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车漫游

/



骑车漫游 
#inLombardia

 杂志

照片： 
封面_ 提契诺河上的贝雷瓜尔多船式浮桥

自德莱斯发明第一辆自行车的200年后，
伦巴大区重新开发了区内从阿尔卑斯山脉
到亚平宁山脉的自行车路线。
这些路线“邀请”您放弃对公里数的计算，
而是前往获得别样的体验。在本文罗列的
10条路线中, 请尝试着“邂逅”旅途中的人
物、稻田、堤坝和葡萄园。察觉到美食和
玫瑰的芳香。探索树林里的铺装路。
如同达芬奇观察运河的那样欣赏小镇的优
雅, 体验冠军们的发夹弯。因自行车运动
而不朽的线路, 使伦巴第大区成为骑车漫
游的绝佳地域。
现在, 也是您的完美地域。



最经典的自行
车漫游线路 

 路线1

可以沿途欣赏磨坊、莲花和河流森林
的明乔河畔自行车道（Ciclabile del 
Mincio）是伦巴第自行车漫游的发祥地 

两个世纪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乘坐着马
车开始了他的意大利之旅。在今天，很多的大
型巡回赛事都有自行车的参与。在伟大的作家 - 
旅行者留下足迹的线路中，许多人选择从加尔达
湖前往波河河畔的道路开始自己的首次自行车之
旅, 欣赏“柠檬茁壮成长国度”的甜美味道 。

明乔河畔自行车道是最早出名的线路之一。这条
线路的标号为“Ciclovia 1”，也是阳光自行车道
(Eurovelo 7) 的一部分。走完这条线路，您即完
成了从意大利半岛的大山脊前往阿尔卑斯山脉和
主要岛屿的旅程。位于这条路线的旁边从加尔达
湖流出的明乔河是您亲切的旅行伴侣：慵懒而蜿
蜒地“亲吻”着第一座冰碛山丘, 穿过树林、饮水
喷泉、泥炭沼泽和湿地之间, 而后带领您进入波
河周边的平原地带。

—
照片: 马尔米罗洛周边的明乔河畔自行车道

从戴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前往曼托瓦
一日游 

难度: 适合所有人 
长度: 43.5公里  
落差: 小梯度下坡 
路况: 维护完善的沥青道路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时间: 四月至十月  
心情: 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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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曼托瓦城出现在您的眼前。 浮现在眼前的
还包括一座建于公元十六世纪，用于保卫城市的
港口城堡。圣乔治城堡拥有童话般轮廓的塔楼，
和圣徒安德雷教堂的巨大白色圆顶，让我们回想
起皮克塔殿堂内壁画上的一匹高贵的骏马。是时
候下车并向冈萨加斯市致敬了。

路, 将我们引向一座小型罗马式教堂和一座仍在
运行的中世纪磨坊。

返回至主道，在骑行约十公里后，我们继续沿着
作为明乔河分支的另一条人工运河的岸边前进。
顺着从这里开辟出的一条土路，您可以穿过田野
和山谷，或前往存在诸多小径和池塘的贝尔托内
花园，欣赏一座十九世纪的庄园和飞翔的鹳。
在花园中，您可以找到一颗巨大的银杏树: 在秋
天，它被一片壮观的金黄色叶子遮住。
另一个美丽的选择是，距离索阿韦.马尔米罗洛
不远，曾作为贡萨加狩猎区，今天已经是一片国
家自然保护区的丰塔纳森林，此处也是数个世纪
以来保存完整且罕见的河流森林范例之一。
抵达这里时，您即靠近线路的终点，而在河道
上，夏天蓬勃生长的莲花也成为了这条路径一
部分美景。我们离开堤岸道路向右转，前往乡
村道路。

在马尔维奇广场品尝一杯咖啡后, 即可从戴森扎
诺小城出发，穿行在湖泊和拱廊之间，欣赏阿尔
卑斯山的风景，而后向东南方向骑行并先后抵达
波佐伦戈和蒙扎巴诺，进入位于河畔右岸这条真
正的自行车道上。骑行数公里后，抵达明乔河畔
瓦莱乔小镇和博尔格托小镇，可以明显看到明乔
河在大区公园内转了一个大弯。
路过博尔格托后, 几乎难以察觉的小梯度下坡让
您轻轻踩下踏板后即可轻松地越过这一路段。

骑行穿过科尔诺中心绿地后, 在距离波佐伦戈不
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将河流分开，树木繁茂的
小岛。此处自然生长的植物包括鹰爪豆、沼泽龙
胆、薄荷和水生兰花。如果仔细地观察，您会发
现河畔处亦生长着相同的植物。在博佐洛，车道
离开明乔河畔，您将沿着博佐洛-马廖的泄洪道
路堤行进。
进入因马锡伯纳运河的开掘而形成的一段偏移道

照片: 

右图_ 戴森扎诺.德尔.加尔达的灯塔
下图_ 明乔河畔公园内的一段自行车道

右下角_ 毗邻曼托瓦城的梅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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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马赛克
布雷西亚
通过参观圣朱利亚修道院的博
物馆，您即可从修道院的建筑
草图中了解城市的分布结构。
古罗马贵族住宅和内部非凡的
马赛克。

信息

在周末，自行车旅游的范围可以扩
展至瓦尔特内塞区域的布雷西亚山
丘地带，欣赏那里的葡萄园、城堡
和加尔达湖的景色。您还可以将焦
点放在首府布雷西亚城内，那里有
热情的纪念广场，您可以在户外的
咖啡馆放松身心。最后，沿着波河

历史记忆
圣马蒂诺德拉巴塔利亚
文献和文物等战争历史的记
忆，保存在圣马蒂诺山上的一
座骨塔内。

品味
塞尔米德
“曼托瓦甜瓜之都”是甜瓜协会
付诸努力的结果。在夏天, 水
果是众多庆祝节日的主角, 由
此制作的前餐到甜点拥有非凡
的口感。

修道院的静谧氛围
圣贝内德托波
数个世纪以来, 圣本笃波利罗
内修道院的周围的农业景观逐
渐成为灌溉区和定居点。

甜和辣
曼托瓦
乡村和宫廷传统：曼托瓦美食
受到普罗大众和贵族的喜爱。
您一定要尝试一下舂米制成的
意式烩饭。

河流的历史
雷韦雷 
历史、考古、民族志和物质文
化：参观波河博物馆是一次跨
越千年波河流域文明的旅程。
附近有一座矗立在河畔的“漂
浮”磨坊。

照片: 索尔德罗广场, 曼托瓦

米兰 布雷西亚

曼托瓦

戴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展现龙虾和石榴形象的壁画。淡水鱼和辣味饺子。
多日的旅程，多次勾起您的食欲

在葡萄园之间
瓦尔特内塞区域和南加尔达
卢加诺.特雷比亚诺葡萄酒是冰
碛山丘的慷慨馈赠。从瓦尔特
内塞区域山坡上的Groppello
葡萄，到城堡和阵阵清风之
间，诞生了弥漫着花香的齐亚
雷托葡萄酒。

城堡景观
帕登格
爬上帕登格城堡所在的凌厉山
丘，多边形的墙壁和高角楼，
让您的目光停留在周边浩瀚的
加尔达和山丘景色中。

湖畔公路
锡尔苗内
在南加尔达一个小半岛上，一
条可通航的护城河将其与陆地
隔开：这里是一处设有水疗中
心，配备有中世纪设施的老城
区中心。

从加尔达湖到波河平原 
 三日游

的流向探索被大河水域“撕裂”的南
曼托瓦和波河南区-参观大量的物
质文化见证并品尝美食。

第68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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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壶和美酒  
 路线2 

法哥第区域起伏的道路，贯穿着名
扬世界各地的葡萄园。这些道路隐
藏在葡萄藤、城堡和修道院之间

第一次，获胜者的祝酒可以在出发时完
成。我们位于布雷西亚省内的法哥第区
域，这片地域迫临伊塞奥湖，备受赞誉意
大利起泡酒即诞生于此。在这座具有菜园-
花园外貌的冰碛盆地中，著名的康福蒂博
士已于公元十六世纪酿造出这种诱人的葡
萄酒。位于教堂和钟楼之间的平缓而倾斜
梯田上的葡萄园，是非凡原产地名称控制
和保证认证（DOCG）葡萄酒的摇篮。霞
多丽葡萄拥有女性化的一面：它们赋予葡
萄酒最柔和的味道。黑比诺葡萄产生了的
气泡具有严谨和阳刚的气质。一起举杯：
等待着我们的是一幅由美食、美酒、大自
然和秘径组成的美妙拼图。

让我们从洛瓦托开始: 您会立刻发现这是
一次没有挑战的一日游。骑车约一公里即
可抵达圣母祈福修道院，但是路况有些堪
忧, 您需要注意车道上的鹅卵石。从地处
蒙脱法诺山坡上的修道院门前的露台上，
远眺法哥第区域的中心。景色十分美丽，
可是因为平原的构造, 能看到只是很简单
的景致。

—

照片: 伊赛奥湖苏尔扎诺段的美景

从洛瓦托到卡扎戈圣马尔
蒂诺
一日游

难度: 中等 
长度: 63公里 
落差: 650米 
路况: 80％沥青路, 20％铺装路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 
和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一月 
心境: 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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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上演。事实上，该地区最古老的酒窖即位
于博尔纳托城堡内。我们在抵达后，可以直接在
筑有城堞的城墙边品尝葡萄酒。
重新骑上自己的座驾进入同时有机动车通行的二
级公路，不久即可抵达卡扎戈圣马尔蒂诺，这最
后一段路需要耗费一些体力。毫无疑问，还有额
外的起泡酒作为奖励。

