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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都



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杂志

逐一探索和“打卡”12座艺术之都。
不可错过的艺术大作, 顺流而下的体验, 
慢节奏的路径, 占据漫长地平线的地点, 
联合国家科文组织遗产, 盛大的活动和其他
更多的奇珍异宝, 奇闻轶事。
敬请充分享受“艺术之都 #in Lombardia”
带来的独特而令人惊叹的体验吧! 
在这12座展望未来的文化名城中, 
蕴藏着让所有人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的文
化遗产。Always and Everywhere! 
您已经选择好了出发地点？

封面图: 公爵府, 曼托瓦



盛大的活动, “新”天际线, 
星级大厨和绿地的“新欢”。
意大利最智能地铁的探索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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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大师打造的摩天楼, 
到神话般的圣诞大蛋糕Panettone, 
从鸡尾酒, 到YesMilano主题的活动
日程。米兰这座创新之都于传统和未
来标志之间经久不衰

米兰城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您感到惊讶的机
会。根据《Smart City Index》, 米兰很久之前即
已成为意大利境内最智能的城市, 此外, 还有数以
千计的指示牌邀请您探索这座城市的每一面。
城市中的1.4万座酒店也将开始一场绿色“革命”。
切勿错过全年365天在这座时尚、设计和创新之
都内无休止举办的活动的日程。
下文中的建议, 将有助于您抓住时代的趋势。

不仅仅是马德里新潮派。从时装周到Design 
Week: 惊喜不仅限于此。米兰是一座全年365天均
充满活跃气氛，拥有国际化气息的大都市。
在这里, 每年亦会举办与休闲、生活格调、
技术创新、文化和体育相关的丰富多样的新活
动。活动在哪里？剧院, 街道, 以及诸多可以帮助
您探索这座始终拥有新面貌的城市的新场地。

从市中心至郊区。关注新闻的话题标签 (#) 
是什么？#YesMilano: 汇聚全年高光时刻的独家发
布平台(www.yesmilano.it)。

镜头下的建筑之旅。米兰天际线的颜色已然改
变。从意大利发布于Instagram次数最多的摩天楼: 
垂直森林, 到扎哈·哈迪德、阿拉他·伊索扎吉和丹
尼尔·理贝斯坎德设计的CityLife购物中心: 
新晋建筑大师让这座大都市挑战着云层。
在众多的观光点中, 受到米兰人和游客热爱 
(和自拍) 的建筑除了乔·庞蒂于森皮奥内公园内设
计的布兰卡塔楼之外, 还包括39层的伦巴第政府大
厦通常于周日面向公众开放) 和天空拱廊 (Highline 
Galleria)。围绕着长达250米的栏杆游览, 
您即可探索这座活跃城市的新轮廓。得益于360°
的全景观赏位置, 您亦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

照⽚

右图_ 盖.奥伦蒂广场

前页_ 和平拱门

MILANO - 米兰

绿色之都。果园, “花繁锦簇”的屋顶, 公共花园。
从历史悠久的蒙塔内利花园, 到最近于新岛门
(Porta Nuova-Isola) 区域落成的树木博物馆, 
构成了庞大的公园网络, 米兰亦成为一座绿色大都
市。树木博物馆是佩特拉.布拉瑟与纽约空中步道
High Line的创作者皮特·欧多尔夫的合作成果：一
块通过小径和“环绕森林”理念的绝美几何构型构
造而成, 总面积为9.5万平方米的城市“绿肺”。

美食和美酒。从大运河区域 (Navigli), 到汇聚了各
年龄段创新分子的新岛门区 (Quartiere Isola); 
从布雷拉美术学园, 到蓬勃发展的新艺术大本营：
新米兰区; 从倍耐力.汗格尔.比可卡当代艺术博物
馆, 到普拉达基金会。米兰将2015年世博会的成功
举办进行了资本化, 亦在品味的世界中创造了全新
的纪录。比优异更优异。

从意式烩饭, 到神话般的圣诞大蛋糕Panettone, 
从1860年诞生于Gaspare Campari酒吧的传奇未
来主义组合到美式风格。
口号？实验。穿梭于传统和创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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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布雷拉美术馆欣赏众多最优秀的艺术大作: 从皮耶
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油画《献礼者蒙特菲尔特罗》, 
到拉斐尔的油画《圣母的婚礼》。
2. 二十世纪博物馆: 步行一万步, 领略贯穿整个世纪至卢
丘.丰塔纳的霓虹灯艺术作品。
3. 米兰三年设计展的举办地艺术宫: 建筑学和设计理念交
织在非凡的建筑成果中。
4. 王室庄园的米兰现代艺术馆: 一件新古典主义的时代大
作值得您在充满魅力的咖啡厅驻足一探。在驻足一探之前, 
需要您先欣赏完乔瓦尼·塞冈蒂尼、安东尼奥·卡诺瓦和梅
达尔多·罗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
5. 斯卡拉广场中的意大利画廊: 此处可参观一座金库, 保存
着联合圣保罗银行收藏的500件绘画作品。
6. 巴加迪·瓦尔塞奇博物馆: 欣赏重现非常事件场景的一组
公元十九世纪末收藏。
7. 波尔蒂·裴佐利博物馆: 欣赏位列公元十五世纪艺术位最
非凡人物之一的艺术作品。安东尼奥·德尔·波拉寥罗的
《青年女子画像》。
8. 倍耐力.汗格尔.比可卡当代艺术博物馆: 漫步并仰望安塞
尔姆·基弗的装置艺术品《蔚蓝七塔》。
9. 普拉达基金会: 沉浸于雷姆·库尔哈斯主导的OMA建筑
事务所设计的建筑物。
10. 斯卡拉大剧院博物馆: 重新追溯流芳百世的艺术家、
作曲家、歌唱家和舞蹈家的艺术生涯。
11. Ex Ansaldo区域的文化博物馆: 除了吸引公众眼球的美
妙展览, 这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星级大厨: 恩里克·巴尔托里
尼。

—

照⽚
二十世纪博物馆

从拉斐尔到安塞尔姆·基弗: 
米兰即是艺术之家。这里将为各年龄段的
爱好者列出11条建议

前往博物馆
 11个参观地址 

页面信息72



Bergamo - 贝加莫
 探索主题

上城 (Città Alta), 下城 (Città Bassa), 五公里的古城墙，
卡拉拉美术学院和珍藏的艺术大作, 宏大的节日活动。
独特和宏大魅力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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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座城门和堡垒, ⼀座完美的⼴场，
⼀座复原的博物馆, 两条索道。
⼀位话剧之星：加埃塔诺·多尼采蒂。
让贝加莫拥有难以抵抗魅⼒
的五处景点

高处向低处眺望, 贝加莫城的景色正如司汤达所述: 
“最美丽的塔楼之城”。
“围城”中的景色、宫殿、塔楼、穹顶。
贝加莫历史悠久的防御城墙由威尼斯共和国于1561
年建成, 结构完整的部分总长度约五公
里, 于2017年被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
显露的城门和坚固的堡垒, 直接在历史上留下了待您
漫步探访的一页。在黄昏时分, 眺望整座下城。
而在晴朗的日子中, 脑海中浮现出无尽的假设。

在文艺复兴的中心。维奇亚广场: 贝加莫城古老的
“会客厅”, 一座亦受到勒·柯布西耶热爱的“完美”广
场。在这座对话场地的两侧, 变换的景色凸显出的是
幕后的2座建筑艺术大作: 法院宫和拥有白色大理石外
立面的新宫 (现安杰罗·马依图书馆)。
在法院宫的背后, 是另外一⽚小世界: 罗马式宗教建筑

圣母圣殿和军队指挥官巴尔托洛梅奥·克雷奥尼的陵
墓。前者陈列的唱诗台上雕刻有洛托的形象, 展现出
精细的雕刻工艺, 后者内部则陈列有制作于公元十五
世纪的刺绣作品。
当然, 惊喜绝不仅限于此! 上城还是一处值得您在那些
意想不到的古迹之间跳起“慢步舞”的地点: 这里有隐
藏的庭院, 独特的气息和创作的艺术。
从贡比托城到阿佩尔托丘陵区, 从圣.贾科莫门到绿
植遍地且外形优雅的另一座建筑珍宝: 圣.阿格斯蒂
诺教堂。

一座复原的博物馆。备受贝加莫人的热爱, 游人蜂拥
而至, 社交媒体称赞有加。
在贾科莫·卡拉拉公爵的提议下, 卡拉拉学园美术馆于
公元1796年落成, 是意大利最受参观者喜爱且探访人
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照⽚

右图_ 从圣.贾科莫门观赏高城和
⼊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威

尼斯古城墙

前页_ 登上公民塔, 观赏上城中
心地带

Bergamo - 贝加莫

博物馆的28间展厅内收藏有约600件艺术品, 决不可
错过的艺术大作涵盖了从拉斐尔的《圣徒塞巴斯蒂亚
诺》到乔瓦尼·巴蒂斯塔·莫罗尼的《圣童画像》。
参观的承诺：一次穿越意大利五个世纪艺术史的旅
程。

