔乔教堂。



1. 圣阿奎利诺礼拜堂位于圣洛伦佐大教堂的右
侧, 内藏米兰最古老的马赛克, 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公元四世纪。

2. 探索米兰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她将“带领”
游客参观数个世纪以来为这座城市承担重要角
色的丰富古迹、博物馆和宗教场所等。

3. 圣洛伦佐教堂的地下室中, 游客可以参观米
兰的古罗马圆形剧场的石头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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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摩大教堂广场出发, 进入Via Torino大街: 
圣萨帝洛圣母教堂即坐落于此。
教堂根据詹·加莱阿佐·斯福尔扎公爵的命令, 
于公元十四世纪末开始建造。
距离不远处 (仍然位于Via Torino大街), 圣塞
巴斯蒂亚诺 (亦被称为“公民神庙”出现在您的
眼前。继续前进, 抵达泽贝迪亚圣亚利桑德罗
教堂。这是一座传承安布罗西奥天主教传统
的大型礼拜活动举办地, 仍然位于米兰的老城
区中心地带, 正好位于传说中殉难者圣徒亚利
桑德罗被囚禁的地方。
教堂所在的广场虽然鲜为人知, 但却是旧米兰
城最具特色的广场之一。 
短途漫步路线的第四座寄宿地: 圣乔治宫教堂
仍位于Via Torino大街的轴线上, 是一颗矗立在
小广场的艺术“珍珠”。
距离几百米的地方是意大利和米兰最古老的教
堂之一:  圣洛伦佐马焦雷教堂, 因建筑规模十
分宏大、内藏丰富的艺术品而散发着十足的魅
力。在数个世纪的进程中, 教堂接受过数次实
质性的干预工程, 今天引领着游客探索其内部
的精神奥秘。
距离教堂不远处的地方, 矗立着维多利亚圣母
圣殿。教堂建成于公元十八世纪, 在受到 女修
道院的压制之后, 公元十七世纪末才面向公众
开放。我们继续前往提挈诺门, 欣赏短途漫步
路线上的最后一座寄宿地: 圣埃乌斯托尔乔教
堂。这座罗马式教堂地处一座墓地 (公元三至
五世纪) 区域内, 而且按照传统, 这里也是使徒

巴拿巴为第一批基督徒施洗的地方。
这种在古代持续很长时间的利益被认为是米兰
主教 (公元344年-350年) 埃乌斯托尔乔一世
的创造。
第一座教堂 (公元六世纪的基督教早期) 的遗迹
位于半圆形后殿的下方, 其筑墙可以追溯到公
元十一世纪中叶, 是教堂在古罗马时代历经数
次改建的最佳见证。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米兰多摩大教堂。气势磅礴, 迷人而永恒。
米兰多摩大教堂位于广阔的同名广场中, 第一次
见到她的游客在惊讶之余也会仔细地观察。
花一些时间, 探索教堂内部的魅力, 而后, 
登上教堂顶部的天台, 近距离欣赏壮丽的塔尖。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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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茱莉亚古道
 宝藏中的宝藏

圣女茱莉亚古道在今天仍然是历史地理学的深度研究主体, 
为圣女最后的停留地, 被誉为富裕伦巴第“宝藏中的宝藏”的圣女茱莉亚修
道院”建筑群给出了最重要的诠释。

沿着这条伦巴第时代的道路, 公元763年, 众人将殉难圣女的遗体从皮萨诺港 (利沃诺) 
运送至布雷西亚。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奥及妻子安莎希望将圣女茱莉亚的遗物保存在他们
于公元753年在布雷西亚设立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内。



1. 布雷西亚的教皇保禄六世广场上并排矗立着
两座宗教建筑: 新主教教堂和旧主教教堂, 但建
筑风格完全不同。前者采用罗马式建筑风格, 后
者则位于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之间, 均值得
您一一游览。

2. 参观与卡尔梅利塔尼亚利桑德罗·曼佐尼的
传统有关的景点, 欣赏其最重要的悲剧作品, 引
发伦巴第王国沦陷的《阿德尔齐》。

3. 如果您是一位汽车爱好者, 请参观为传奇的
老爷车竞赛设立的“千哩博物馆”, 重新 追溯比
赛的各个阶段。此外, 您在博物馆内可以欣赏一

些“主角”老爷车！

4. 如果您想要一丝宁静, 那么可以前往附近的
湖泊区域, 以及环绕湖泊的山脉和法哥第葡萄园
所在的丘陵地带。在伊塞奥湖区域, 您可以沿着
湖畔漫步, 在橄榄林中发现诸多的小渔村。而在
加尔达湖区域, 您可以前往锡尔苗内温泉中心享
受放松的感觉。