骑行在这条路线中，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布雷西
亚作为自行车地域的地位。您将在本地域持续享
受“吃&喝”的体验，因为本地的自行车骑行者确
定，不太长的上坡和下坡线路总是交替出现。
然后，我们按照路牌指示前往埃尔布斯科。
我们试图抵御进入镇上如神话般的酒庄的诱惑，
并在圣母马焦雷教区教堂这座罗马式建筑珍宝前
短暂停留：教堂于近期完成了修复，恢复了原有
的光彩。我们向西骑行，先后抵达阿德罗和卡普
里奥洛，欣赏矗立在此处的一座要塞和一座引人
入胜的中世纪小镇。为了抵达这里，我们需要应
对一段比较艰难的上坡路。
抵达后，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挑战线路了。

继续骑行，在短时间内即抵达位于伊赛奥湖南岸
的帕拉蒂科。至此，我们甚至还没有走完一般的
路程，但是您仍可以在齐亚特公园内的长椅上放
松休息。这里的一条人造湖畔道路曾用于停靠上
传，因此非常值得您驻足于此。
从帕拉蒂科开始继续骑行，穿过保护区抵达布雷
西亚。这条道路将一直陪伴我们抵达克鲁萨内
和位于伊赛奥湖南部的一处小型水域：因自然
价值而成立的伊赛奥湖托比埃雷自然保护区。
骑自行车环游时，更好的路线是俗称“Percorso 
Centrale”的中路，您将穿过湖泊上的木制的人
行道。

人行道骑行结束时，我们即可看到自公元1083年
起一直占据着这片湿地区域，地处克鲁萨境内的
圣徒彼得拉莫萨修道院的轮廓。修道院在后期进
行扩建和改造后，保留了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环形壁画和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小礼拜堂。
再次进入骑行路线，首先爬上地处葡萄园之间的
一座丘陵，而后缓缓地朝着帕德尔诺.夫兰恰科尔
塔和罗登戈.萨伊亚诺骑行：那里矗立着法哥第区
域最重要的宗教遗迹-圣徒尼克洛奥利维托会修
道院。修道院由公元十一世纪克鲁萨内的僧侣修
建而成，地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为前往罗马
的朝圣者提供住宿和茶点。 本笃会在400年后占
有这座修道院后进行了扩建，采用引人入胜的环
形壁画进行了装饰，为建筑群赋予了更为壮观的
属性。
现在，是时候回到起点了。我们继续沿着自行车
道骑行，前往帕德尔诺.夫兰恰科尔塔。
从这里按照路牌指示，前往博尔纳托。这是一个
象征性的选择，旨在庆祝历史和葡萄园的“婚礼”
，而且数个世纪以来，这一仪式每天都在法哥第

照片:

右图_ 圣母升天教堂，埃尔布斯科
下图_ 伊赛奥湖苏尔扎诺段的小码头

右下角_ 法哥第区域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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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灌溉目的而建造的人工渠，贵族庄园和历
史悠久的城市，以及工业考古的精彩典范

1. 彭佩尔杜托大坝是公元十九世纪水利工程建筑的“珍宝”之一，
其所在的索玛.隆巴多区域是提挈诺河和韦洛雷西运河的分离
点。
2. 公元十六世纪的博罗梅奥.维斯康蒂.丽塔庄园位于距离米兰约
十公里的拉伊纳泰，周边是一片水景。 
3. 山地自行车的完美线路位于伦巴第最大的平原保护区-格洛阿
内大区公园的橡树林和荒野之间。
4. 耶稣诞生博物馆位于贝加莫附近的达尔米内小城，收藏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900余件体现耶稣诞生的物品。 
5. 艾斯蒂诺修道院位于贝加莫的门户地带，毗邻一座栖息有多
种生物，种植有1500种蔬菜（大部分可食用）的山谷。  
6. 玉米面小鸟蛋糕：贝加莫的经典甜食，采用杏仁酥制成，
带有巧克力制作的小鸟装饰。在北贝加莫，当地人还制作最美味
的鸡蛋奶酪（Stracciatella）意式冰激凌。
7. 从布雷西亚登上马达莱纳山。这条可以欣赏全景的路线挑战性
较高，而且存在山地自行车也较难适应的地形变化。
8. 玉米粥和DOP认证的戈贡佐拉奶酪：伦巴第大区的两种卓越
美味，尤其应在贝加莫和布雷西亚山谷区域品尝。旅行结束时品
尝，口感更佳。
9. 探索特隆比亚山谷中始于公元十六世纪的一家铁匠铺：
位于其中的萨雷佐钢锤博物馆（Museo I Magli di Sarezzo）
将为您讲述布雷西亚的铁器加工传统。 
10. 布雷西亚-彭特维克，梅拉南自行车道。此处绿植遍布，
您最好骑着山地自行车道同时穿越斯特罗内公园。

米兰

布雷西亚

贝加莫

信息

从韦洛雷西运河（连接着提契
诺河和阿达河）旁的一条地形平
坦，总长85公里的自行车道，
即可进入贝加莫地区。起伏和落
差较大的路径，位于通往北贝加
莫中心地带至城市东部山丘的“
撕裂”路段。前往布雷西亚的道
路仍然有些起伏，而后梅拉自行
车道至奥利奥河段，始终处于平
原地带。

照片: 圣彼得拉莫萨修道院位于伊赛奥湖南部，普罗瓦廖.伊赛奥的托尔比
埃雷湖畔

蒙扎

从提契诺河到奥利奥河
 三日游

第68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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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拉·真蒂里尼
吉萨洛博物馆馆长

“自行车和伦巴第，两个故事总是相交的。
没有一个地点能像自行车博物馆那样可以更好地
代表这个联盟。而且在这座山岭上，才能出现这
座“自行车之家”。作为一名城市建筑师和自行车
手，我负责她的建设工作。我同时也被她深深地
感染了。基于当代概念，开掘于岩石内的博物馆
于2006年开放。博物馆的内部，一个曲线的滑
槽让人回想起攀登吉萨洛山后登上三层讲述着
自行车运动历史的展厅，里面陈列着创纪录的自
行车，意大利巡回赛的文献和粉色领骑衫: 这些
收藏中亦包括曾捐赠给附近的圣母吉萨洛山小教
堂的还原物品。我本人最钟意的，是一架由冯斯
托·科皮（意大利著名自行车手）于1942年创下
小时记录，采用丝绸内胎和木制轮辋的自行车。
简直是一个奇迹!”

费里切·吉蒙迪
自行车冠军

“如果我要陪朋友去伦巴第大区骑行，我会前往
塔雷桥山谷，那里自然风景原始且车辆稀少。骑
行攀登圣乔瓦尼.比安可所在的山谷，到奥尔加后
继续上坡，前往位于布拉的岔路口。当然，进入
这条路线你需要比较强健的体魄，但骑行攀登本
身并不难。然后，沿着布雷比拉山谷向下俯冲，
直到你回到我的家乡-塞德里纳的桥头处。当我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帮助一位邮差，也就是
我的母亲骑车送信。布雷巴纳山谷是我的“健身
房”。当我需要训练自己的体魄时，我即前往撒
西纳山谷，俯冲到湖边并继续骑行，最后抵达吉
萨洛。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
借了一辆赛车。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和朋友们
一起出发，没有吃饭，也没有什么强健的体魄。
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已经骑行了150公里，我们
都筋疲力尽。在奥尔贾泰莫尔戈拉，我们“洗劫”
了一颗无花果树。吃的只剩下了叶子”。

大卫·奥达尼
厨师

“我真的很喜欢赛车。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保
持健康，因为一名厨师需要强健的体魄。
管理一间厨房就像是指挥管弦乐队一样。需要
“一千只眼睛”。当我骑自行车时，我仿佛找到了
自我，这让我能独自思考。也让我充满了热情。
蹬踏板，就是把头脑和精神放在正确的位置。
自行车和厨房有一些共通点。米兰 - 圣雷莫之
间的车道让我想起了春天，一道如万圣节蛋糕一
样，配有朝鲜蓟和香草的美味。相反，在伦巴第
之旅结束时，我会制作藏红花烩饭：白色米粒上
藏红花的螺旋金色花茎，让人回想起转动的车
轮。如果提到“维格雷利自行车赛道”，我会想到
千层酥蛋糕：车道上转向类似于糕点的加工，
是一种需要无休止地重复的手势。

里努斯
音乐DJ

我每周骑行两到三次。在里努斯的履历中，除了
意大利著名电台Radio Deejay的主持人，自行
车骑行也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这比其他运动更
有趣、更累，但团体骑行也能获得很愉悦的感
觉”。当他闲暇时间很少的时候, “就像是在绝望
的出口”，莱纳斯在前往提契诺公园时说到，
“位于库萨格、卡西内塔.卢佳聂诺和罗贝克.纳威
里奥小镇之间平坦的乡村环线上”。除此之外，
他还会前往蒙扎皇宫, 并从那里出发骑行至西尔
托里和布里安扎丘陵。当他想要认真骑行时，“
拉里亚三角非常适合远途挑战: 从坎佐出发，
穿越科尔马或穆罗.索尔马诺, 而后一路俯冲前往
科莫湖，最后抵达贝拉奇奥。从这里返回至起
点，需要应对吉萨洛的丘陵和更容易攀登的瓦尔
布罗纳.达.奥诺”。这一路总是充满乐趣。