一切尽在车厢中。两条索道: 第一条于公元1887年落
成, 2分40秒即可抵达贝加莫上城。第二条于1912年落
成, 终点位于更高处的圣.维吉利奥, 地处山丘公园内未
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一个角落。
景色彻底的翻转, 上城转换为下城，成为无尽全景的
一部分。

前往参与节日活动。两条建议。六月: 多尼采蒂之夜-
一场正如这位作曲家所想的盛大广场活动。
从剧院中传出的抒情曲, “征服”了小巷、庭院和古

迹。如魔法一般，融合在霹雳舞和击打乐的节奏中。
十月-“贝加莫科学”：跟随来自全球的宾客, 了解人类
面貌探索的文学、工坊和会议。诺贝尔奖得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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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信息72

1. 米兰圣沙弟乐圣母堂: 欣赏完美的光影变幻。
打造这一圣景的布拉蒙特还为教堂制作了一个拥有美妙
伪装的唱诗台。
2. 贝加莫卡拉拉美院艺术馆: 从视角变换的角度出发, 
欣赏乔瓦尼·巴蒂斯塔·莫罗尼无以伦比的艺术大作《雷
蒂缇家的小女孩》。
3. 布雷西亚的圣徒纳扎罗和切尔索牧师堂: 欣赏散发出卓
越色彩和情感的《阿维罗尔迪多联画》。
蒙受天恩的提香。
4. 科莫公民美术馆: 二十世纪于未来和未来主义之间留名
的最空幻的建筑家安东尼奥·圣·埃里亚。
5. 克雷莫纳“阿拉·蓬佐内”公民博物馆: 驻足参观令人惊艳
的两件艺术大作, 卡拉瓦乔的《冥想中的圣方济各》, 
阿尔契波尔迪的《蔬菜篮》。
6. 莱科齐瓦特山: 前往一条古老的骡马山路, 探访一个罗马
艺术的“珠宝盒”, 圣彼得修道堂。
7. 洛迪 (Lodi) 安德雷·斯齐亚维印刷艺术博物馆: 了解纸
张、艺术和墨水历史。对于那些已经参观过得人来说, 这
是一座全球最具魅力的主题博物馆。
8. 曼托瓦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圣徒安德雷大教
堂是公元十五世纪的一座巨型建筑物, “一件……更宏伟、
更永恒、更具价值、更圆满……的艺术品”。更是一件艺
术大作。
9. 蒙扎众多的市民博物馆: 邂逅《吻》系列油画的著名画
家弗朗切斯克.哈耶兹, 及其另一幅艺术大作《年轻女人的
画像》。
10. 帕维亚子爵城堡市民博物馆: 安东内洛·达·梅西纳面对
面, 欣赏其无与伦比的作品《男子画像》。
11. 地处伦巴第大区的一座托斯卡纳小岛。在瓦雷泽的卡斯
蒂利奥内·奥罗纳牧师堂: 欣赏一位公元十五世纪明星马索
里诺.达.帕尼卡莱绘制的系列壁画。
12. 仁慈大爱的凯旋 (Trionfo dell’amor cortese), 从半鹰
半马神兽到安杰利卡的赋格曲。向上查看《疯狂的奥兰
多》(叙事诗) 的印记。活动在哪里？桑得里奥: 马赛格拉
城堡。

—

照⽚
乔瓦尼·巴蒂斯塔·莫罗尼 (1570年-1573年) -《圣童画像》；
贝加莫卡拉拉美院, 古里埃默.洛奇斯收藏

从卡拉瓦乔的天赋, 到莱昂·巴蒂斯塔·阿尔
贝蒂的完美均衡: 司汤达综合征的几个小建
议

“追踪”艺术大作
 12条建议 



毗邻文艺复兴典雅之的古
罗马布雷西亚都城(Brixia 
Romana)。而后是艺术
品和“千哩”拉力赛(Mil le 
Migl ia) 的魔幻。布雷西亚
正是如此, 散发出文化和激
情的魅力。一场时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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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帕先人的罗马, 沙龙活⼴场，
全球最受热爱的“戏剧节”，咆哮的
引擎, 法哥第丘陵 (Franciacorta)
布雷西亚: 五个等待您挑战的主题

古罗马布雷西亚都城, 文艺复兴风格广场, 
盛大的节日活动……历史悠久的“千哩”拉力赛布
雷西亚正是如此: 一头母狮凭借着坚实的历史根
基展望着未来。
两种从远方出发探索布雷西亚的方式。探索考古
学遗产公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一条涵盖4000平
方公里面积, 地处城市核心区的独特路径。
在切萨雷斯克宫展开一次地下探险, 您将穿梭在
增强现实和3D环境中, 体验虚拟技术重建的布雷
西亚都城。一连串的奇景将再现于您的眼前!

前往广场。在纪念教皇保禄六世的广场中, 
主教教堂 (Duomo) 不止一座，而是两座: 
“新主教”教堂拥有晚巴洛克式的白色外立面, 
而“旧主教”教堂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年前, 
其罗马式的鼓形柱是意大利现存的少数结构之

一。不远处的市政大厦内的威尼斯会客厅, 
是公元十六世纪两位顶级的建筑大师: 桑索维诺
和帕拉第奥的建筑成果。不可错过的细节？
钟楼: 安装有天文表盘, 体现出美妙的科技和艺
术感。

置身于一座歌剧之城。数百位艺术家, 市内的50个地
点，数以千计的观剧人群。
在九月份, 从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到午夜时分, “戏剧节” 
将在布雷西亚的街道、剧院、最古老的场所、餐厅、
庭院，甚至是博物馆和工厂中上演音乐剧。
这场文化和群众活动均由意大利歌剧殿堂级的机构：
大剧院负责组织。

全球最具魅力的拉力赛。“千哩”拉力赛：一场布雷西
亚-罗马之间的往返赛事。自1927年开始每年举办一

BRESCIA-布雷西亚

次：来自全球41个国家的450辆老爷车，咆哮的引
擎和上流社会的优雅。恩佐·法拉利先生曾这样描述
这场拉力赛：“这是全球唯一的行动博物馆”。
拉力赛于每年五月的下旬举办。
对于无法亲身体验的人群，他们决不可错过参观位
于Santa Eufemia della Fonte小城的千哩拉力赛博
物馆的机会。

从多条葡萄酒大道至卡图洛。布雷西亚及周边城市对
于那些要求苛刻的美食爱好者, 我们建议其前往城外
的以同样的名称命名了全球著名经典酿造起泡酒的法
哥第山丘区域。
于九月份沉浸在这⽚起伏平缓的山丘环境中，
寻找口感完美的佳酿，在“法哥第节”（Festival 
di Franciacorta）期间欣赏艺术，品尝美食，
聆听乐曲，把自己宠坏！在加尔达湖的周边区域度过

一个周末，例如锡尔苗内，或是探索卡图洛遗迹。
最后，顺着水流而下，享受一次梦想中的旅行。

19

照⽚

右图_ 布雷西亚城堡，地处城市
绿肺中的一座坚固堡垒

前页_ 市政大厦，公元十六世纪
的威尼斯会客厅



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曼托瓦-加尔达湖

骑着单车, 曼托瓦的风景在背
后交相辉映。将明乔河当作
指南针, 徜徉在45公里的河
道上, 享受大区公园的自然环
境。欣赏博尔格托的中世纪
民居和蒙扎姆巴诺的碉堡。
到达佩斯基耶拉的要塞时, 
加尔达湖即在附近。

上城和下城
贝加莫-山丘公园

漫步于过去, 穿梭在鹅卵石
和老城墙之间。从阿佩尔托
丘陵区出发。穿过圣.亚历山
德罗门之后, 继续上行前往
Via Surdorno大街, 而后通
过斯科尔拉左内阶梯, 
最后抵达制高点圣.维吉利奥
丘陵。远眺整座城市, 欣赏
最远处的阿斯蒂诺隐修院。 

32 河畔
莱科 -阿达河  
从曼佐尼描写莱科佩斯卡雷
尼科小村庄, 到莱昂纳多的
封闭系统。从帕德尔诺. 阿
达铁桥下穿过, 探访水电控
制中心的工业考古学区域。
骑行50公里, 游览种植着数
千棵葡萄藤的阿达河畔。

4

骑单车和步行漫游
 10项主题体验

葡萄园
布雷西亚-法哥第区域

穿越伦巴第大区最美丽山
丘上的27公里路径。离开
城市, 骑自行车抵达帕德尔
诺城堡和帕西拉诺城堡, 
在著名白葡萄酒酿造地: 
法哥第区域的葡萄藤之间
穿梭。抵达普罗瓦里奥后; 
欣赏伊赛奥湖的风景。