5. 从旧城出发, 爬到启德内奥山顶, 抵达布雷西
亚城堡。此处矗立着两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 但
最重要的是站在山顶俯瞰布雷西亚的美丽景色, 
如果天气晴朗, 还可以欣赏周围的壮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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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古道有很大的可能用于修道院和受到伦
巴第权力稳固控制的要塞的迁移和运输。
因此, 圣女古道在中世纪早期是一条人流密集
的通道, 紧接弗兰奇杰纳古道的一条分支-利
沃诺古道, 穿过卢卡、加尔法涅纳区域、亚平
宁山脉、帕尔马、丰塔内拉托、布塞托、克
雷莫纳后最终抵达布雷西亚古老的本笃会圣
女茱莉亚修道院。
圣女古道延伸至因修筑大路而被遗忘的意大
利乡村地带、托斯卡纳的多条山谷、亚平宁
山脉的树林和波河平原。您可以探索沿途充
满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自然及景观。
在布雷西亚, 您会被圣女茱莉亚修道院、圣萨
尔瓦多大教堂 (内藏伦巴第时期的珍贵壁画和
灰泥装饰) 和罗马议事广场遗迹 (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魅力迷住。
展览的构思和场地使修道院内的城市博物馆具
备了独特的风格。博物馆的展览面积为1.4万平
方米, 是史前时代到现代的布雷西亚历史、
艺术和精神的最佳见证。
展品和容纳展品的墙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好体现了博物馆的特色。
有关圣女茱莉亚时代相关的藏品约11,000件，
凯尔特族的文物包括头盔和护胸牌、肖像画
和罗马青铜器, 伦巴第古文献、随葬品、马赛
克和壁画。布雷西亚的城市象征是 一尊可以
追溯至公元一世纪下半叶的青铜塑像“Vittoria 
Alata” (带翅膀的维多利亚女神像), 发现于公
元1826年, 也是近期一项研究项目的“主角”，
分析古代艺术史和布雷西亚古都城生活的新思
维来源。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布雷西亚城的三个地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老城区中心地带的工
程 (伦巴第人在意大利-权力的地点, 公元568
年-774年，2001年被列入), 到因丰富性和多
样性而闻名全球的卡莫妮卡山谷岩画 (意大利首
座被列入的遗产, 1979年), 再到加尔达南部的
阿尔卑斯高山湖上草屋 (2011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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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哥第区域的克鲁尼会修士古道
 漫步于葡萄园和农舍之间

探索克鲁尼会修道院。

“法哥第”这个名字让我们回忆起它的历史以及其与法国宫廷的联系。
而克鲁尼会修士的到来要得益于此地享受的自由贸易权 (curtes francae);
“Franzacurta”这个名字则在公元1277年首次出现。布雷西亚和伊塞奥湖之间的行程横穿
拥有辉煌景观的葡萄园，穿过中世纪的塔楼和公元十六世纪的宫殿、城堡和小镇。
法哥第区域内保留了维斯康蒂时代的边界。沿途您将有机会探索并参观这片美丽地域上的
两座克鲁尼会遗迹: 位于伊赛奥湖托比埃雷自然保护区的拉莫萨圣彼得修道院, 以及内藏
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纪布雷西亚主要艺术大师作品的奥利维托会修道院。



1. 获得DOCG认证的Franciacorta Satèn葡萄酒
已获得在布雷西亚省内的酿造许可, 也是法哥
第区域唯一获得此项认证的葡萄酒。

2. 根据《拉姆萨尔公约》, 位于塞比诺的伊赛
奥湖托比埃雷自然保护区被定义为一处“具有
国际重要性的湿地”, 特别保护区 (ZSC) 和Rete 
Natura 2000项目的特别保护区 (ZPS)。