追忆千层酥蛋糕的维格雷利自行车赛道。
博物馆内保存着使用丝绸内胎的自行车。提契诺公园内的线路。
奥尔贾泰莫尔戈拉的一颗无花果树。成为四位自行车手的核心地域并
非偶然

对于喜欢骑车的人士 
 优异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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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旧世界 
 路线3

妥善维护的自行车道, 渔民的村庄 
和古老的公园: 在一条令人难忘的
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线路上 

公园周边矗立着花园之城-瓦雷泽的众多庄
园，是您一日游时获得满意骑行体验的最
佳引导物。这些样貌相同的“绿肺”将在总
长约60公里，可在一天内轻松完成的行程
结束时为自行车骑手们举行“迎宾礼”。
自2008年举办公路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以
来，瓦雷泽一直是各大洲两轮车爱好者
的核心地域。专为自行车挑战而设计的线
路，为诸多壮观的地域带来了极强的活
力。从位于城中心的雷卡拉迪庄园的公园
一路俯冲，在瓦雷泽湖斯基拉纳的湖畔旁
享受“空挡”滑行。
继续逆时针滑行, 掠过芦苇地后, 完善养护
的自行车道很快会“告别”熙熙攘攘的机动
车流。 

此时转向沿湖的树林，抵达古老的渔村卡
扎戈布拉比亚。这里的石屋自十八世纪以
来即采用圆锥顶结构, 用来收集湖面上分
离的大冰块和保存捕捞的鱼。在比亚德罗
诺，您可以登上一座葱葱郁郁的水中岛屿: 
“小弗吉尼亚岛”。这里是历史最为悠久，
于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的“阿尔卑斯山周围的史前湖岸木桩建
筑”的所在地, 也是一座史前博物馆和考古
公园。

—

照片: 圣维托雷十字堂, 瓦雷泽

从瓦雷泽前往花田之地公园
一日游
 
难度: 中下 
长度: 62公里 
落差: 400米 
路况: 100％沥青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一月 
心境: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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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此处不远的地方即是公元十九世纪的庞扎庄
园, 目前是意大利环境基金会的资产。作为当代艺
术收藏的“珠宝盒”, 庄园的花园也是诸多自然艺术
项目-与自然、共同的作者和旁观者对话, 用石头
和树干制作的土地艺术装置的背景。少数作品亦
采用轮子的形状, 多次“召唤”着参观者脑海中的自
行车。一日游的疲惫在此结束。
只有体魄强健的人, 才可以体验前往花田之地山峰
的艰难爬升路线。难度不亚于获得世界冠军。

回到陆地, 抵达“丑陋和善良”家园的加维拉泰, 
此处用杏仁和烤榛子制成的传统甜品, 可以为骑行
者提供相当多的能量。
距离城中心不远的地方, 矗立着公元十三世纪的
沃尔泰拉修道院, 您可以在此展开冥想。在重新
进入自行车道之前, 将自行车停好, 前往奇蒂廖
这座属于自行车冠军阿尔弗雷多.宾达的神话之
城,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参观一处两轮爱好者的
推荐景点：一座专门为全球自行车三冠王设立的
博物馆。

重新“驾车奔腾”，前往一座可以欣赏马焦雷湖景
色, 地处花田之地山峰北部的山谷：瓦尔库维亚。
沿着没有落差的谷底骑行，仰望周边景色秀丽的
山脉。在东南部的花田之地, 西北部的怒多山峰中
隐藏着战壕、骡马道和北方前线“Linea Cadorna”
的瞭望台，以及一连串于十九世纪末沿着意大利 
- 瑞士边境修建的防御工事。
沿着瓦尔库维亚山谷抵达位于博佐洛门庄园的入
口处，战争的阴影随即消失：这座公元十八世纪
的庄园是一颗“珍宝”，被一座大型的梯田公园所
“环抱”。在意大利环境基金会的保护下, 你需要在
这座欢乐的庄园中驻足，欣赏“Corte d’onore”的
建筑风格和一座宏大的舞厅。
新设计的玫瑰园是一座展现玫瑰历史的博物馆，
多样的品种在这里培育并绽放。

重新骑上您的座驾, 轻松地前往花田之地山峰以及
大区公园。后者所在的地域是一片自然保护区，
其中矗立着一座天文观测台和圣山建筑群，一条
敷设有鹅卵石, 总长2公里的“圣母”参观线路, 以
及多座位于中世纪孕育的圣山上的小礼拜堂。
抵达奥利诺后，欣赏美丽的公元十二世纪要塞
(Rocca), 在树林中体验漫长的坡道。
由于路线多样且车辆稀少, 吸引了众多的自行车爱
好在此骑行。
而后抵达毗邻一座小湖的布林齐奥, 在那里轻松地
踩着踏板一路上行至拉莎。骑行中, 几乎没有意识
到已越过一座座的山丘。而且,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不触碰踏板一路俯冲至返回瓦雷泽的路上 
(当然，刹车还是必须的)。 
附带花园的托普利兹庄园是第一座历史悠久的豪
宅, 拥有壮观的水景, 来自世界各地的巨大树木矗
立于此, 庄园内亦设置了一片配备齐全的野餐区。

照片:

左图_ 小弗吉尼亚岛的登船口, 比亚德罗诺
下图_ 巴尔德洛河上的一座小桥, 位于瓦雷泽湖的自行车道上

右下角_ 沿瓦雷泽湖畔, 穿梭在斯基拉纳
古老的建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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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堤旁的自由主义风格装饰，
面包博物馆和自行车。将旅程延伸至波河，
从美好时代(Belle Epoque)穿越至一片仍然存
在的乡村世界

1. 地处马焦雷湖畔, 弥漫着美好时代气息的鲁伊诺自由主义庄园。
第一眼就被但丁大街所吸引。
2. 瓦雷所托最著名的“油画”小镇-阿尔库美佳, 收藏有当代艺术家
的50件壁画作品。 
3. 科马比奥湖木制自行车道, 骑山地自行车可获得最佳的体验。 
4. 位于戈拉塞卡的蒙索里诺考古区, 其中的遗迹可以追溯至铁器
时代。 
5. 位于图尔比戈和运河畔罗贝克小镇之间的大运河自行车道。
至今仍可通航的这条人工运河, 曾用于马焦雷湖运输至米兰Darsena
码头之间，用于建造米兰多摩大教堂的谷物、皮革和大理石运输。
6. 圣.巴西亚诺十字堂, 采用伦巴第的罗马式风格, “独自”矗立在
Lodi Vecchio外的乡村地带。
7. 莫兰多·博洛尼尼城堡（Sant’Angelo Lodigiano）内的面包博
物馆, 内藏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发现和诸多真正的面包, 讲述着面包
师的作品。 
8. 圣科隆巴诺阿兰布罗的葡萄园, 距离米兰最近的DOC认证葡萄酒
酿造地。由于地处丘陵之间, 因此备受自行车爱好者的青睐。  
9. 六百种珍贵的鸟类（包括灰鹭和白鹭）栖息于索马利亚城的蒙蒂
奇自然保护区内。 
10. 位于利夫拉加和波河大堤之间的一条绿道, 需骑山自行车进入。  

信息

位于瓦雷所托, 从鲁伊诺至戈拉
塞卡的第一部分线路呈现出唯一
的落差, 也不会让人非常疲惫，
因为车手们几乎总是在谷底或骑
自行车道上骑行。第二天, 您将
进入米兰的大运河自行车道，一
直骑行前往位于米兰南部农业公
园内的农舍。第三天, 探访位于
洛迪贾诺的罗马式教堂、葡萄园
和保护区。

米兰
瓦雷泽

照片: 博发罗拉“Barchett”小船, 运河河畔罗贝克小镇

从马焦雷湖到波河 
 三日游

第68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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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色的铁轨上
 路线4

一条位于幽静的山脉和工业考古区域之
间, 由铁路轨道改造而来的自行车道。
进入赛利亚那山谷, 意味着开始一场穿
梭在满是记忆的地点中的旅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赛利亚那山谷一直是一处劳作
地点, 休闲活动很少。自1884年以来，
一条长达34公里的低坡度大弯道铁路线沿山谷
上行, 成为手工制品和矿物, 尤其是锌、铅和银
方铅矿运输的主要通路。开通的火车还为前往克
卢索内 (位于普雷索拉纳山峰的门户) 的旅客提
供货运服务。
上世纪六十年代, 如同欧洲诸多被废弃的铁路，
旧的铁道被逐渐废弃, 逐渐转变为一条自行车
道。这条车道毗邻塞里奥河的河岸, 与坚实的自
行车道连接在一起, 还有数条分支连接着铁道连
接小镇的中心地带。

—
照片: 中世纪起源的阿尔比诺桥

从拉尼卡到克卢索内
一日游

难度: 适合所有人 
长度: 31公里 
落差: 340米 
路况: 抵达蓬特诺萨镇之前为铺装路
面, 之后为沥青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赛车 
和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四月至十月  
心境: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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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扎特, 您将在稳靠右岸的自行车道上骑
行。山谷变窄, 定居点减少, 植被数量增多：
我们开始呼吸到山间的空气。路过窄道之后，
普雷索拉纳山峰的雄壮轮廓出现在您的眼前。
将铺装路面忘在脑后: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将在沥
青路面上骑行。
在蓬特诺萨镇, 另一座桥梁跨越在赛立奥河与诺
萨溪流的交汇处。自行车道重新回到河对岸，
开始一段小上坡的骑行。在蓬特.德拉.塞尔瓦旧
火车站的正前方, 设置有一片自行车手的休息
区，配有长凳、桌子和小型的饮水喷泉。
穿过一条短隧道后, 距离重点还有4.5公里的路
程。继续在大草坪之间的自行车道上骑行。
一个不具有挑战性的斜坡需要我们离开鞍座，
站起来蹬踏板，如同法国人称为“danseuse”，
像一曲舞蹈的节奏步态中站立骑行。