家庭出行
帕维亚-提挈诺河
一条适合家庭旅游的短途
线路。从科佩尔托廊桥出
发, 抵达帕维亚运河的水
闸, 而后继续前进抵达索拉
公园。沿着自行车道, 在停
船的舶具和沙滩上可以享
受晴空的日光。  

98

观赏湖景
科莫湖

奥尔默庄园、格鲁梅罗庄
园, 苏科塔庄园: 与湖畔路
径有着紧密联系的三座宏
大的科莫“文化工厂”。
“知识公里”, 柠檬温室、
山峦和装置艺术品。这里
仅有的几个的元素: 绿色、
水流和您的脚步声。

绿植环绕
蒙扎公园

漫步在无边无际公园 
(如照⽚所示) 的古老巨树
之间。于13公里的环形自
行车道上骑行。或者, 搭
乘空中热气球, 在“飞翔节” 
(Festival del Volo) 期间欣
赏从皇家庄园到莱斯莫曲线
的魅力全景。   

65 高海拔竞速
桑得里奥 (11月)

三条为运动员和爱好者开
设的路径: 12、21和42公
里，背靠独特的风景。
“特利纳山谷葡萄酒小径” 
(Valtellina Wine Trail) 蜿
蜒在梯田、城堡、葡萄园
和酒庄之间。一场比赛，
一个节日，一次聚会。一
场关于体育和特利纳山
谷区域最原生美味的盛大
活动。

7

沿运河而下
克雷莫纳-科雷玛

沿着克雷莫纳市民运河、
大运河和瓦切里运河的纤
路共有约50公里。在半路
上, 于亡灵墓地驻足, 探索
调节着13条运河, 充满智慧
的水流工程节点。

10

21

登堡远眺 
米兰森皮奥内公园

骑单车或步行的斯福尔扎
城堡 (城堡曾作为公爵住宅, 
现在收藏有众多的艺术珍
宝, 例如米开朗基罗的
《圣母哀子像》, 达·芬奇
的《轴心室》,) 出发, 穿过
米兰的“绿肺”之一: 森皮奥
内公园。

1

页面信息72

城市或户外。慢速或竞速, 运动或娱乐。
探索另⼀种置身于美景当中的路线和路径



Como-科莫
 探索主题

中世纪的核心，一座热爱科学和日光设计的城市。
城市内外均值得一探。获得前所未有的湖心“迷失”体验

22



从伏特神庙博物馆, 到新古典主义风
格的庄园: 穿梭在⽼城区中⼼和丝绸
的奥秘之间。
城内四步, 跳跃起飞

伏特神庙是一座矗立在湖畔的小“万神殿”, 
旨在纪念亚历山德罗·伏特̀。内部陈列的装
置、机器和科学工具, 讲述着早期的实验、尝
试和成功。从伏特电堆到LED, 能源在整座城
市中穿梭。从沿湖公路的明星装置作品“生命
的电流” (丹尼尔·理贝斯坎德), 到春天举办的
“光影节”。邂逅诺贝尔奖得主, 映射视频和光
影漫步。

在老城区中心品尝一杯咖啡在高墙内, 在阳光
下值得一探: 主教教堂晚哥特式外立面, 朱⽡拉
和波罗雷托于1215年使⽤开掘自拉里奥矿坑的
彩色大理石建造的穹顶。
在半圆形后殿的后方, 除了街道之外, 还矗立着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建筑大师朱塞佩·特拉尼
设计的诸多建筑, 它们均是意大利理性主义的

代表作品。
短暂休憩, 在正对着大教堂浪漫风格外立面的
圣.费德雷广场的骑楼下品尝一杯咖啡。
欣赏难以置信的历史故事画组成的艺术装饰。

在纬线和经线之间。科莫人的丝绸织造可追溯
至公元十五世纪, 而在公元十⼋世纪至十九世
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期间, 此地散布着纺织机
和纺纱。丝绸博物馆再现的是整个产业链: 
从蚕茧到精整的过程, 贯穿在由纺织机器和数
以千计的古老组件构成的系列藏品之中。
在拉蒂基金会的面料研究博物馆内, 陈列着
3300件单品面料和2500余套样品书籍。
依托“艺术家研究工坊”项⽬, 每年有20位年轻
的天才匠人会聚集在湖畔, 构造一间艺术家, 
他们共同展望着未来。

照⽚

右图_ 保罗.乔维奥考古学博物
馆的花园

前页_ 主教教堂的晚哥特式外
立面

Como-科莫

前往庄园。从作为文化极点奥尔默庄园出发: 
这是一座建于公元十⼋世纪的魔幻庄园, 亦因
其意式花园而出名, 是观察湖畔小城科莫全景
的最佳观赏点。
“知识公里”区域共17公顷, 蜿蜒地在百年公园
之中延伸，在水流和静谧的气氛之间, 连接着
格鲁梅罗庄园和苏科塔庄园, 您可前往探索山
峦、柠檬温室, 而且每年的春天, 还可以在“帕
罗拉里奥节” (FestivalParolario) 期间体验一次
诗与画的漫步。
值得登高前往切尔诺比奥, 探索贝尔纳斯科尼
庄园的自由主义。

等待探索的湖泊。两种体验全球最著名湖泊的
方式, 两种徜徉在水面的方式。
划桨前往诸多⽬的地的其中一个: ⽡雷纳、

梅纳乔、被拉乔、卡尔洛塔庄园、特雷梅佐、
莱诺。您亦可搭乘水上飞机: 科莫借助欧洲境
内一家独特的学校, 亦开展飞行旅游活动。
景观棒极了！但是, 真正的激情则出现在降落
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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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运河上
米兰
三条运河: 大运河、帕维亚运河和马尔特萨娜运河三条满
足所有需求的路径: 从达·芬奇的印记, 到船上的鸡尾酒
会。以新的视⾓观赏城市风景。 

达·芬奇的渡轮
阿达庄园（贝加莫）- 因贝尔萨⼽（莱科）
古老, 生态。仅仅通过一根缆绳和水流, 即可泛⾈水上。
一场穿越时空的履行, 漂流在阿达河的两畔。
非常适合家庭和朋友出行。

帕维亚-比萨划船比赛
单数年五月份的帕维亚
意大利的剑桥-⽜津: 提挈诺和阿尔诺。力量和肾上腺素
的迸发。两座城市之间的划船德比。千万不要错过！

古老的蒸汽船
科莫-贝拉乔-科莫
搭乘魅力满满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蒸汽船康科迪亚号)
(CONCORDIA)。一座欣赏湖畔庄园的“航行沙龙”。
专为浪漫主义者而打造！

湖畔边的曼托⽡
曼托⽡ - 明乔公园
欣赏浮现在水面上的城市天际线。或是欣赏明乔公园保
护区内白睡莲和莲花铺成的浮毯。专为地平线“猎奇者”而
存在！

徜徉在阿达河上
皮兹格托内（克雷莫纳）-南阿达公园
从中世纪的⽠多塔楼出发，寻找苍鹭和鱼鹰。在卡皮内
拉汽轮上度过一个小时。专为大自然爱好者开航！

—

照⽚ 
曼托⽡城的湖景

沿着河流和湖泊，探索伦巴第大区的
另⼀⾯。在达·芬奇的印记中穿行, 
古⽼的小船和风景令人沉醉的湖畔

顺流而下
 6项主题体验

页面信息73



一座小提琴家之城: 
鉴赏全球最美的工艺。
音乐之都和小提琴的摇
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物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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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索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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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提琴博物馆的⾳乐厅, 欣赏由
斯特拉迪⽡里的大作演奏的⼀场⾳
乐会, 在彭凯利剧院观赏蒙特威尔
第歌剧, 参观小提琴制作家的⼯坊
和托拉扎钟楼。
⼀座弥漫着杏仁饼芳⾹的城市的五
个参观主题

克雷莫纳是一座隐藏着约500年小提琴
历史的城市, 研究、修复和奏响古老的
小提琴。回响着旋律的小提琴制作工坊：
这里拥有让人穿越时光才能欣赏到的150余种
奇迹。在这些小提琴工坊内, 留下了从乌托·
乌吉到萨尔瓦托雷·阿卡尔多在内全球众多最
著名独奏者的足迹。
古老的记忆委托给了未来主义风格的小提琴
博物馆: 这里的多媒体装置和由阿玛蒂、斯特
拉迪⽡里和⽠尔内里制作的珍贵样本，
向外界展⽰着那个时代及其难以置信的奥
秘。

完美的音乐厅。克雷莫纳音乐厅是一座木制蜿
蜒薄壳结构的建筑, 中央的舞台散发出由著名
调音师丰田泰久调制的空灵声音。

只有在这里, 才能聆听由国际独奏家使⽤小提
琴博物馆的顶级收藏之一的古老乐器: 
斯特拉迪⽡里“维苏威1727”奏出的乐曲。
您也可以参与专为两位制作大师斯特拉迪⽡里
和蒙特威尔第举办的国际名人纪念活动。
这两位大师的作品均是小提琴博物馆和彭凯利
剧院每年的乐器主⾓。
当然, 您亦可体验贯穿整个夏季的“爆发能量”: 
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音乐家们汇聚于克雷莫纳, 
参与此处举办的国际大师级水准的活动。