3. 依索拉山岛是一座因装置艺术“浮动码头”而
闻名全球的小岛, 也是一处不可错过的景点。
从苏尔扎诺乘船前风景如画的小渔村佩斯基耶
拉马拉里奥。渔村设置有一座小码头, 整齐的
停泊着渔民的小船, 您可以在此欣赏周边美妙
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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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提到的两处辉煌的建筑群是意大利北
部最具魅力的宗教建筑, 也是数个世纪的进
程中历史和变革的产物。位于罗登戈萨伊亚
诺的圣徒尼古拉奥利维托会修道院建于公元
1050年前后, 地处古罗马时代最重要的枢纽地
带, 建成后很快就成为了前往罗马的朝圣者们
休息和恢复体力的地点。
布雷西亚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于公元十六至
十七世纪的一些绘画作品让圣徒尼古拉教
堂、公元十五世纪的回廊、奇斯特纳回廊、
格朗德回廊、本笃会修道院“Antirefettorio”
、修道堂餐厅和小客栈组成的建筑群更具辉
煌特质。这些艺术家亦是僧侣: 最出名的当
属公元十八世纪米兰流派的代表人物罗玛尼
诺、莫雷托、福帕、甘巴拉和科萨里。
借此机会, 您可以品尝并购买修道院的僧侣按
照古老的配方生产的真正的灵丹妙药: 
蒸馏酒！位于伊赛奥湖盘普罗瓦里奥小镇的拉
莫萨圣彼得修道院建在一条重要的交通干道附
近。从外部来看, 其呈现出原始建筑所采用的
罗马式建筑风格, 而在后续的数个世纪, 
尤其是公元十五和十六世纪期间, 修道院内部
接受了一项特殊改造。
切勿错过参观修道院旁边的纪律大厅的机会：
内部装饰有公元十六世纪初的壁画, 还可以欣
赏伊赛奥湖托比埃雷自然保护区的全景。
请记住, 您所在的这片土地是Franciacorta葡萄
酒的产区, 也是布雷西亚丘陵区域的骄傲和一
处旅游目的地。 

香槟镇在三个世纪中一直严格地遵照唐·佩里侬
发明的经典方法, 酿造出神圣的琼浆玉液: 
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Satèn葡萄酒, 满足您
所有的感官体验要求。
事实上, Franciacorta葡萄酒的酿造并不是最著
名酒庄的独家特权。
按照宗教旅游的共同线索, 您还可以在诸多的
场所发现美酒。例如, 前往参观位于阿德罗的
圣母雪景圣殿: 卡尔梅利塔尼.斯卡尔齐教会在
此处从事葡萄种植和优质法哥第葡萄酒的酿造
活动, 您可直接在修道院内购买这些葡萄酒。
在距离圣殿几公里处的洛瓦托, 您还可以参观
圣母升天女修道院。得益于圣母忠仆会的运作, 
修道院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归忠仆会所有, 
让回廊和教堂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您在修道院的内部即可购买并享用一杯上等葡
萄酒。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在法哥第区域散步或骑自行车是一种独特的体
验。这些小径蜿蜒地穿过葡萄园和农舍, 
让您享受热情好客且组织完备的农业旅游活
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是克鲁尼会修士的想
法: 他们的足迹在700多年前即遍布这条道路，
为布雷西亚的慷慨土地祈祷或赞颂。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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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道上的3个探索主题



北方前线
 从防御路径到大自然中的线路

一条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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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前线（Linea Cadorna）更准确的全名是“意大利-瑞士北方前线边防系统”,
保护意大利免受公元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潜在的外国攻击。



1. 由于北方前线的防御工事被认为是野战或临
时工程, 建造于敌人可能出没的战略要地, 
因此工程的时间、资源和财政均非常有限。

2. 壕沟是一种挖掘而成的防御性工程, 受到土
石方或混凝土制成的防护墙的保护且配置有避
难沟道。壕沟有助于保护部队免受敌人的射击, 
并使士兵能够有效地使用武器。北方前线共有
两种壕沟: 交通壕沟和战斗壕沟。

3. 北方前线的通行道均开凿于岩石上或敷设
有水泥。在敌人的火力下, 士兵可以从一个战
壕转移至另一个战壕, 安全地到达自动武器所

在的工事, 将物资运送到目的地, 集合伤员并
避难。

4. 洞穴或隧道中的避难所保护着士兵, 让他们
可以在退出战壕或等待采取行动时休息。
除了保护作用外, 这里亦被用于存储材料、
弹药和食物。

5. 机枪工事位于露天环境、洞穴或带有装甲的
炮台中。露天环境中的工事包括一个支撑武器
的支柱和一个可向后折叠的护栏。通常来说，
工事的后方既设置有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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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历史之旅