在克卢索内圣母教堂旁的“迪西普利尼礼拜堂”的

墙壁上, 另一种类型的舞蹈在等着我们。《死亡之
舞》这幅壁画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于公元1485
年绘制而成。
这件作品拥有极强的吸引力: 事实上我们也是一具
具踩着优雅芭蕾舞步的“骨架”。

这条线路始于距离贝加莫东北7公里的拉尼卡小
城。从首府城市的火车站搭乘有轨电车，
仅需一刻钟即可轻松抵达这里。
抵达塞里奥的攀登自行车道, 最初位于左侧。
在拉尼卡小城内的一家历史悠久的棉纺厂附近，
矗立着多座带有经典造型阳台的工人房屋。
在阿尔扎诺, 决不可错过参观一处拥有山谷工业
记忆的伟大遗产的机会。
事实上, 这里矗立着水泥厂 (1833年开业，
1966年关闭) 六个连接烘烤炉的巨大烟囱。

在阿尔比诺, 一座中世纪起源的石桥横跨在河流
上: 您在这里看到的烟囱属于另一家历史悠久的
纺织工厂。从塞里奥河一直延伸到切内的路线
旁，有一座美丽的公园毗邻河流的转弯处。
任何想要偏离道路的人, 都可以前往位于小镇北
部的一座古生物学公园, 那里保存着世界上最完
美, 历史最为悠久的翼龙的骨架。

照片:

右图_ 工业考古学建筑, 蓬特.塞尔瓦
下图_ 库鲁索内丰扎格宫的行星时钟

右下角_ 赛利亚那山谷的区域的山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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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准备一个周末或额外再加一天, 
规划一次从奥罗比耶阿尔卑斯山和
克雷玛斯克之间前往平原地带、阿
达河或沿着赛立奥河前往科雷玛的
自行车之旅。
或者, 沿着布雷巴纳山谷的旧铁路
改造而成的自行车道, 前往奥罗比

耶山脉的中心位置, 这里有无数条
山地自行车路线。

生态博物馆
戈尔诺 
土壤和底土: 通过矿山、树林
和牧场的工作来讲述一个社区
的人类和物质历史。

在出租车之前
科尔内罗-塔索

一座位于布伦博山上的悬崖小
镇：拱廊、鹅卵石街道和德.塔
西斯家族的建筑物-由此产生了
邮政服务、出租车名称和诗人托
尔夸托。

山中的乐趣
贝加莫
斯特拉齐诺（Stracchino）、
塔雷桥（Taleggio)，陈化的
Branzi奶酪和Agrì奶酪是高山
农场和牧场的特色产品。这些
美味是每个骑车人无法抵挡的
诱惑。 

DOC认证的小馄饨
科雷玛 
在鸡蛋面薄片上, 加入面包
屑、干酪、鸡蛋、马沙拉白葡
萄酒、杏仁酒、葡萄干甜点、
薄荷, 蜜饯和肉豆蔻, 葡萄干和
柠檬皮制成的馅料。

河流之间
塞里奥大区公园
在阿达河的交汇处, 受保护的
流域“点缀”着农舍、村庄和城
堡。在桤木和杨树之间, 设置
了多条自行车生态旅游路线。

宫廷生活
马尔帕加
伟大的军队司令巴尔托洛梅
奥.克莱奥尼的“皇宫”、要塞和
宫廷住宅。内部的壁画使其享
有极高的声誉。

米兰

克卢索内

照片: San Pellegrino Terme市政赌场
城市景观 
贝加莫
位于上城, 在蜿蜒的坡道和中
世纪的巨石之间: 维奇亚广
场、法院宫和圣母马焦雷教
堂。位于下城, 辉煌的卡拉拉
美术学院和GAMeC现代和当
代美术馆。   

手工艺人小镇
格罗莫

赛利亚那山谷北边的一座美丽
的中世纪小镇，俗称为“小托
莱多”。一座博物馆讲述的是
一座加工刀片的铁匠店历史。

自由主义的水
San Pellegrino Terme
地处布雷巴纳山谷之间，
美好时代气氛中的山中草地。
老市政赌场前的花香味十足。

艺术珠宝、塔楼城堡和桥梁 
“讲述”着历史, 而饥肠辘辘的自行车骑手们可以品尝意式
小馄饨和山地牧场奶酪

从奥罗比耶到克雷玛斯克 
 三日游

贝加莫

第68页的信息

29



与达芬奇一起沿
着阿达河畔漫游 

 路线5

伟大的文艺复兴天才研究过的森林和
运河。赋予灵感的山峰。顺流航行的渡
轮。在这里, 你将骑车穿行在自然与艺
术之间 

阿达河畔从莱科到卡萨诺.阿达的自行车道，
位于人们不想破坏大自然的地域，您将沿着莱昂
纳多.达芬奇的脚步观赏河岸的风景。请问, 水是
什么？“她永远不会以其海洋元素结束......”。
达芬奇于公元1482年至1515年在米兰逗留期
间，在斯福尔扎封地的文化氛围中见证了伦巴第
的伟大工程传统, 这些作品源自他之前构思的“
实用实力工程”。他在水道和运河之间, 开展了
仔细的观察、设计和工程改造, 例如后文中介绍
的闸门。

—
照片: 克雷斯皮.阿达自行车道

从莱科到马尔特萨那运河
一日游

难度: 适合所有人 
长度: 52公里 
落差: 平坦 
路况: 坚实的铺装路面；少量沥青
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或赛车 
最佳时间: 全年
心境: 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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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流向米兰。
一条人行天桥穿过河流, 通往对岸, 在左岸继续骑
行, 前往“克雷斯皮.阿达工人小镇”: 此处曾是一座
开明企业家的大型纺织工厂, 目前已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继续沿着马尔特萨那的小路前行, 我们到达瓦普
里奥: 达芬奇曾长期居住于建有露台花园的梅尔
兹.厄里尔庄园。

大的文艺复兴的天才之手。必须跨越阿达最喧嚣
道路的平行水道, 被认为是达芬奇的杰作。
这一工程于公元十八世纪才建成, 打开了一条通过
马尔特萨那科莫运河, 将货物从科莫湖运送至米
兰的通道。

阿达河和帕德尔诺运河之间的自行车道是我们的
旅程中景色最壮观的一段。
我们位于达芬奇生态博物馆的中心: 这是一个露天
的展览系统, 展示了该地区伟大观察者的存在。
达芬奇画作《山峰圣母》的背景似乎受到了阿达
当地的景色, 以及狭窄的Tre Corni di Brivio景色
的启发。
得益于靠近水面的三座水力发电厂, 自然景观和人
类工程之间仍然保持着和谐。Trezzo sull'Adda的
塔卡尼水利中心所在的区域矗立着一连串的建筑, 
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子爵城堡的遗迹。距离特雷佐
山谷不远的地方, 马尔特萨那运河从阿达镇分流，

达芬奇留下的些许印记, 将伴随着我们骑行在
阿达河畔。从莱科出发, 我们会发现了另一位伟
人-亚利桑德罗·曼佐尼的印记, 从《婚礼誓言》
的“接近中午, 科莫湖的那个分支”开始。
穿过阿佐内.维斯康蒂桥后, 沿着阿达河的右岸骑
行。进入阿尔扎伊亚大街后, 我们即位于Media 
Valle dell'Adda的自行车道上。

河流再次汇入加尔拉泰湖, 这里的一座旧纺织厂已
经改造为“丝绸公民博物馆”。
在布里维奥, 山谷开始“收紧”, 河道变得曲折。
距离起点约20公里处出现了达芬奇的第一个标志: 
在因贝尔萨戈, 一条通过缆绳固定的木制趸船在两
岸之间开展运输服务。 行船的动力来自河水的流
动。达芬奇是首位进行测绘和设计这一工具的人
士。3公里后, 帕德尔诺.阿达桥。
桥上结实的铁梁, 看起来像一个水平的埃菲尔铁
塔。不远处, 帕德尔诺河分成两支。这里留下了伟

照片:

右图_ 亚利桑德罗.塔卡尼 水利中心的风景
下图_ 在阿达河畔放松

右下角_ 前往塔卡尼水利中心的 
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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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冽的水域
布雷加利亚山谷
在山谷的入口处, 
Acquafraggia溪流的双瀑布让
路过奇亚维纳山谷的达芬奇倍
感震惊。 

CROSTASC马厩餐厅
奇亚维纳和特利纳山谷 

山区小酒馆: 荞麦宽面条、
奶酪油条、牛腊肉和“小提琴”
山羊火腿。恢复已消耗的卡
路里。

巡游
科莫湖
从莱科出发, 您可以乘船前往
湖泊的东部分支, 停靠于西岸
的瓦伦纳、贝拉吉奥和梅纳
乔。

 