无人机视⾓。市中心？以鸟瞰的视⾓, 
获得纯粹的惊喜体验。
毗邻主教教堂的托拉佐钟楼是城市的真正地标, 
也是欧洲最高的砖结构塔楼。站在塔楼112米的
制高点上, “拥抱”眼前的穹顶、高楼、草地景色

照⽚

右图_ 古老小提琴工坊一⾓

前页_ 市政大楼: 位于洗礼堂
的中心

CREMONA-克雷莫纳

并远眺波河。502座花园尽收眼底。

T：杏仁饼的代名词。烘培坊即代表着历史。
据说这种基于蛋清、蜂蜜和杏仁的神话混合食
品即于公元1441年在克雷莫纳诞生: 恰逢比安
卡·玛利亚·维斯康蒂和弗朗切斯克·斯福尔扎
的婚礼。
在秋天, “杏仁饼节”是吃货们的巨大福音, 
他们可以忘情于炫技者、品尝和烹调展⽰活动
中。本次活动更是探索诸如公元十五世纪福德
理宫(Palazzo Fodri) 庭院等城市隐藏⾓落的
机遇。

在神秘罗马的核心。古罗马时代的克雷莫纳是
一个隐藏的宝库: 保护着一座改为俗⽤的罗马
教堂。穿梭在圣洛伦佐教堂的公元十三世纪

的各殿中, 欣赏公元前一世纪敷设的马赛克瓷
砖, 墓地的遗迹, 一座蓝色埃及石⽚装饰的水神
殿，以及一座讲述古老都城历史的贵族住
宅。此处散发着静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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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co-莱科
 探索主题

一座待您探索的城市: 从一本永恒的小说《约婚夫妇》
的线索出发。一段故事中的故事。在文学和显⽰中停留

32



从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描写的地点, 
到雷赛格内山峰凌厉的轮廓, 
⼀座新古典主义剧院和⼀座奇迹宝
库。这些仅仅是几个让你爱上莱科这
座城市的优秀主题。
别忘了毗邻城市的美丽湖泊！

没有小说的描写, 就不存在这座城市。
莱科在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撰写的著作:《约婚
夫妇》中的文字规模非常庞大, 让人很难将描
述和现实之间分离。
接下来，是阿达河畔旁边的佩斯卡雷尼科小
镇上矗立的多座拥有多彩外立面的民居: 
清楚地描绘了这些独特的地点小说或各类⼿
稿、绘画和⾸版作品收藏在作家的新古典主
义故居: 曼佐尼庄园内。 
或是, 在湖边登上曾经在曼佐尼的壁画中作为
宏大主⾓的露琪亚小船。
对于每一个地点, 都回响着一段历史记忆。
为了重新追溯这些技艺, 每年的十月和十一月
间，将举办一场名为“《约婚夫妇》的莱科城”
的活动。这是一场自公元十九世纪延续至今, 
不可错过文学和风景之旅。

剧院、舞蹈和交响乐。欣赏一场爵⼠音
乐或大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的地: 社会剧
院 (Teatro della Società)。
仅仅是1844年建成的建筑外立面, 即能表露出
建筑师朱塞佩·波瓦拉的意愿: 在湖畔处修建一
座小型的斯卡拉剧院。

在奇迹宝库保护中。对于那些想要更好地了解
城市风情的人群, 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点。
位于贝尔乔伊奥索宫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是一处真正的猎奇地点。
除了内藏一件“科莫湖水怪” (科莫湖中唯一的
恐龙) 的化石，还保存着一套十九世纪末⽤于
装备新展室的精密科学装备的原型。

照⽚

右图_ 圣.尼克洛钟楼所在的老城区中心

前页_ 阿达河畔的佩斯卡雷尼科小村庄

Lecco-莱科

登高望远。圣马蒂诺, 格里涅, 雷赛格内:
在城市中, 几乎可以亲⼿“触碰”到山峰。
这座矗立在莱科境内的山峰与登山爱好者之间
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山上, 还可以参观两座博物
馆。在子爵塔上, 留下了本⼟登山团体“莱科蜘
蛛”的足迹: 团员于1946年起, 穿着红色运动服
登上了格里涅塔峰。
在泡雷宫内的莱科登山瞭望台内摆放着地形图
和触摸设备, 还安置有一间攀登健⾝房, 
帮助登山者以虚拟的方式⾸次攀登这座山峰。
当然, 您也可以亲⾝领略在莱科这座位于山峰
和天空之间的城市。

迸发的肾上腺素。莱科对您馈赠的还包括：
一场在尝试时无须十分谨慎的比
赛：“Scigamatt”。
这是一场自2010年起于每年九月举行的障碍赛, 
将莱科城转变为一套“无国界游戏”的地点。
每年的竞赛路线不尽相同, 运动员们通过20吨
的⼲草、网、帆布、水和泥浆展开较量。
建议使⽤的全套装备：游方的精神和轻巧的
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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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颗“隐匿”在莫扎特大街, 距离米兰多摩大教堂仅几步
之遥的原始的艺术和建筑瑰宝: 内奇.坎皮里奥庄园。
2. 在位于贝加莫特雷斯科雷巴尔内亚廖小城的苏尔迪庄
园的礼拜堂内, 直面洛托壁画的原始之美。 
3. 无以比拟的生活：前往位于加尔多内·里维埃拉 
(布雷西亚) 邓楠遮故居博物馆内的的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基金会。 
4. 展现文学天才的故居中散发出的魔力,《星球大战》
集合。地址: 科莫Tremezzina小镇, 巴比亚内罗庄园。
5. 前往克雷莫纳San Giovanni in Croce小镇, 欣赏美第
奇庄园内收藏的达·芬奇大作:《抱银貂的女子》。
6. 龙⾆兰、⽺齿蕨、棕榈树: 沿湖公路约两公里的异国
风情植物, 地处莱科市⽡雷纳小城修道堂庄园的花园之
中。
7. 一场关于面包和伦巴第农业的历史之旅: 位于洛迪市
San’Angelo Lodigiano的博洛尼尼城堡博物馆, 达·贾科 
莫.卡萨诺瓦亦长眠于此。 
8. 穿梭在自然、娱乐和历史之间。前往曼托⽡马尔米罗
洛小城的丰塔纳森林贡扎格斯卡小楼。
9. 皮尔马里尼设计的新哥特式塔楼的折衷主义外立面：
欣赏蒙扎和布里安扎省德西奥的库萨尼·迪托尼·特拉韦
尔西庄园之美。
10. 从詹·佳雷阿佐二世的贵族住宅到文化极点。
帕维亚的贝尔乔伊奥索城堡及其数千棵葡萄藤。 
11. 公元十四世纪的两座姊妹建筑, 一座独立的要塞: 
位于桑得里奥蒙塔.⽡尔特利纳区域内蒙塔涅小城的格鲁
梅洛城堡。 
12. 在壁画和玫瑰园之间, 一座体现巴洛克风格奇迹的花
园“环抱”着位于⽡雷泽Casalzuigno小城的波尔塔·博佐
洛庄园, 这里还设置有一座剧院、一条大石阶、众多的雕
塑和喷泉。 

—

照⽚ 
巴比亚内罗庄园-科莫Tremezzina小镇，
意大利环境基金会 (FAI)

城堡、公园和庄园。⾮凡的景点。
重新享受古⽼的魔⼒。
穿梭在武装塔楼、壁画和舞厅之间

魅⼒在哪里
  12个参观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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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印记、芳香和美
味。伦佐·皮亚诺的当代
⼿法和辉煌的维多利亚广
场。穿梭在天空、自然和
放松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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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座⽂艺复兴神庙, 
盛大的节日活动, 维多利亚⼴场, 
阿达河: 五条不同的路线将带您深⼊洛
迪这座城市    

在一次精谧的平原田地和森林之旅的中
心, 追寻阿达河的足迹: 洛迪即是本次探
索开始的地方。
这座城市的过去由费德里克·巴巴罗萨撰写，
而今天则是伦佐·皮亚诺的天下。
洛迪被米兰人夷为废墟之后, 当时的帝王于公
元1158年将其重建。
这位建筑大师还将意大利人民银行的办公地
点改建为一处带有大礼堂的公共区域和一⽚
开放的广场。位于中间的是洛迪城内的自
由主义元素: 包括比安卡尔迪故居 
(Casabiancardi), 菲亚特汽车工厂的外立面，
天使故居 (Casa degli Angeli), 阿罗西
奥故居 (Casa Arosio) 和彩色的玻璃。
漫步在市中心的街道上, “捕捉”建筑外立
面、骑楼和宫殿栅栏上公元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的标志, 建筑大师将一座城市以绘
画的形式呈现在洛迪城中。