构建北方防线的想法不止一次地被接纳和拒
绝, 最终与1911年开始建造, 工程又因为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
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 
从阿索拉山谷一直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脉奥罗
比耶段。沿途的骡马道、公路、小路、战
壕、医院、瞭望台和大炮工事在通常位于海
拔600至2000米之间的无人区内建造。
幸运的是, 这一工程从未被用于战争。
在今天, 尽管由于人类的忽视和大自然的力量
而导致部分线路被破坏, 我们仍可以沿着这条
专为探险者准备的路线漫游。
整条路线均隐匿在未被破坏的大自然环境中，
沿途可以发现诸多历史留下的痕迹。
因为持续时间各有不同, 北方前线的漫步旅行
适合所有人参与。
在开始漫步之前, 准备工作必须到位: 
您需要穿上远足的装备和一只头灯, 这些物品
对于您探索最深的隧道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建议的行程如下: 
行程1: Santa Maria del Monte - Forte di 
Orino/ 行程2: Viggiù - Monte Orsa - Monte 
Pravello/ 行程3: Porto Ceresio - Monte 
d’Erta - Bocchetta Stivione/ 行程4: Marzio - 
Monte Piambello - Bocchetta dei Frati/ 

行程5: Viconago - San Paolo - Monte La 
Nave/ 行程6: Montegrino Val Travaglia - 
Monte Sette Termini/ 行程7: San Michele - 
Monte Pian Nave/ 行程8: Cassano Valcuvia 
- Monte San Martino/ 行程9: Cassano 
Valcuvia（基地环路）。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北方前线的部分小道将让您了解战争的含义，
他们同样也是和平的信使！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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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场所和路径
 穿越城市

莱科省: 信仰和文化的宝藏。

“宗教场所和路径”是一个独特且创新的方案: 一系列的道路让您亲身体验一次真正的灵性
漫步旅程。我们从探索这些场所的几个基本点开始。

位于莱科的帕乌莱宫 (Palazzo Paure, “Paure”一词为“害怕”或“恐惧”, 译者注) 建于1902年
至1905年间。1964年成为莱科省财政、地籍和海关厅的所在地, 因此被赋予了一个“恐惧”的
名称。帕乌莱宫采用不拘一格的新中世纪风格建造, 今日用于举办临时展览设有临时展览。
市立美术馆 (莱科城市博物馆的当代艺术展区) 和莱科高山天文台亦位于宫殿内。



时期的环形壁画, 这幅壁画被认为是绘画大师
帕拉·斯福兹卡的作品。

圣母皮奥纳西多会修道堂 (位于克里克)：
地处科莫湖畔, 周边风景十分壮观。
建筑群的起源非常遥远, 与专门为圣女朱斯蒂
娜设立的祈祷堂有者紧密的联系, 也是最令人
回味的伦巴第罗马式建筑之一。

维奇奥圣徒安东尼教堂 (亦称维奇奥圣徒马尔
蒂诺教区教堂) 地处佩尔雷多的维奇奥城堡附
近, 棚屋形态的外立面十分简约, 建筑整体由一
座中殿和四边形后殿组成。
内部可追溯至公元1458年的壁画仍然可见, 
绘制的是圣徒乔瓦尼巴蒂斯塔、圣徒彼得和安
东尼奥.阿巴特的形象。主圣坛上陈列着一面公
元十六世纪的三联画, 被认为是斯蒂法诺·达·
皮亚内罗的作品。

齐瓦特山圣彼得十字堂这座教堂被认为是伦巴
第罗马建筑艺术最重要且最明确的证据之一。
如今, 圣彼得山峰十字堂建筑群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待定的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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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拉维罗修道院 (位于卡洛尔齐奥科特) 
圣马蒂诺山谷中最重要的宗教遗迹。
修道院矗立在从科莫前往贝加莫的丘陵小路
的枢纽处, 因为一个神奇的洗礼盆的发现而成
为一处朝圣地。
公元1510年, 修士们开始修建矗立在您面前的
这座修道院。您在教堂的内部可以欣赏各种
壁画和绘画作品, 其历史可追溯至由圣母忠仆
会推动的重建工程时期。