乳制品技艺
洛迪贾诺
卡萨诺瓦将洛迪贾诺的玉米
形容为“春药”; Pannerone奶
酪、Raspadüra奶酪片和伦巴
第Mascarpone奶酪。
    

在城市中
洛迪 
正方形的主教教堂广场和加
冕公民神庙的“珠宝盒”, 由
Bergognone和Piazza兄弟绘
制的万花筒图案。

绿地之间
雷西内力平原
位于莱科北部, 南格里尼亚门
户的高原在夏季成为湖泊的“
绿色阳台”。
照片: 阿达河畔的佩斯卡雷尼
科小镇。

照片_ 阿达河畔的佩斯卡雷尼科小镇

米兰

莱科

洛迪

马尔特萨纳运河

桑得里奥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特利纳山谷
从创造自行车运动历史的坡
道-Stelvio、Mortirolo、Aprica
和Gavia，到Livigno周围的小
径: 这里是越野自行车的发祥
地。

非凡的葡萄酒
特利纳山谷
葡萄园赋予的浓郁红: 地狱 
(Inferno)、格鲁梅洛 (Grumel-
lo)、萨塞拉 (Sassella) 和斯福
尔扎托 (Sfursat)。
对于自行车骑行者来说, 停止
当日的旅程之后, 晚上可以小
酌一杯。

短暂驻足
奇亚维纳
在布雷加利亚山谷与圣徒贾科莫
山谷的交汇处有一个优雅的中心
老城区, 矗立着皂石喷泉和美丽
的圣洛伦佐学院教堂。

梯田葡萄园, 山地自行车道
和典型的小酒馆。一片需乘船和骑自行车穿越，
充满文学记忆的湖泊

从特利纳山谷到洛迪贾诺 
 三日游

信息

阿达河是一条连接平原和山脉的大
型水道, 您可在此度过一个将遥远
的世界联系起来的周末。
从特利纳山谷和奇亚维纳山谷之间
的阿尔卑斯山峰出发, 寻求大胆的
速降和攀登的刺激后, 即可达成著
名的渡轮返回至科莫湖。

而后沿着阿达河前往位于波河平
原中心的南洛迪贾诺, 探索艺术小
城洛迪。

第68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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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们攀登的
路段

 路线6

在山丘和阿尔卑斯山麓, 别墅和小
型圣殿之间, 布里安扎为伦巴第的
骑行者们设置了最为宝贵的线路

集合地点位于欧洲最大的公园之一: 蒙扎的皇
家庄园内。目的地: 伦巴第阿尔卑斯山麓的第
一个斜坡-科莫大上坡, 以及与瑞士接壤, 
海拔1325米的比斯比诺山峰。欣赏曾作为
奥地利皇室首个居所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庄
园，而后参观从拿破仑王国延续至萨沃伊王
国的皇家宫殿, 我们即准备好加入各种各样的
骑手组成的团体：
向北出发。只要跟随将陪伴我们数公
里的兰布罗河的甘甜河水骑行即可。
沿着坡度很小的道路，布里安扎的
数座小镇将依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可以享受热气腾腾的咖啡的小镇包
括：Biassono、Macherio、Carate、Arosio
和Inverigo。
慢慢地向北骑行，风景秀丽的科马斯科阿尔
卑斯山麓的车道需要更大的骑行勇气。

—
照片: 通往比斯比诺山的发夹弯

从蒙扎到比斯比诺山
一日游

难度: 专家级挑战 
长度: 81公里 
落差: 1400米 
路况: 100％沥青道路, 5个发夹弯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一月 
体验: 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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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的好地方。
对于坡度更大的最后几公里, 我们将沉浸在山林
中。深呼吸的感觉会非常美好。迎接我们的比斯
比诺山巅峰处的海拔为1290米。从这里开始, 
在晴朗的日子里，景观延伸到波河平原以外的地
方，“轻抚”着亚平宁山脉。山峰的顶部矗立着一
座圣母圣殿、一座气象站和一间小的茶点铺。
苦行路径至此已完成。欣赏宏大的景观, 享受深
沉的静默。

没错, 这里就是布里安扎, 一座将其历史与二十
世纪的工业发展联系起来的勤奋地域, 而且仍保
留了令人惊叹的树林和丘陵区域。在越过阿尔
塞里奥小湖, 丘陵开始变为山脉时, 我们即抵达
埃尔巴。

从这里开始, 进入一条偏移目的地的小岔路, 继续
前往阿索。途中我们将路过伦巴第自行车之旅中
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地点。我们将纵情其中。
车道的坡度开始缓缓增高。我们走过赛格立诺湖: 
湖畔边是一条美丽的自行车道。
越过坎佐后, 进入海拔1400米的岩石山峰之间，
树林变得更为茂盛。从索尔马诺到车手心中“声
名狼藉”的穆罗 (伦巴第巡回赛历史悠久的大斜坡
即位于此处), 高海拔的沥青路面见证了伟大冠军
的胜利。

现在距离海拔754米的吉萨洛山还剩6公里。
教堂空地前的三尊半身像, 科皮、巴尔塔利和宾达
迎接着我们疲惫的身躯。1949年, 吉萨洛山上的
圣母小圣殿宣告成为车手们的守护地, 而且此处的
一座博物馆讲述着自行策划运动的历史 (见第15
页的采访)。
回到原来的目的地, 越过以群山为背景的阿尔塞里
奥小湖之后, 我们向西骑行, 前往科莫方向。沿着
湖畔被厚厚的芦苇包围，伦巴第最小的湖泊蒙多
尔法诺湖边骑行, 不就即抵达首府城市拉里亚诺。
如果您有时间, 可以乘船游览。
骑着自行车，我们继续沿着西岸向切尔诺比奥方
向行进。这是一座安静的度假小镇。在漫长攀登
开始之前，最好休息一下：让我们借此机会参观
公元十六世纪景色绝美的皮佐庄园及其散发出罕
见魅力的花园。

我们的旅程马上将迎来了最具挑战性, 甚至是最
壮观的部分: 登上比斯比诺山。15.7公里的疲劳等
待着我们: 车道的平均坡度为6.9％，总落差超过
1000米。我们可以静静地在众多的全景休息点停
留。湖泊的景色, 拉里亚诺阿尔卑斯山麓和波河平
原的美丽景观, 非常值得您在此游览。
第一段道路一直延伸到罗文纳的村庄地带, 路面状
况良好。第二段上坡路段位于前方六公里, 需要更
加谨慎。我们继续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
的军事公路（北方前线或“Linea Cadorna”的一部
分）路线骑行。距离比斯比诺山顶峰不远的地方, 
可以看到旧的战壕。在通往巅峰的33个弯道中, 
有5个为发夹弯。
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些发夹弯。位于九公里外人
居区的阿根廷庄园内有一座饮水喷泉, 是您装满水

照片:

右图_ 吉萨洛山圣母圣殿门前的自行车手纪念碑
下图_ 塞格里诺湖附近的上坡路段之一

右下角_ 在比斯比诺山的巅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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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三轮车和缆车
创造了历史。并且, 食用一些面包或至少吃一些软
热奶酪, 打破自己的饥饿感

1.米兰科学和技术博物馆: 内藏40辆老式自行车, 只在专题展览时展
出。其中最老的一辆是1818年的德莱斯自行车。 
2.马尔特萨那运河根据弗朗切斯克.斯福尔扎的意愿于公元1457年建
成，运河上的闸门参照达.芬奇《大西洋古抄本》中的几页设计图。
3.世界自然基金会绿洲“Il Caloggio”, 位于波拉特所在的短途绕行路
径。此处可以看到金翅雀、燕子、野鸡、蝾螈和绿蟾蜍，以及一座美
丽的蝴蝶花园。
4.连接科莫和布鲁纳特的缆车。缆车于1894年落成。达成缆车登上高
达700多米的山峰, 可以欣赏湖泊和阿尔卑斯山麓的独特景致。
5.剩下的是科莫的甜蜜象征: 由一根典型的橄榄或樱桃木棒串在一起, 
纪念湖面上的一根树枝“掉进了面团里”。  
6.公园内的自行车道：总长41公里，部分铺装路面，一般位于保护区
内。从罗韦拉斯卡马内拉, 到萨罗诺北部的卢拉公园和米兰的北方公
园。
7.在原产小镇品尝戈贡佐拉奶酪, 秋天还会举办相应的节日活动。 
8.雷沃特·阿达史前历史公园。近距离参观霸王龙和布隆龙。
9.采用经典的四边形布局且筑有角楼的潘迪诺城堡内的回廊庭院。 
10.连接瓦切力和科雷玛赛立奥河之间的桥梁水道, 一枝独秀的水利工
程。 

照片: 蒙扎皇家别墅的外立面

米兰

蒙扎

克雷莫纳

比斯比诺山

从科莫到克雷莫纳
 三日游

信息

到达比斯比诺山后, 您可以沿
着通往科莫的下坡道路继续骑
行。从这里开始, 您将向米兰
的方向骑行, 穿过一条将卢拉
公园和北方公园连接在一起，
魅力满满的的公园自行车道。
第三天的旅程开始，您需要沿
着马尔特萨那运河旁的自行车
道, 从米兰出发向东骑行。
从卡萨诺.阿达出发, 沿着瓦切
力运河, 即可先后抵达科雷玛
和克雷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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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柠檬温室和谷
仓之间 

 路线7

在北加尔达, 在阿尔卑斯山峰和银光闪
闪的橄榄树之间, 日晒最充足的柑橘将
“陪伴”您本次的自行车之旅。
当然, 还有一些古怪诗人的诗句

从湖泊到山峰, 距离不到50公里。我们的出发点
位于被古城门封闭的萨洛, 地处加尔达湖西畔的
小湖湾，距离布雷西亚约30公里。
离开湖畔公路, 我们将进入前往里瓦的SS45国家
公路。沙滩上布满了砾石和鹅卵石。而且，
在梯田上，面向东南方的多座水平和垂直杆构成
的复合建筑-柠檬温室即位于山峰和湖泊之间。
这段道路非常适合锻炼自己的双腿: 15公里的平
坦道路上即可欣赏到柠檬的景观。柠檬是一种
来自遥远的波斯, 也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一种
小型水果，能够消除忧郁并成为了凉棚花园的“
创造者”。 