向上一瞥。公元1487年, 圣母加冕公民神庙在
市民庆祝一项奇迹的意愿下落成, 成为洛迪真
正的地标建筑: 砖块修造的⼋⾓形结构源自
布拉蒙特的弟子巴塔乔的设计。
建筑内的镀金装饰和壁画, 油画和大理石: 
处蕴藏着的一份文艺复兴宝藏, 汇集了公元十
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作品, 其中最突出的出自
博格诺之⼿。

一座散发着巨大魅力的广场。 作为举办活动
的理想地点和一系列著名商业广告聚集的地域: 
维托利亚广场被誉为意大利最美广场之一, 
也是全球少数在四面均筑有拱廊的广场之一。

照⽚

右图_ 洛迪主教教堂, 维多利亚广场

前页_ ⼋⾓形的布局的圣母加冕公民神殿

LODI-洛迪

这座广场始终是城市生活的中心: 
而在中世纪, 此处曾是主教们到来时开展集会
和节日活动的地点, 而在今天, 广场成为了一⽚
步行区, 每周的几天中还会开设一些传统的市
民集市。

前往参与节日活动。 国际展览、视频放映和著
名摄影师: 这就是每年10月惊艳整座城市的
“道德摄影节”。每年9月, 维多利亚广场上弥漫
着本⼟特色产品的芳香和滋味。
包括帕内洛内奶酪或鸵鸟香肠在内的美食是
“品味形态”活动的主⾓。
另一项伟大的烹饪活动是每年10-12月期间举
办的“洛迪美食节”。在城市内的餐厅中会合，
品尝特别菜单: 一份人人满意的菜品是南⽠和
栗子。

在放松的“航向”上。洛迪城让人轻松的一项活
动: 沿着阿达河畔奔跑。仅仅是在距离城外几
步之遥的“平原森林”中短暂散步, 或是开展一次
从白头鹞到中世纪的皮兹格托内塔楼的巡游探
索之旅。您可以沿着200公里的自行车道, 
从河畔的一侧前往另一侧。
360°探索一条河流的机会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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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钟楼、索道、山峰、河畔。
空中鸟瞰令人惊叹的伦巴第大区风景。
无人机竞赛的完美全景

圣尼克洛钟楼 
莱科
-
96米, 380座花园。在登山瞭望台独享湖景和城
市美景 将山峰 (上图) 尽收眼底。

圣山
瓦雷泽
-
欣赏位于巴洛克风格的教堂背后的浪漫自然风
景。从阿尔卑斯山脉到亚平宁山脉。
美景尽收眼底。

距离天空⼀步之遥  
 7条建议

朱塞佩·皮亚兹天⽂观测台 
蓬泰伊恩瓦尔泰利纳（桑得里奥)
-
前往距离桑得里奥8公里的天文台观光, 在特利
纳山谷晴朗的天空“捕捉”星辰。

布鲁纳特索道科莫
科莫
-
您永远无法适应。在座舱中, 风景不断地变化。
抵达布鲁纳特之后, 湖泊是绝对的美景。

公民塔
贝加莫
-
从52米的制高点, 欣赏仿如下城的上城风景。
在独特的视角下, 尽览“两座”更加美丽的贝加莫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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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佐钟楼
克雷莫纳
-
欧洲最高的砖石结构塔楼: 站在112米的至高点
处, 欣赏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景。

多摩大教堂观景台 
米兰
-
透过绚丽的镂空尖顶, 以新的角度欣赏米兰城。
在城市的“天花板”上悠悠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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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托瓦
 探索主题

勾勒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杰作: 贡萨加城历史的
一条独特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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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得特宫举办的大型展览, 到迎接
国际宾客和数百位读者的“⽂学作品
节”活动。曼托瓦: 五个不可抗拒的
体验

从曼托瓦湖上看去，公爵宫占据在一条绝不
会让人遗忘的天际线上。绘制这条天际线的
除了贡萨加市民之外, 还包括当时最伟大的
术家。位于⾸席的, 也是最受热爱的艺术家是
安德雷.蒙特涅。
除了其他作品之外, 他还受到鲁多维科二世委
托, 绘制一个庆祝帝王时代的壁画。这位艺术
家在“婚姻登记局”工作。
九年后, 他的杰作得以面世, 并成为十五世纪
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慢节奏徒步游览。在百草广场上, 仍开设有集
市。法院宫、行政官宫、古老的圣洛伦佐圆
形大厅将我们带回至900年前如火如荼的市政
时代。

坐在酒吧的小桌旁, 仔细察看塔楼的天文钟。
在9月, 您的邻居可能是“文学作品节”上的一位
明星: 这一活动20年来在曼托瓦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作家, 在广场、剧院和宫殿内举办了
数百场阅读活动。

巨人的尺寸。得特宫矗立在城外不远的地方, 
但似乎距离权利建筑又很远。这里曾是费德里
克二世.贡萨加⽤来休闲的一座庄园。
朱里奥.罗马诺将其设计为置身于绿色和充满特
殊效应的场景中, ⽤混乱的传记拦截了一位商
人的梦想、恶魔和爱情。
除了诸如“巨人殿堂”的壮观壁画房间, 不可错过
的还包括此处举办的各种国际水准的展览。

照⽚

右图_ 得特宫内珍藏的由朱里奥·罗马
诺绘制的壁画《巨人殿堂》

前页_ 贡萨加城湖景中的天际线

Mantova 曼托瓦

站在十⼋世纪的剧院中心。
如果曼托瓦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 那么宏伟
的毕比艾纳科学剧院也应该获得这样的称号。
恰逢莫扎特父子在落成典礼后在此演奏，这座
剧院让他们二人感到震惊 (“从未见过最美丽的
房间”)。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建筑师安东尼
奥·加里·毕比艾纳只⽤了两年时间
(1767-1769) 即完成了这座晚巴洛克式小型建
筑杰作的建造和壁画绘制，剧院现在已成为音
乐会和文学会议的举办地。

风味庭院。文艺复兴的另一份宝贵遗产是美
食。南⽠、芥末甜酱汁和杏仁酒打造的煎饼直
接进⼊贡萨加庭院。
而杏仁面和蛋黄羹制作而成的美味瑞⼠蛋糕, 

功劳和荣耀属于公元十⼋世纪自瑞⼠坎托内州
移民至此的糕点师。从农庄中诞生的面粉和杏
仁混合美食: 斯布里索罗纳蛋糕。
真如古老的传统教导的那样: ⼿抓品尝更为美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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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莫尼卡山谷的岩画艺术, 到阿达·克雷斯皮的
⼯人村。受到联合国教科⽂组织保护的11件伦巴
第宝藏。十处人类遗产和⼀件⾮物质遗产: 
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诀窍”。
以第⼀人称置身于其中, 是⼀次不容错过的体验

联合国教科⽂组织奇迹
 11件珍品

意大利伦巴第人的权力和崇拜中心”: 圣萨尔瓦多和圣朱利亚
的修道院建筑群以及布雷西亚的Capitolium考古区。
“高山水上草屋”; 其中最古老的草屋位于弗吉尼亚小岛上。
“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圣山”的无限景致, 即分别位于奥苏西奥和
瓦雷泽。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诀窍”。
“曼图亚和萨比奥内塔”: 两座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之城。
米兰恩宠圣母修道院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以及贝加莫的
威尼托城墙, 于2017年被纳⼊遗产名录, 成为“公元十六至十
七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防御工事: 西方的陆地之国到海洋之
国”的一部分。这些充满灵魂的地点, 美的体验与历史在此邂
逅。由于这些地点具有连贯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选择将
其列⼊遗产名录。
独特的证据还包括贯穿超过一万两千年历史的“瓦尔卡莫尼卡的
岩画”: 雕刻的猎人、战⼠和农民, 推车和犁, 水鸟和狗, 小屋和
中世纪塔楼形象。
此外，位于瓦雷泽省和瑞⼠提契诺州之间的
“圣乔治山”中, 蕴藏着2万处化石遗迹, 包括: 50种鱼类和25种
爬行动物, 最壮观的是超过100种无脊椎动物和植物。
画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三叠世, 时间跨度介于247万至237万
年前, 恰逢海洋刚刚在此出现。除了户外路线, 贝萨诺化石博物

照⽚

上图_ 萨比奥内塔古剧院
(曼托瓦）

左图_ 萨比奥内塔
(Sabbioneta) 的拱廊,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之城