圣乔治教堂 (位于科莫湖曼德罗小镇) 矗立在 
徒步旅行者路径沿线。教堂内保存有一面绘制
于公元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壮观环形壁画, 展现
了耶稣裁决的场景 (位于凯旋门上 )。耶稣右手
的部分代表正义升往天堂, 而左手部分则展现
着被诅咒的灵魂遭受魔鬼最残酷的折磨。

戈塔尔多和科伦巴诺双圣教堂 (位于卡尔科的
阿尔拉泰区域) 这座教区教堂是伦巴第罗马式
建筑的有趣见证, 曾经是克鲁尼会修道院建筑
群的组成部分。绘制于教堂半圆形后殿中的壁
画虽然仅剩下了残片, 但仍然可以看到至高无
上基督 (公元十三世纪) 形象的残迹。

坎特伯雷圣徒托马索教堂 (位于德尔维奥的
Corenno Plinio, 区域) 可能建成于公元十二世
纪前后。教堂靠近城堡的防御高墙, 数个世纪
以来历经数次修复。 
公元十七世纪末期, 两座礼拜堂建成。
公元1966年, 教堂中殿侧墙的多幅壁画 

(可追溯至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 经过修复后重
新焕发着光芒。具有重要价值的是两座古木，
合称“Arche degli Andreani” (安德雷石棺)。

邦多圣母教堂 (位于韦斯特雷诺), 瓦洛内山谷
位于海拔约700米处。眼前的建筑结构可以追
溯到公元1677年, 建造于先前的一座因米兰出
现奇迹事件后, 于公元1583年建造的虔诚礼拜
堂的地基上。
教堂内遍布其他器具和室内陈设的时间曾长达
数个世纪: 圣坛、食堂和黑色的瓦雷纳大理石
制作的栏杆可以追溯至公元十八世纪, 与门廊
和花岗岩外立面的建造时间相同, 而钟楼则于
公元十九世纪初建成。

圣乔治教堂 (位于阿诺内.布里安扎) 教堂及其
钟楼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十五世纪下半叶。
教堂内部的主祭牧师区域收藏有一件文艺复兴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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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将参观卡尔梅洛山圣母修道院 (位于莱科省的康
塞尼多巴尔齐奥) 加入您的旅行日程: 卡尔梅利
塔尼·斯卡尔齐教会的修女们在此制作与宗教主
题的相关的门票并销售教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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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面庞-玛蒂尔达古道
 不只是祈祷

一条伟大的信仰和文化之路。

圣徒面庞-玛蒂尔达古道是一条专用于朝圣和祈祷，同时让您探索沿途区域的路线。
圣徒面庞-玛蒂尔达古道以曾统治所在地域的伟大女伯爵马蒂尔达·卡诺萨命名, 与圣佩莱
格里诺这一徒步朝圣者守护神的踪迹有很紧密的关系。古道延伸于曼托瓦境内, 绕过亚平
宁山脉后到达卢卡。充满历史见证、古迹和记忆的道路为人们“讲述”着从日耳曼地区到罗
马朝圣者的变迁。古道在伦巴第大区内横贯曼托瓦、圣贝内代托波、博尔格福特、苏萨
拉、卢扎拉和瓜斯塔拉。



1. 2008年7月, 曼托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2016, 意大利共和国遗产, 
文化和旅游活动部 (MIBACT) 授予曼托瓦“意大
利文化之都”的称号。
2017年, 曼托瓦省和同名首府城市成为旨在最
大程度提升本土美味价值的“美食欧洲 - 伦巴
第东区”项目的会员。