—
照片: 通往雷斯特山峰（马萨加）的公路上沿途的谷仓

从萨洛到雷斯特山峰
一日游

难度: 专家级挑战 
长度: 45公里 
落差: 1200米 
路况: 100％沥青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
时间: 四月至十月 
心境: 积极而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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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鲑。现在, 是离开加尔达及其次地中海气候的
时候了: 因为山峰在等待着我们。

下一个指定的目标是：瓦尔韦斯蒂诺。
抵达这里之前，我们将面临总长7.5公里, 平均
坡度为5.5％的上坡路段。气候也立即出现了变
化。空气变得凉爽，加尔达湖喧闹的声音被海拔
500米高山的静谧气氛所替代。现在, 沿着瓦尔
韦斯蒂诺湖的人工水库的小下坡路变得蜿蜒曲
折。西边是维斯塔山谷内一处人烟稀少的荒野地
区，鹿、羚羊和狍子栖息在这里。经过吊桥后，
您将抵达博洛内的磨坊。隐藏在松树丛中的路牌
提醒我们：刚刚越过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古边
界。根据路牌指向前往马萨加，沿途的景观将再
次发生变化。白云石基质的石灰岩构成的山峰直
接抬升了道路。该地区存在众多小径, 非常适合
山地自行车骑行。最具挑战, 总长8公里且坡度
超过10%的第二段上坡在等待着我们。

您需要有节奏且耐心地应对。抵达马萨加后，
下一站即是雷斯特山峰。最后的数个弯道可以欣
赏到山谷的景色，作为您努力攀爬的回报。
我们现在位于海拔1100米的草地和牧场之间。
这条路线在这里结束。像面包粉一样散落在景观
中的ì, 是拥有倾斜式茅草屋顶的谷仓: 受到天空
穹顶的保护。 

在加尔多内, 切勿忘记参观诗人加布里埃·邓楠
遮度过人生最后几年的故居“Vittoriale”。
在入口处装饰的双拱门上写着他诸多格言中的一
条: “我自己有所奉献”。

继续骑行几公里后，即抵达马德尔诺。
储存糖的绝佳用具-一个古老的烤箱“等待着”我
们的到来, 您需要在此品尝一份马德尔诺蛋糕。
从这里开始, 加尔达湖开始变窄, 景观也发生了
变化。突出的岩石出现在柏树和橄榄树之间。
沿着伦巴一侧被誉为“未来工程”的自行车道骑
行: 这条车道被设想为一条跨越岩石间，悬浮于
路面的通道。这条道路将与已存在的部分相连，
以便您探索整个湖泊区域。抵达加尔涅诺: 
于1912年左右居住于此的英国作家D.H劳伦斯十
分青睐的一座渔村。我们还可以在此借助饮水喷
泉填满自己的水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卷
一卷的渔网，用来捕捞白鲑鱼、鳟鱼和珍贵的红

照片:

右图_ 毗邻加尔达湖的萨洛小城
下图_ 加尔涅诺的柠檬树梯田

右下角_ 维斯塔山谷中的瓦尔韦斯蒂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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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湖泊 
伊德罗湖
+伊德罗湖隐藏在加尔达湖的
“背后”, 地处树木繁茂的山坡和
山区村庄之间。于公元十五世纪
建成，海拔700米的堡垒-安福
要塞的景色引人入胜。 

车道上的情绪
蒙蒂基亚里

专业的车手在蒙蒂基亚里赛车
场展开训练。能力更强的选手才
能自这里骑行。想要在赛道上
体验速度的快感, 您可以租一辆
自行车。

回到过去
蒙蒂基亚里地域

公元十二世纪的一颗“珍宝”-罗
马式建筑风格的圣潘克拉齐奥教
堂位于一座小丘陵上。在昼夜的
平分点，阳光直接从后殿的窗户
中透入。 

闲游教区教堂
Roè Volciano

大运河布雷西亚段的自行车道连
接着萨洛和布雷西亚: 28公里的
沥青直道旁, 矗立着多座古老的
教区教堂、桥梁和磨坊

好奇的参观者
卡尔维萨诺

乡村文明博物馆内, 收藏有包括
制鞋、育种、剪裁、挤奶、纺纱
和木工在内各类源自本土工坊
的文物。

液体“黄金”
波尔沛纳扎-德尔-加尔达

在瓦尔特内塞区域内 (位于加尔
达湖南部) 的任意一家榨油厂，
品尝特级初榨橄榄油: 湖泊淡水
鱼的绝佳搭配。

照片: 骑车穿过加尔达湖畔的橄榄林

米兰

Cima Rest山
中旅店

萨洛

餐桌上
巴戈利诺

在方言中, “Bagoss”的意思是
“巴戈利诺的居民”。但同样也代
表着一种优质的奶酪。非常适合
补充失去的卡路里。 

工程绝技
卡斯托

在干线、设有保护桩的山路和
“溜索线路”上的测试平衡, 
体验“悬浮在”铁匠铺公园内一条
钢缆上的感觉。

一点点历史
加瓦尔多

萨比亚山谷考古学博物馆位于一
座主教建筑内, 内藏加尔达西部
史前人居区的出土物品。

用于测试公路自行车的
一座冠军赛车场。亦包括: 教区教堂、湖泊、考古学
博物馆和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加尔达湖和奇耶塞河的中线 
 三日游

信息

旅途的第一站到达雷斯特山峰后，
下坡前往博洛内磨坊，而后进入上
坡, 向卡波瓦莱方向骑行。
从这里开始，长距离的下坡将引领
我们前往伊德罗湖。在湖畔区域，
沿着奇耶塞河的中线和萨比亚山
谷继续骑行, 最后抵达托尔米尼。

第三阶段, 依旧沿着奇耶塞河旁的
大运河布雷西亚段自行车道骑行，
抵达蒙蒂基亚里。而后, 穿过田地
和农场, 您将抵达毗邻卡内托的奥
利奥河。

第68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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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河“捉迷
藏” 

 路线8

在波河河湾处翩翩起舞。
在成行的柳树、杨树和农舍之间。
进入一条将引领您最终前往大海的
自行车道

很高兴我们的行程能从一座宜居城市-克雷
莫纳伴着钟声出发。在城市的糕点店享用
美味的早餐, 在体验制琴师工坊中散发着
云杉、枫树、杨树和桃花心木的气息之后, 
我们向市政厅广场、主教教堂、洗礼堂和
托拉佐钟楼告别, 同时沿着波河河滩旁的
自行车道, 向东南方向骑行。

情绪高涨。这条路线是专为用非机动车
道设计的VenTo项目中区域占比最大的一
段, 采用沥青或铺装路面, 沿波河连接都
灵和威尼斯两座城市且穿越整个伦巴第大
区。VenTo线路总长679公里, 将穿越北纬
45°的采石场、小果园、一排排杨树和灌木
丛林, 目前仍处于规划阶段。到目前为止, 
沿着波河左岸, 从克雷莫纳到东部的道路
尚未完工，但已经可以骑着自行车进入。
作为“向导”的波河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 隐
藏在杨树和沼泽植物的“帐幕”后面，仿佛
是在古老的河床和砾石碎片堆积的沟渠之
间“捉迷藏”。 

—
照片: 克雷莫纳附近的波河河岸 从克雷莫纳到卡萨尔马焦雷

一日游

难度: 容易 
长度: 56公里 
落差: 50米 
路况: 80％沥青路面; 20％铺装路面； 
自行车: 旅行车和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七月, 九月至十月 
心境: 顺流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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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骑着自行车的我们, 正好位于两个世界的中间。
在一片没有绿荫的地域内。
这里的自行车道均未受到良好的养护。
河堤将确保我们安全地跨过河流。除了佃农的定
居点之外, 这里还矗立着曾属于曼托瓦公爵们的乡
村庭院、农业工坊和娱乐场所: 这条蜿蜒的流域为
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定位点。

第一座农舍: “邂逅”这座典型的乡村庭院建筑，
预示着您已经进入波河和莫尔巴斯克河流域公园
(Parco del Po e del Morbasco)。
繁茂的树木和迷人的月亮河滩 (Spiaggia della 
Luna), 让这条路径周边的环境更加生动，
同样适合山地自行车骑行。这段以地名命名
的“Gerre de'Caprioli”自行车道体现出其地域特
征, 在方言中, 小镇名字的含义是“由砾石组成”
，让人回忆起之前存在的小土路。
河流继续着蜿蜒的游戏: 接近车道并远离, 这一
趋势源自自公元十六世纪起河流向北的重复改
道。有时你会看见一家小酒馆, 那里曾经有一
个“渡口”, 停泊着可以前往对岸的一艘渡轮或一
座码头。
在其他的地点, 我们会被乡村教堂的钟声所震
撼。进入Solarolo Monasterolo和Motta Baluffi
村庄, 距离河岸几百米的一座乡村水族馆内的七
十个水槽中, 汇集了波河中的所有物种。

骑行活动在此时仍然是一种轻松的体验。 
高耸的堤坝是平原上一座美景了望点, 而一小段窄
小的墙壁上则生长出了紫色兰花的紫花蕊。
古索拉位于一处废弃的河湾，岛屿和白色河滩之
间是一片名为“Oasi Lipu del Lancone”的绿洲，
保护着芦苇栖息地的同时, 湿地鸟类和候鸟也在此
筑巢。柳树、杨树和桤木以严谨的几何形状排列, 
经常有木鸽和斑点啄木鸟飞跃这里。