馆 (瓦雷泽) 以及由提挈诺建筑师马里奥.波塔改建和扩建瑞⼠
梅里德博物馆也值得一探。
与瑞⼠共享的一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为“阿尔布拉/
伯尔尼纳文化景观中的雷蒂亚铁路”, 这条铁路连接着蒂拉诺
(桑得里奥) 和圣莫里茨 (恩加丁)。
Bernina Express红色列车的行进坡度高达70‰, 穿过螺旋形的
隧道和高架桥, 欣赏海拔2,253米处的千年冰川和令人惊叹的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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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奥多丽娜女王的宝藏, 
到赛车场的狂热。
一座城市, 两种速度。
城市已准备好创纪录的杰
作让我们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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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教大教堂出发, 前往包含⼀座百
年公园的皇家庄园。
而后在赛车场体验⼀次刺激的试驾活
动……爱上蒙扎的5个契机

七百个房间, 一座百年公园, 一座绿地中的皇
宫。公元1777年, 在费迪南多·哈布斯堡的授
意下, 朱塞佩·皮埃尔马里尼仅在三年后即完
成了皇家庄园的建造, 最佳地阐释了新古典主
义建筑风格。在庄园内的神秘奇迹之间, 玫瑰
园自1965年即专注于举办一场国际性赛事, 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选⼿。
数字统计: 自第一届比赛以来, 已培植出4,000
种新的玫瑰品种: 在助产⼠、《摩纳哥王妃》
和诺贝尔奖得主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之间, 
等待您的发现。每年5月, 即使在晚上亦可前
往参观。

在伦巴第的核心。作为宝藏的守护地, 蒙扎在
数个世纪的历史中一直非常出名: 蒙扎主教教

堂 (Duomo) 起源于伦巴第女王特奥多丽娜。
主教教堂拥有华丽的外观，玫瑰花窗和穿孔天
花板。在内部,  一座圣坛上的金冠, 象征着王
权的神圣基础。
决不可错过参观宝藏博物馆的机会: 横跨14个
世纪和西方的艺术杰作和历史。

源自大奖赛的狂热。F1竞赛最高速的赛道: 
5,793米的超强刺激。在围栏赛道边或是看台
(可容纳超过10万人) 上观看比赛: 一种集体仪
式。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 只需预约一次运动
驾驶和面向公众开放的赛道课程。

一座百年公园。 蒙扎公园按照拿破仑.波拿巴
的命令于公元1805年建成, 旨在形成一座以植

照⽚

右图_ 主教教堂 (Duomo) 
外立面的细节

前页_ 皇家庄园, 皮埃尔马里尼
的杰作

Monza-蒙扎

物温室和果蔬园为主的农业封地典范。
在今天, 蒙扎公园是欧洲境内面向公众开放的
规模最大的公园之一, 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环境
价值。
公园的内部除了蒙扎国家赛车场 (Autodromo 
Nazionale Monza) 外, 游客还可以参观艺术装
置作品（例如詹卡洛多·内里的《作家》和朱利
亚诺·马乌里的《人类的囚笼》）、一间作坊、
一座驯马场、多座古老的磨坊以及数条⽤于散
步和体育活动的铺装和非铺装路面。

蒙扎及其起源。从古代到今日。进⼊曾作为乌
米里亚蒂居所的一座公元十四世纪的建筑。
一座城市, 多个灵魂。
在一个献礼圣坛的题词中, 找到蒙扎人民的古

老名称起源: “Modiciates”, 这一词汇亦在二十
世纪的艺术作品或第一届蒙扎三年展上出现，
一百四十件作品在保存30年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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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瓦雷泽庞扎庄园的非凡收藏: 超过1.1万件出⼟文
物保存在布雷西亚的圣茱莉亚博物馆内。贝加莫
和卡拉拉学院美术馆内收藏的拉斐尔、莫罗尼及
芒特涅的杰作。曼托瓦得特宫内的巨人殿堂。
这些仅仅是保存在伦巴第大区博物馆和艺术机构
内的一小部分宝藏。从米兰皇宫到帕维亚子爵城
堡, 再到蒙扎皇宫, 展览机构每年同样会举办规
模宏大的国际性展览。

舞台
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创造历史的爵⼠乐？自1969年起, 贝加莫多尼采
蒂剧院即已成为爵⼠乐之家。
当然, 在特利纳山谷, 名为AmbriaJazz”的活动也
将为桑得里奥和周边地区赋予更佳的爵⼠乐能
量。喜欢歌剧的人群, 决不可错过每年在布雷西
亚城内举办的歌剧节活动: 从黎明到午夜, 欣赏这
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伟大合唱活动。
最后, 每年都会变换主题, 在大区内数家最著名的
剧院内开展的散文和芭蕾活动来一场“约会”: 
从克雷莫纳的彭凯利, 到帕维亚的弗拉斯基尼。
您已经买了门票？

于您⼀直期望的场景中举办的当代艺术、摄影、节日活动、湖上⾳乐
会、舞蹈表演和徒步旅行竞赛。不容错过的⼀份简短指南

主角之季
 小小的崇拜期许

节日活动
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满足各种不同的品味！在曼托瓦, 
“文学作品节”占据舞台的时间达20年之久: 
叙事、第一人称的艺术, 与来自全球的嘉宾。
在贝加莫, 诺比尔奖得主们向青年人阐释科学。
在莱科, 人们欢庆《约婚夫妇》。
而在瓦雷泽, 于意式风格剧院的摩塞观景台上邂
逅“圣人和圣山之间” (如图)。
除此之外, 还包括: 克雷莫纳举办的“蒙特威尔
第节”活动, 以及伦巴第大区内的“开放的地下
室”活动。意大利最美小镇已准备好拥吻并庆祝
生活的浪漫。您已经选好即将参与的活动？

体育活动
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蒙扎赛车场不仅仅是F1的比赛场地, 
还是“Monster Energy蒙扎拉力赛”的举办地，
车⼿们将驾驶者拉力赛车角逐冠军宝座。
“千哩拉力赛” (照⽚中): 最神奇的比赛, 
同时也会举办老爷车竞赛, 每年五月从布雷西
亚出发。对于徒步爱好者来说, 他们的挑战
是“Orobie Ultra-Trail”: 这条位于贝加莫山区
的路线总长为140公里, 参赛者决不可停下自
己的脚步! 他们也可以参与“Resegup”, 
即从莱科到雷赛格内, 而后返程。或者, 也进
⼊与高海拔美味和体育活动有关的 “特利纳山
谷葡萄酒大道”…… 决不可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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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ia-帕维亚
 探索主题

一座需要您慢慢探索的城市。走在伦巴第大区的道路上
或大学内回廊的之间, 绝不会忘记那些悠久传承的美味和
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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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上最古⽼的大学到漫漫长河：
游览首府帕维亚的中⼼或寻找美味的
葡萄酒。留下⼀颗⼼的五个理由

乌⼽·福斯柯罗和亚历山德罗·伏特曾在城市
的庭院内留下了足迹。
我们提到的是一座全球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
(1361年)，700年来, 它一直推动着帕维亚生
活的发展。在城市中众多的博物馆展厅内来
回参观: 从比较解剖学博物馆, 到加比内托伏
特科学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中均充满了科学和
历史的气息。
在十⼋世纪植物园内，您可以在一棵45米高
的法国梧桐的树荫下短暂休憩。

在帝王之城。作为伦巴第大区的壮丽代表
(572年-774年) 得以保留, 包括让帕维亚人民
感到骄傲的坚固堡垒和众多的城市遗迹, 例如
圣母修道院的三间地下室, 圣乔瓦尼·多姆纳鲁
姆教堂和圣.埃乌赛比奥礼拜堂, 以及宏伟的“腓

骨”和“水叶”柱饰。近距离鉴赏子爵城堡内的公
民博物馆保存的特奥多特设计的石质栏杆, 
殡葬⾸饰坊打造的珠宝。
子爵城堡是一座红砖结构堡垒, 在城墙弯处筑
有高耸的尖塔。

近距离观察历史。进⼊罗马风格的金穹圣彼得
教堂: 内部存放着圣徒阿格斯蒂诺的遗骸。
值得注意的是遗物上的圣匣, 一件由卡拉拉于
公元1362年使⽤大理石打造, 追溯这位圣人生
活的艺术大作。
其他邂逅历史的机会包括: 欧洲保存最为完好
的罗马式教堂之一的圣米歇尔.马焦雷十字堂。
公元1155年, 费德里克.巴巴罗萨来到此处加冕
为意大利国王, 为帕维亚留下了大量与⾸都魅
力相关的遗产。

照⽚

右图_ 子爵城堡, 市民博物馆
所在地

前页_ 科佩尔托廊桥, 城市地标

Pavia-帕维亚

水和灯光。乘船出发, 划船, 或是穿越两座桥
梁。举办著名赛马节的提挈诺是意大利最大的
交通枢纽, 等待着您在小镇上探索帕维亚休闲
活动的风采。
日落之后, 正值科佩尔托廊桥的约会时刻。
望向自由桥附近的拱门, 艺术家马可·洛多拉的
霓虹灯为城市点燃了蓝色、黄色和紫红色。