2. 曾到访曼托瓦城的伟大艺术家包莱昂·巴蒂
斯塔·阿尔贝蒂、曼特涅、朱里奥·罗马诺。

3. 曼托瓦的美味包括萨拉米香肠、南瓜小馄饨
和特色菜品“柠檬杏仁酥” (Sbrisolona): 
在途中休息时, 您可在诸多制作传统菜肴的小
饭店内品尝到这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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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托瓦也是一座“自带美景”的城市, 在城内两
座主要教堂的建造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
蒂的手下更具魅力。
这位著名的文艺复兴建筑大师在公元十五世
纪服务于曼托瓦的贡萨加家族。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曼托瓦成为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建造于城市中心的圣徒安德雷十字堂是曼托瓦
规模最大的教堂, 而且在建筑师去世多年后才
建成。圣徒塞巴斯蒂亚诺教堂也是阿尔贝蒂的
建筑杰作之一, 宏伟的外立面为参观者带来强
大的视觉冲击。
阿尔贝蒂在建筑结构中炫耀着自己对古典主义
建筑的见解, 塑造出了一套非常有趣的建筑解
决方案。
参观完两座教堂的内部空间后, 除了共性之外,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平面结构: 前者采用希
腊十字构型, 而后者则是罗马十字构型。
古典主义在这里也占据了极高的地位。 
另外值得一游的是波利罗尼修道院建筑群。
这座修道院由特达尔多·卡诺萨伯爵于公元
1007年设立, 建造在波河和利罗内河之间的小
岛上。
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镇压之后的公元1797年, 
得益于为修道者谋福利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任
务, 修道院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在建筑内部, 游客可以参观三条回廊: 
世俗回廊、圣本笃回廊和圣徒希美奥内回廊。
从后者可以直接进入修道院中心最古老且最重

要的大厅: 牧师堂; 此外, 还可以欣赏牧师堂内
数座公元十六世纪的住持古墓遗迹。
继续您的参观旅程, 进入僧侣食堂和地下空间
内, 即可近距离接触公元十六世纪的酒窖, 
内部展示着古老的农用车。
位于圣贝内代托波的波利罗尼公民博物馆是意
大利最重要的人种学博物馆之一, 展出了一系
列与乡村社会和文化相关的文献, 与巫术、大
众崇拜、本土传说相关的非物质元素, 以及波
河流域的艺术品。
最后请前往参观宏伟的修道院教堂。
这座教堂于公元1540年至1545年间由朱里奥·
罗马诺完成了修缮工作, 仍保留了其古老的罗
马和哥特式建筑特征。

 古道上的3个探索主题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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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曼托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受到欧洲最著名
的王族, 公元十四至十八世纪意大利和欧洲历史
的主角-贡萨加家族的统治, 今天仍可以感受到
那个时代的气氛。



普留拉古道
 得名自创造者的一条通道

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路线得名自其创造者-贝加莫执政官阿尔维斯·普留
利, 直接开凿于巨石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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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93年, 维内托执政官阿尔维斯·普留利建成了这条将波河平原、特利纳山谷区域和
阿尔卑斯山脉沿线国家连接起来的道路, 具有极高的政治和战略地位, 串联了威尼斯和属
于格里乔内州政府的斯普鲁加及塞蒂莫山口, 但并未穿过米兰大公国的地域。



1. 一条小路和一条古道, 见证了我们的祖先在
丰富景观和无以伦比的刺激感觉之间的艰难
生活。

2. 贝加莫主教教堂矗立在同名广场内。
主教教堂纪念的是城市的守护神-殉难者圣徒
亚利桑德罗, 建造于公元六世纪为圣徒维琴佐
建造的原始建筑上, 由三座按教规排列的中殿
组成。

3. 圣玛丽亚马焦雷大教堂位于历史悠久的贝加
莫上城区的中心地带。大教堂的外立面建于公
元十二世纪下半叶, 呈现出典型的罗马式风格, 

而内部的装饰则采用了巴洛克风格。
这座教堂由贝加莫市民发起并建造, 在长期的
干旱结束后供奉着圣母。

4. 参观上城区, 您将沉醉于意想不到的景点、
隐藏的庭院、独特的风味和景观中。

5. 600件大师级艺术品展示在28间展厅内……
这些数字属于历经七年完成修复的卡拉拉美术
馆: 内部设置了一条贯穿意大利艺术史五个世
纪的艺术品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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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加莫省完全被威尼斯共和国统治的时期, 
开发多条与北部地域连接的新的通商道路存
在很大的必要性。在这一时期, 两个区域之间
规划的多条用于货物运输的道路必须绕开高
耸的奥罗比耶山脉区域并穿过莱科和科莫湖
区域, 而处于西班牙人占领时期的米兰大公国
则公开与威尼斯共和国开始了竞争。
货物运输需要缴纳重税且存在被扣押的风险, 
是促成建造普留拉古道的主要原因。
随着这条位于海拔1991米处, 地处梅佐尔多和
阿尔巴雷多之间的新路线的开通, 威尼斯共和
国加强了与阿尔卑斯山脉沿线国家、德国和法
兰德斯的商业关系。
在今天, 沿着普留拉古道即可从齐亚尔纳步行
前往贝加莫: 沿途将穿过同名山谷的谷底, 
西班牙平原、特利纳山谷南区、位于阿尔巴雷
多的比托山谷和布雷巴纳山谷, 反之亦然。
在这条漫长的路径上, 亦存在一条穿过阿尔卑
斯山世界和伦巴第阿尔卑斯山余脉的自行车道, 
沿途矗立着丰富的古迹、文化见证、特色美酒
和美食, 小旅店和酒店。
路线的一部分, 尤其是山区地带的路段顺着一
条古骡马道延伸, 在谷底区域则与乡村道路、
非机动车道和其他小径相互重合。
走遍全程约140公里的路线需要数日。
沿途还会穿过海拔2000米处的圣马可山口, 
继续沿着砌石路行走时, 还将出现一座养路工
旧居和一面纪念石碑。
古老的路径已被一条因地处阿尔卑斯山余脉和
奥罗比耶段而得名的“Transorobica”替代了40