在卡萨马焦雷附近，波河通过一个大转弯“挺近”
至人居区。我们可以停留于此, 名单上的景点包括
石块辐射而成的加里波第广场和新哥特式建筑风
格的市政厅。
从苏扎拉的河岸边开始, 自行车道仍位于波河右岸
的堤岸道路上，穿梭于杨树林和田地之间。
路线的曼托瓦段靠近河口, 波河在此成为一条高于
周边田地5米的地上河, 被两边长满草的河堤封闭
在其中。机敏而古老的农民意识到, 由于飞翔的湿
地鸟类的影响, 河里的鱼游得更远。

照片:

右图_ 波河和莫尔巴斯克河流域公园内的月亮河滩
下图_ 位于波河河畔的自行车道

右下角_ 卡萨拉斯科堤岸旁的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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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古老的驳船桥, 意想不到的手工珠宝，
一座理想城市内的建筑。在餐桌旁, 享受美味
的炖品

1. 克雷莫纳小提琴博物馆, 内藏全球最珍贵的小提琴。博物馆内
一座建筑结构非常特殊的珍宝馆，是声学工程领域一颗真正的“
珍宝”。 
2.芥末甜酱汁的炖肉是一份食谱可追溯至公元1604年的美食，
克雷莫纳的各家小酒馆均提供这一美味。蛋白质的补充对于骑行
者至关重要。
3.胸针、袖口和手镯：收藏有超过2万件精品首饰的卡萨尔马焦
雷珠宝博物馆 (Museo del Bijou), 见证着手工珠宝传统的悠久
历史。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萨比奥内塔”：一座由贡萨加家族
提议, 基于理想的人文城市原则建造的城市。
5.Grana padan奶酪: 骑手们补充体力的绝佳美味, 在乳品工坊
内即可买到。
6.“蜘蛛战略”要地-蓬波内斯科小镇的（曼托瓦）四.二三广场：
长长的矩形柱廊，旁边的鹅卵石路一直延伸至波河河堤。
7.齐佐罗小镇的“洪水城堡” (Castello dell’Alluvione)，一处值得
您停留并休息的景点。 
8. 奥利奥塔楼的趸船浮桥: 1926年建成, 奥利奥河和波河河流对
浮桥的冲击不会影响您的骑行脚步。
9.位于San Matteo delle Chiaviche的泵房, 地处奥利奥河和波河
的典型景观之中, 是此地一座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 
10.位于芦苇和睡莲之间的奥斯蒂利亚湿地：一片占地120公顷的
大型湿地自然保护区。

信息

骑车越过卡萨尔马焦雷之后，
波河河漫滩 (Golena del Po）
旁自行车道的视野变得更加宽
阔，河流周边也遍布着绿色。
在奥利奥河河流之后，继续沿着
自行车道骑行，抵达博尔戈福特
桥后前往波河的右岸。沿右岸骑
行抵达圣贝内德托波后, 再次进
入位于奥斯蒂利亚城的波河左岸
骑行15公里。

波河河畔的自行车道 
 三日游

米兰

克雷莫纳

卡萨尔马焦雷

照片: 位于萨比奥内塔的古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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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馄饨和泥炭沼
泽 

 路线9

芦苇、大沼泽地和玉米。在奥利奥河畔, 
您将以缓慢的速度在土地和水数个世纪
的共生而形成的景观中骑行

在乡村的故事中, 无论有没有月光, 夜间骑行的记忆经
常在这些地域内重现。您需要一辆结实且配有杆式制动
器的自行车。虽然没什么浪漫, 但是, 在夜间, 我们即可
在白柳树间看到引流自奥利奥河的灌溉渠。
河水的流动力量源自卡莫尼卡山谷内 
形成伊赛奥湖的多条向南流动的直流, 而且在汇入薄荷
之前, 构成了一座小型的自然保护区 - 南北奥利奥河公
园。我们的旅程, 即从南奥利奥河公园的河堤绿道上开
始, 穿梭在原始平原的遗迹和杨树及白蜡树构成的河岸
树林之间。鸭子在河畔处互相追逐。

—
照片: 马尔卡利亚泥炭沼泽自然保护区

从克雷莫纳到卡萨尔马焦雷
一日游

难度: 中等 
长度: 62公里 
落差: 50米 
路况: 80％铺装路面, 20％沥青路面 
自行车: 旅行车和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四月至七月, 九月至十月 
心境: 水和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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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的骑行者。
您可以在餐桌旁享受一段必须的休息时光，
而后再抵达多瓦雷塞岛 (Isola Dovarese) 的老桥
(Ponte Vecchio)，期望河岸对面小镇，
参观其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的广场。在黄昏时刻，
柱廊的影子逐渐在广场的拱廊下变得更长。

废弃河湾。您可以从自行车的轮胎下感受到柔软
的地面, 在静谧的氛围中被候鸟、青蛙和两栖动物
的突然活动而打断。

短暂停留于高塔或瞭望台处观赏鸟类后, 我们返
回至主道, 远离河流并进入一条敷设沥青的小道
上，欣赏开阔的乡村景色的同时, 最终抵达卡萨帝
克 (Casatico) 小村庄的卡斯蒂利奥内庭院 (Corte 
Castiglioni)。宏伟的建筑群由巴尔达萨雷家族修
建。
卡斯蒂利奥内是描绘了人文主义时代理想人物的
著名作家-柯尔特扎诺的先祖。
在抵达卡内托之前的最后一段只有几公里的路线
上, 饥饿”提醒“我们, 在曼托瓦、克雷莫纳和布雷
西亚三省交界处的这一乡村地带, 保存有卓越的烹
饪传统。菜单上写着: 南瓜馄饨、香草煎蛋、烤制
野味以及包括奥利奥河盐渍鳗鱼等多种淡水鱼美
食。这些美食非常适合需要补充碳水化合物和蛋

在公园的所在地卡瓦托内, 您还可以收到信息。
而在短短几分钟内, 我们即抵达河流附近，找到
名为“Le Bine”绿洲的指示牌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的游客中心。绿洲所在的是一处于公元十八世纪
干涸的河湾, 您可以骑自行车进入此处的环形泥
土路。这片湿地绿洲中栖息着丰富的天然植被。

离开“Le Bine”绿洲，我们继续沿着河流的右河漫
滩向南骑行。河堤道路几乎全部是铺装路，
虽然骑着旅行自行车也可以通行, 但最佳的选择还
是一辆山地自行车。在飞行的苍鹭的陪伴中, 
我们顺河畔而下。河流以“伙伴”身份陪伴您骑行
大约十公里后, 您需要穿过通往马尔卡里亚镇的桥
梁, 然后继续沿着奥利奥河的左畔前进。
在小镇的主广场, 您可以看到一条位于农舍之间，
引领您前往参观风景独特的马尔卡利亚泥炭沼泽
自然保护区的道路。进入这片沼泽地, 欣赏湿地中
芦苇丛和点缀着兰花的植被, 参观旧时采掘泥炭的

照片:

右图_ 卡斯蒂利奥内庭院, 卡萨帝克小村庄
下图_  马尔卡利亚泥炭沼泽自然保护区内芦苇之间的步道

右下角_ 曼托瓦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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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的空气
多纳雷山口

在阿达梅洛公园内, 享受海拔
1,883米的高山空气。多纳雷山
口是意大利自行车巡回赛具有决
定性的上坡/下坡之一。 

精致的风味
伊塞奥湖

渔民的战利品: 鳟鱼、丁鲷、梭
子鱼和沙丁鱼。吊炉丁鲷与玉米
粥的组合: 大地“邂逅”了湖泊的
美味, 补充疲惫骑行者的体力。

在渔民之间
伊索拉山岛

您只需带着自行车登船, 即可
参观位于伊塞奥湖中的伊索拉
山岛, 以及山头周边的渔民小
村庄。

古墙
帕拉蒂科

进入平原道路之前，绕一小段路
即可抵达位于从伊塞奥湖流出的
奥利奥河口的山丘和葡萄园之
间，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晚期的
一座城堡。

水的催化剂
杰尼沃尔塔

杰尼沃尔塔死亡墓穴（Tombe 
Morte di Genivolta）位于三条
大运河的交汇处，“滋养”着区域
内密集的灌溉沟渠的网络。

吊桥
松奇诺

公元十世纪落成的一座战略庄
园。Michelle Pfeiffer导演的电
影《鹰狼传奇》中的数个场景于
斯福尔扎城堡内拍摄。

照片_ 伊赛奥湖伊索拉山岛的风景 

米兰

多瓦雷塞岛

卡尔瓦托内

健康的盐
达尔福-博拉里奥温泉镇

在Antica Fonte的自由主义风格
凉廊下, 您可以借助富含矿物质
的水和天然泉水填充您的水壶。

中世纪的高山
布雷诺

位于阿尔卑斯山峰之间一座丘陵
的顶部。布雷诺城堡的城墙、塔
楼和教堂是伦巴第中世纪的一
个突变。

一点点事前历史
卡莫尼卡山谷

您可以在分散于山谷各市镇的八
座设施齐备的公园内, 欣赏已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
的“卡莫尼卡山谷岩画”。