波河南区的开胃酒。美食、葡萄酒、文化、
历史和环境: 一种勇气十足的组合, 提升了这⽚
拥有优质葡萄酒和古老传统地域的卓越性。
其中, 瓦尔兹的萨拉米香肠是亚平宁山脉帕维
亚一侧的珍宝级美食; Cruasé是一种采⽤波河
南区种植的黑比诺葡萄, 依照经典方法酿造的
桃红葡萄酒。
这里是探索葡萄酒山谷的起点, 记得参与一场

不容错过的活动“秋季帕维亚DOC”加⼊到您
的日程之中: 这是一次等待重新发掘品味的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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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骑自行车前往距离米兰市中心仅一箭之遥的莫里蒙多小
镇, 此处充满魅力的西多会修道院召唤着真实的灵性。
2. 在贝加莫的温泉小镇San Pellegrino Terme, 欣赏一座
新建新水疗中心的自由主义风格和魅力, 沉浸在6000平方
米健康环境中。
3. 最大的淡水岛。渔民的伊赛奥湖湖面上, 倒映着属于耶
稣的世界。前往依索拉山 (布雷西亚) 。
4. 静谧, 庄园, 石屋和橄榄园。
乔治·克鲁尼钟爱的科莫湖, 受到拉里奥小镇的庇护。
5. 在获得意大利最美丽小镇封号, 以伦巴第和威内托大区
为背景的松奇诺 (克雷莫纳) 郊游。
6. 前往佩尔莱多 (莱科), 游览维奇奥城堡, 在吊桥、猫头
鹰和猎鹰之间品味迷人的庭院生活。
7. 今天仿如昨日, 这座贵族住宅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地址？位于洛迪科多涅的蓝贝蒂基金会。
8. 即便是单单游览斯卡莫齐古剧院也非常值得, 
这是一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要塞建筑。
9. 在切萨诺.马德尔诺小城 (蒙扎和布里安扎省) 的阿雷
塞.博罗梅奥宫会和, 于透视变换、拱形天花板和地下冰川
之间探寻古老的乡村住宅。
10. 前往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 探索詹.佳雷阿佐.维
斯康蒂的伟大。欣赏从布满雕像、浮雕和镶嵌装饰的外立
面杰作, 到佩鲁基诺、博尔格涅内和鲁伊尼的作品。
11. 在古老的冰川遗迹之间: 欣赏奇亚维纳 (桑得里奥)
Marmitte dei Giganti公园的地质奇观和独眼巨石。
安静的游览。
12. 在雷古依诺, 探索开凿于巨石上, 俯瞰马焦雷湖景色的
圣女卡特里娜·萨索修道院, 此处距离瓦雷泽仅半小时。

—

照⽚ 
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

完美的小镇、岛屿、宫殿和温泉: 距离城市
不到⼀小时车程。从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
道院到松奇诺城堡 

在城外游荡
  12个游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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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传统, 需步行或骑
自行车探索的道路, 独特
的美味。
站在桑得里奥城内, 特利
纳山谷的景色更加美丽

桑
得

里
奥

 探
索

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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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üe木屋和梯田。《疯狂奥兰多》
的功绩。品尝⼀杯斯福尔扎托葡萄酒。
让您难以忘怀的桑得里奥的细枝末节

桑得里奥是让特利纳山谷更显尊贵的一座城
市。走在城市的道路上, 可以时光倒流, 
在老城区中心的宫殿内探索古代城市社交的
一个截面。
让您感到惊讶的元素, 包括众多隐藏的宝藏, 
例如古老的五针松高山木屋stüe，或是塞尔
托里宫舞蹈大厅的灰泥和“视觉陷阱”装饰。
此外, 值得参观的还包括有着极强吸引力的作
品, 专为公元十六世纪连环诗之一, 
马赛格拉城堡的主角《疯狂的奥兰多》而创
作的文艺复兴壁画这一无价之宝。
珍贵的证据让鲁多维科·艾利奥斯托（回礼）
都爱上了阿尔卑斯山。

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行。沿着位于蒂拉诺摩尔贝

涅的70公里梯田大道，您将沉浸在一⽚由古老
的村庄、酿酒坊和农舍构成的风景之中。
这里是欧洲境内面积最大的山地梯田葡萄栽培
区, 其间矗立着2,500公里的石墙, 是人与自然
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一个有灵魂之所。步行前往圣母萨塞拉修道院,
不仅仅是开展一次短暂的城外游览旅程, 
也是重新探索精神领域的一种方式。
从城市出发, 一切几乎都是偶然。
从一间报亭前往另一间, 在瓦莱利亚古道的葡
萄藤和梯田之间穿行, 最后抵达公元十六世纪
的修道院。
享受几乎从未注意到的特利纳山谷内的平和城
市能量。

照⽚

右图_ 位于大自然和酿酒坊之间的梯田

前页_ 加里波第广场

桑得里奥

在桌面上，红色是永恒的色彩。
特利纳山谷葡萄酒之王: 斯福尔扎托流露出一
丝丝的石榴红, 最美味的盐渍肉制品: ⽜腊肉。
十四度的⼲邑，源自⼲酿的内比奥罗葡萄, 
伴随着辛辣的香味。
打破单色的意大利面Pizzoccheri: 荞麦粉制成“
宽面条”。Km0食品的艺术即在其中。

激流之间。在水面上欣赏特利纳山谷, 最重要
是参与漂流, 皮划艇和激流勇进在内的肾上腺
素迸发的体育活动。
阿达河即拥有这样理想的环境。从皮亚特达到
卡斯迪奥内.安德维诺之间的航道, 亦适合经验
不足的人⼠。如果觉得不够过瘾, 那么更具挑
战性的底端位于上游: Boffetto急流。

参观的承诺: 纯粹的刺激感觉。
同样的体验还可于每年11月的“特利纳山谷葡萄
酒小径”：一个混合了体育和风味的高海拔活
动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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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 City
#inLombardia

Sapore
#inLombardia

Destinazione WOW!
#inLombardia

inBici
#inLombardia

Lifestyle
#inLombardia

Golf Experience
#inLombardia

Relax & Wellness
#inLombardia

Cam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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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玛利亚修道院, 米兰



瓦雷泽
 探索主题

从埃斯滕塞宫的花园，到无尽的圣山风景。
探索一座一座人类城市别样的几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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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城市和丹·弗拉⽂的霓虹灯，
圣山, 马斯纳格的壁画, 小弗吉尼亚岛:
完整体验瓦雷泽的五个⾯

公爵宫, 贝尔维德尔丘陵, 一座意式花园的几
何形状, 填充并勾勒出整个空间。
埃斯滕塞宫 (1771年) 的花园是花园城市的标
志，贾科莫·莱奥帕蒂称其为“小凡尔赛”。
沿着喷泉周围的大道, 在树篱之间, 讲述着一
种令人称心的对称规则。
5.6万平方米的百年绿植带来的感觉, 
每一个最小的细节都受到关注。

庞扎庄园的美式风格。1954年, 朱塞佩·庞扎·
迪·比莫在游历纽约和洛杉矶后, 开始收集美国
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品。
这是一场无名之辈的赌注, 而这些无名之辈很
多都成为了巨匠, 包括丹·弗拉文、詹姆斯·图
雷尔和马克·罗特克 。

在庞扎庄园内, 他们的大作重新诠释着新古典
主义房子的空间。这种强烈的对比, 打破了我
们看到的模式。
意大利环境基金会受到委托, 在庄园的别墅内
举办具有国际水准的艺术展览。

奇迹的攀登。一次漫步, 一场信仰之旅, 一座露
天的巴洛克式博物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
的圣路。十四座公元十七世纪的礼拜堂，连接
着这座修道院之城。
波利亚吉故居博物馆值得您短暂停留: 
这里是一座令人沉醉的古董馆, 经典的半身像, 
埃及的石棺或与房屋主人的作品混合在一起的
詹洛伦佐·贝尔尼尼的草图。
每年7月, 人们聚集在摩塞天台上, 参与名为

照⽚

右图_ 托普利兹庄园的花园

前页_ 瓦雷泽的圣山,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遗产

瓦雷泽

“圣人和圣山之间”的活动: 体验剧院之外的夏
日乐趣。

受邀参观宫廷。晚哥特式的壁画, 仿如“漫画⼿
稿”一般。我们现在位于十五世纪马斯纳格城堡
的娱乐大厅内: 在墙壁上, 您将欣赏到宫廷生活
中的场景, 而在墙壁的阴影下, 还可以聆听乐器
的声音, 欣赏鱼鹰的捕猎过程。
这座公元十⼋世纪的建筑放弃了所有的防御空
想, 强化了其乡村住宅的特质。距离城中心5分
钟, 享受600年前的闲散和娱乐。

在筑有湖上草屋的小岛上。这里是小弗吉尼亚
岛：从比安德罗诺乘船出发, 15分钟即可抵达
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