余年。街道、建筑中仍保留了众多有关这一名
称的证据。
沿着小镇主要街道的宽大骑楼下, 让人回想起
商人们在此停留, 卸下骡子和马匹身上所驮货
物的场景。这条多样化的道路, 将引领着您仔
细观察和思考景观变换下的人类活动。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搭乘缆车从优雅的贝加莫南区登上上城区的路
径, 与公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攀登路段相重合, 
将为成人和孩子们带来真正的快乐。
当然, 您也可以向圣维吉里奥丘陵进发, 前往海
拔更高的地点, 欣赏更壮观的风景。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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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着古道漫步, 欣赏加尔达湖畔的壮丽全景。

2. 克奈普疗法是诸多广为人知的护理中心所
掌握的一颗“灵丹妙药”, 但其发明者德国住持
塞巴斯蒂安·克奈普却鲜为人知。公元十九世
纪末, 这一疗法的名字迅速传遍欧洲, 最终传入
伦巴第。前往被誉为锡尔苗内“明珠”的温泉中
心享受放松: 您将在其中亲身体验住持疗法的“
教义”。

3. 在位于罗登戈的圣尼古拉修道堂内, 您可以
直接购买由僧侣们亲手制作, 因滋补性和助消
化性而出名的苦杏仁酒、蜂胶和蜂王浆、草药

和巧克力。

4. 切勿错过参观为位于戴森扎诺老城区中心地
带的马尔维兹广场的机会: 广场上矗立着一座
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前期, 于威尼斯共和国时
代建成的城堡。

5. 离开湖畔, 深入锡尔苗内半岛, 即可欣赏著名
的“卡图洛”遗迹, 其原始建筑是一座罗马式庄
园别墅, 建造时间介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
世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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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到圣地……穿越意大利！

对于中世纪朝圣者们来说, 加尔达及其周边地
域路线的重要性和地位非常高, 因此当他们走
入这片地域时并不会感到陌生。
根据古老的小旅店等遗迹的位置, 可以判断出
帕尔玛利亚古道 (亦称“布尔丁加雷路径”) 
地处加尔达湖南部区域, 朝圣者们在加尔达湖
畔自北向南前行, 在基督教信仰圣地留下许愿
物, 在地处众多小区域内由民众供奉的崇拜和
信仰中心留下自己的足迹。
根据一位朝圣者 (来自波尔多, 抵达威尼斯后
登船前往圣城耶路撒冷) 的记载, 布尔丁加雷
路径的历史最为悠久。
从布雷西亚通往最遥远的乡村: 
布罗德纳、卡斯特尔文扎戈和秦特纳落, 
而后是戴森扎诺的圣彼得村、利沃尔泰拉、
锡尔苗内和佩斯基耶拉, 最后抵达维罗纳的卡
瓦尔卡塞莱。

河岸周边曾存在众多的宿营地和无数的男女
修道院, 为旅行的朝圣者提供住宿和餐饮服
务。
在今天, 加尔达是开展精神之旅的理想目的地, 
为您提供反思和冥想的机会。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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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玛利亚-布尔丁
加雷古道

 条理想的精神之路

古道探秘的独特体验
沿着这条古道行进, 您将体验到朝圣者身心俱疲
的感觉: 来自波尔多的朝圣者在抵达威尼斯后, 
登船前往耶路撒冷。古道得名“Palmario”, 
而前往罗马的道路则被称为“Romeo”。
除差异外, 两条古道之间的共性体现在朝圣者们
独特的期望和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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