其是高山区域111座草屋中的一座, 也是历史最
悠久的一座, 早在公元前5200年至铜器时代即
有人居住。在今天，这里是一⽚自然绿洲, 
可以望见水鸭、大鷭和潜鸟: 让自己迷失于湖
面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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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信息

前往博物馆

米兰
布雷拉美术馆
Via Brera 28
+39 02 722631
pinacotecabrera.org

二十世纪博物馆
Piazza Duomo 8
+39 02 88444061
museodelnovecento.org

米兰三年设计展
Viale Emilio Alemagna 6
+39 02 724341
triennale.org

GAM – 米兰 现代艺术馆 
Via Palestro 16
+39 02 88445943
gam-milano.com

意大利画廊
Piazza della Scala 6
gallerieditalia.com

巴加迪·瓦尔塞奇博物馆
Via Gesù 5
+39 02 76006132 
museobagattivalsecchi.org

波尔蒂·裴佐利博物馆
+39 02 79 4889/6334
Via Manzoni 12
museopoldipezzoli.it

倍耐力当代艺术博物馆
Via Chiese 2
+39 02 66111573
hangarbicocca.org 

普拉达基金会
Largo Isarco 2
+39 02 56662611 
fondazioneprada.org

斯卡拉大剧院博物馆斯卡拉大
剧院
Largo Ghiringhelli 1
斯卡拉广场
museoscala.org

Mudec博物馆
Via Tortona 56
+39 02 54917
mudec.it

“追踪”艺术大作

米兰
圣沙弟乐圣母堂
Via Speronari 3
+39 02 874683
turismo.milano.it

贝加莫
卡拉拉美术学院
Piazza Giacomo Carrara 82
+39 035 234396
lacarrara.it

布雷西亚
圣徒纳扎罗和切尔索牧师堂
Via Fratelli Bronzetti 5
turismobrescia.it

科莫
科莫公民美术馆
Via Diaz 84
+39 031 269869
visitcomo.eu

克雷莫纳
“阿拉·蓬佐内”公民博物馆
Via Ugolani Dati 4
+39 0372 407770
musei.comune.cremona.it

齐瓦特山（莱科）
圣彼得山峰修道堂
+39 346 3066590 
amicidisanpietro.it

洛迪
“安德雷·斯齐亚维”印刷和
印刷艺术博物馆
Via della Costa 4
+39 0371 56011
museostampa.org

曼托瓦
圣徒安德雷大教堂
安德烈·芒特涅广场

+39 0376 328504
turismo.mantova.it 

蒙扎
蒙扎市民博物馆
乌米里亚蒂居所
Via Teodolinda 4
+39 039 2307126 
museicivicimonza.it

帕维亚
子爵城堡市民
博物馆
Viale XI Febbraio 35
+39 0382 399770
museicivici.pavia.it

Castiglione Olona (瓦雷泽) 
卡斯蒂利奥内·奥罗纳牧师堂
Via Cardinal Branda 1
+39 0331 858903 
museocollegiata.it

桑得里奥
马塞格拉城堡
Via De Capitani Masegra 5
+39 0342 526269 
castellomasegra.org

骑单车和步行漫游
> lombardia.movimentolento.it

米兰
森皮奥内公园
comune.milano.it

贝加莫
山丘公园
parcocollibergamo.it

科莫
知识公里 
chilometrodellaconoscenza.it
 
蒙扎
蒙扎公园
turismo.monza.it

桑得里奥
特利纳山谷葡萄酒小径
valtellinawinetrail.com

顺流而下

米兰
乘船漫游运河
in-lombardia.it/it/visitare-la-
lombardia/navigli

阿达庄园（贝加莫)
Leonardesco渡轮
inadda.it

帕维亚
帕维亚-比萨划船比赛
cuspaviacanottaggio.it

科莫
蒸汽船康科迪亚号
navigazionelaghi.it

曼托瓦
湖上漫游
mantovanavigazione.it

皮兹格托内（克雷莫纳）
卡皮内拉汽轮
navigareinlombardia.it

魅⼒在哪里

米兰
内奇·坎皮里奥庄园
Via Mozart 14
+39 02 76340121
fondoambiente.it 

特雷斯科雷巴尔内亚廖 (贝加莫）
苏尔迪庄园礼拜堂
Via Suardi 20
+39 035 944777 
prolocotrescore.it

加尔多内·里维埃拉 (布雷西亚） 
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基金会 
Via del Vittoriale 12
+39 0365 296511
vittoriale.it

Tremezzina (科莫）
巴比亚内罗庄园
Via Comoedia 5
+39 0344 56110
visitfai.it/villadelbalbianello/

San Giovanni in Croce (克雷莫纳) 
瓦斯切洛美第奇庄园 
+39 370 3379804
villamedicidelvascello.it

瓦雷纳 (莱科) 
修道堂庄园 
Via Polvani 4
+39 0341 295450 
villamonastero.eu

Sant’Angelo Lodigiano (洛迪)  
博洛尼尼城堡
Piazza Bolognini 2
+39 0371 211140 
castellobolognini.it

马尔米罗洛 (曼托瓦) 
丰塔纳森林贡扎格斯卡小楼
Strada Mantova 29
+39 0376 295933
turismo.mantova.it

德西奥 (蒙扎和布里安扎)
Villa Cusani Tittoni Traversi
Via Lampugnani 62
+39 0362 392240 
parcodelleculture.it

贝尔乔伊奥索 (帕维亚）
城堡
Viale Dante Alighieri 3
+39 0382 969250
belgioioso.it

蒙塔·瓦尔特利纳 (桑得里奥) 
格鲁梅洛城堡
Via Sant’Antonio 645 
+39 02 467615325
visitfai.it

Casalzuigno (瓦雷泽)
波尔塔·博佐洛庄园 
Viale Camillo Bozzolo 5
+39 0332 624136
visitfai.it

距离天空⼀步之遥

米兰
多摩大教堂观景台
Piazza del Duomo 14

duomomilano.it 

科莫
布鲁纳特索道 
Piazza Alcide de Gasperi 4
funicolarecomo.it

克雷莫纳
托拉佐钟楼
市政厅广场
turismocremona.it

蓬泰伊恩瓦尔泰利纳 (桑得里奥) 
朱塞佩·皮亚兹天文观测台
圣贝尔纳多
osservatoriopiazzi.it

莱科
圣尼克洛钟楼
Via San Nicolò 1
campaniledilecco.it

瓦雷泽
圣山
波利亚吉宫i
sacromontedivarese.it

贝加莫
公民塔
维奇亚广场
fondazione.bergamoestoria.it

联合国教科⽂组织奇迹

恩宠圣母修道院和达芬奇《最后的
晚餐》
turismo.milano.it 

卡莫尼卡山谷的岩画艺术 
vallecamonicaunesco.it

阿达·克雷斯皮的
⼯人村
villaggiocrespi.it

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圣山 
sacromontedivarese.it
sacrimonti.net

米兰伦巴第大区博物馆通票
365天自由出⼊伦巴第艺术机构。
通票购买请登录lombardia.abbonamentomusei.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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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拉/伯尔尼纳⽂化景观
中的雷蒂亚铁路 
rhb.ch

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诀窍”
turismocremona.it

曼托瓦和萨比奥内塔
comune.mantova.gov.it
comune.sabbioneta.mn.it

圣乔治山 
montesangiorgio.org

高山湖上草屋 
palafittes.org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权⼒和敬拜中⼼
italialangobardorum.it
bresciamusei.com

贝加莫威尼斯古城墙
15至17世纪威尼斯
visitbergamo.net

在城外游荡

莫里蒙多 (米兰)
abbaziamorimondo.it
morimondoturismo.eu
borghipiubelliditalia.it

San Pellegrino Terme 
(贝加莫)
QC Terme San Pellegrino
Viale della Vittoria 53
+39 0345 20102 
qctermesanpellegrino.it

伊索拉山 (布雷西亚)
iseolake.info/it
borghipiubelliditalia.it

拉里奥 (科莫)
lakecomo.it

松奇诺 (克雷莫纳) 
soncino.org
borghipiubelliditalia.it
prolocosoncino.it

佩尔莱多 (莱科)
维奇奥城堡
维奇奥区
+39 348 8242504 
castellodivezio.it

科多涅 (洛迪)
Palazzo Lamberti 
Via Cavallotti 6
+39 0377 32265 
raccoltalamberti.it 

萨比奥内塔 (曼托瓦) 
古剧院
Teatro all’Antica
Via Teatro Olimpico 1
+39 0375 221044
turismo.mantova.it

切萨诺·马德尔诺
(蒙扎和布里安扎) 
阿雷塞·博罗梅奥宫
Via Borromeo 41 
vivereilpalazzo.it

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 
Viale della Certosa

奇亚维纳 (桑得里奥)
Marmitte dei Giganti公园
valchiavenna.com

雷古依诺 (瓦雷泽) 
圣女卡特里娜·萨索修道院
Via Santa Caterina 13
+39 0332 647172 
santacaterinadelsas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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