多座城堡和神话般的岩画。因意大利巡回赛和自由主
义温泉中心而出名的道路 餐桌上的美食：
湖泊的慷慨馈赠

奥利奥河畔绿道
 三日游

伊赛奥湖

信息

从阿达梅洛公园的多纳雷山口出
发, 坡度更甚, 但在抵达达尔福.博
阿里奥温泉镇和伊赛奥湖之前的路
段几乎全部为下坡。
建议第二天在这里短暂停留, 欣赏
湖畔处的景色。另一个有吸引力的
选择, 是从苏尔扎诺或撒赖马拉希

诺乘坐渡轮前往伊索拉山岛。接下
来的路段将沿着延伸于平原的奥利
奥河岸, 最终抵达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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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维亚到阿彼亚特格拉索
一日游

难度: 适合所有人 
长度: 41公里 
落差: 50米 
路况: 100％沥青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月 
心境: 动荡 

与爱因斯坦一起
骑车漫游

 路线10

提契诺河的水域、运河和稻田形成了流
动几何形状的景观, 即便是一位天才学
生也会着迷

帕维亚-一座小型的艺术和文化之都，与自行车
有着悠长的联系。1869年5月, 由米兰自行车协
会组织的第一次全国自行车赛在这里举行, 这是
因为一项州级法令禁止在米兰组织类似比赛。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几十年后, 非常年轻的爱因
斯坦骑着自行车沿提契诺河沿岸漫游。

十六岁的爱因斯坦随家人迁移至帕维亚, 他的父
亲这里开设了一家机电工厂。我们从这位未来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了解到，在那个欢乐的年
纪，他离开乌戈.福斯柯罗曾居住的克尔纳扎尼
故居，在河里游泳, 并步行前往波河南部的山丘
地带。我们没有确定骑着老自行车去乡下远足，
但是多年后，一张经典的爱因斯坦在加州帕萨迪
纳校区的道路上骑自行车的照片, 确认了最好的
直觉来自自行车骑行。

—
照片: 帕维亚科佩尔托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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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约20公里的路径骑行至桥面上。
越过桥梁并通过行程中唯一短暂且坡度较小的路
段, 而后经过一段小坡度的长直道, 看到两侧生长
的巨大杨树时, 即抵达贝雷瓜尔多。

从这里继续前进, 当子爵城堡成为背后的风景时，
我们沿着贝雷瓜尔多运河长约20公里, 基本为直
线的纤绳路径骑行。这条于公元十六世纪建造的
运河两侧, 连接着米兰大运河和提挈诺河, 而后者
则直接汇入波河和大海。贝雷瓜尔多运河在四个
世纪中均是运输货物的重要航道, 而在帕维亚运河
建成后, 前者被降级为一条灌溉渠。
维护良好的自行车道贴近水流, 被水上的桥梁、
拱形石桥和小型码头所封闭。
越过Cascina Perdono的标志牌之后, 位于左侧的
一条岔路将引领您进入莫里蒙多小镇, 镇上的修道
院于公元1136年由熙笃会建立。重拾纤夫之路，
继续骑行四公里, 抵达阿彼亚特格拉索城堡。

此处的贝雷瓜尔多运河的河水源自大运河。
在阿彼亚特格拉索, 我们可以前往参观“新圣母十
字堂”, 教堂前厅未完成的外立面被认为是布拉蒙
特的杰作。
在这里也要记得品尝甜品: 老城区中心地带的数家
糕点坊等待着我们。

从将帕维亚市中心和提挈诺小镇连接起来的科佩
尔托廊桥出发, 前往阿彼亚特格拉索。
我们沿着堤岸的顶部骑行, 几乎“悬浮”在河流和
洪泛平原, 田野和农舍之间。
拐过提契诺河的大弯之后, 在看起来像微型河流, 
上空飞翔着白鹭和苍鹭的灌溉沟渠之间，河流风
景渐渐消失在背后, 而且, 在越过里米多磨坊的
小岔道后, 最后将抵达泽尔博洛。

我们停下来仰望：在村庄出口的一根灯柱上, 多年
来一直筑有一个大窝，每年三月至九月, 一对鹳夫
妇居住于此。穿过泽尔博洛之后，路过帕拉萨克
村，我们的前进方向再次“瞄准”提挈诺河。在鹅
卵石河滩上, 贝雷瓜尔多令人回味的趸船浮桥在等
待着我们。在自行车车轮下嘎吱作响的这座桥是
混凝土浮桥残存的范例之一。
浮桥最初由木材制成，通过浮动来指示水位。
山地自行车爱好者可以跟随清晰标注的路牌，

照片:

右图_ 穿过科佩尔托廊桥，前往帕维亚的老城区中心
下图_  阿彼亚特格拉索的子爵城堡

右下角_ 朝向贝雷瓜尔多运河的小村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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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

帕维亚

阿比亚泰格拉索

在两条河流之间
贝卡桥

这座1910年建成的铁桥横跨于波
河和提挈诺河的交汇处, 是一项
改变了河流天际线的工程。

来自东方
洛梅利纳

在鲁多维克.莫罗庭院的礼品袋
中, 米饭是本地餐桌上的主角。
最好在骑行结束后, 再享受一顿
丰盛的意式烩饭。

在拱廊之间
瓦尔齐 

如果不是一条将平原与海洋连接
在一起的古老“Via del Sale”
(盐运大道), 那么根本不会诞生
一种名称取自古老拱廊村庄-瓦
尔齐的萨拉米香肠: 打破您的饥
饿感。

古道
弗兰奇杰纳古道

一条位于帕维亚、提挈诺河和波
河旁的美丽路线, 千年来从坎特
伯雷到罗马的朝圣者之路。
大部分路线自行车亦可通行。

在城堡中
贝尔乔伊奥索

这座城堡曾经是一座令人愉悦
的别墅, 现用于举办从生物到复
古、从整体健康到新技术的各种
展览和文化活动。

饮食
波河南区

从斯特拉代拉到维尔萨山谷, 
从布洛尼到卡斯泰乔, 石灰岩 - 
粘土山脊被亚平宁的海风吹干。
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 这里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上下坡和美味的
葡萄酒。

照片：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的宏伟建筑群
走出
帕维亚城

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是伦
巴第大区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
作, 博尔格涅内在其内绘制了壁
画。神奇的长廊。

公爵庭院
维杰瓦诺

一座位于公爵广场 (Piazza 
Ducale)内，珍贵的文艺复兴会
客厅，三面均建造了由石柱、柱
头和构成壁画拱顶的拱廊。
除此之外，此处还矗立着布拉蒙
特塔楼。

古老的辩论
莫尔塔拉 

为了纪念鹅肉香肠的传统, 
九月的赛马会期间还会上演跳鹅
游戏的场景, 木盒子将构成游戏
的记分牌。

桥梁、堤坝和葡萄园: 位于一片山丘和平原景观交替出现的地域内。
在自行车上体验刺激的感觉并非没有可能。
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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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亚城
 三日游

信息

城内的子爵城堡、大学、罗马式大
教堂：帕维亚是一个完美的起点。
除了提契诺河和贝雷瓜尔多运河的
上坡之外，您还可以从帕维亚运河
的自行车道前往米兰。或者，沿着
薄荷旁边的路线，您可以穿过薄荷
平原南区，最终抵达圣科伦巴诺兰

布罗的丘陵地带。第三天，我们前
往洛梅利纳的城堡和稻田之间参观
游览。最后抵达波河南区的山丘，
沿途参观布洛尼、卡斯泰乔、戈迪
亚斯科.萨利切温泉镇和瓦尔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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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zione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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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 City
#inLombardia

inBici
#inLombardia

Lifestyle
#inLombardia

Sapore
#inLombardia

Golf Experience
#inLombardia

Relax & Wellness
#inLombardia

Cammini
#inLombardia

Natura
#inLomba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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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树林, 登上比斯比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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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漫游 #inLombardia
 活动

Biciclette Ritrovate重新
发现自行车
地点: 米兰Corso Garibaldi达到65号 
时间: 米兰国际家居展 

专为设计领域的粉丝和爱好者而打
造，一场老自行车和收藏展: 十九
世纪的自行车、双座自行车和手艺
人自行车（冰淇淋商人、磨刀工
人、邮差), 冠军骑过的自行车。 

La Ducale Vigevano维杰
瓦诺公爵广场
地点: 提契诺河公园 
时间: 五月末

不具有挑战性的老自行车道，骑着
老式自行车，走在斯福尔扎的道
路。从维杰瓦诺公爵广场到提契
诺河的树林和稻田, 总长60公里和
90公里。周边将开设集市并举办
表演活动。

Bike Tour dell’Oglio奥利
奥河自行车之旅
地点: 多纳雷山口 
时间: 六月初

从多纳雷山口到圣.马泰奥.奇亚维克
的三日旅程中, 沿着奥利奥河开始
美丽的行程, 途中穿过卡莫尼卡山
谷中的高山社区: 阿达梅洛公园、
布雷西亚塞比诺山社区和南北奥利
奥河公园。

Mantova Bike Festival曼
托瓦自行车节
地点: 曼托瓦 
时间: 九月下旬

贡萨加城是一处举办音乐节、演出
和会议的理想地点，主要关注于
自行车及其周边：自行车运动、自
行车旅游、慢节奏的活动及生态可
持续性。

Gran Fondo Tre Valli
Varesine瓦雷西内三条深
谷地点: 瓦雷泽
时间: 十月初 

每年10月初即可参与“Gran Fondo 
Tre Valli Varesine”活动-伦巴第
大区非专业人士最受欢迎的自行车
比赛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
地的约2000名业余自行车手将参
加比赛。

Cyclopride Day荣耀龙卷
风日
地点: 米兰 
时间: 五月中旬的周末 

在城市周边开展一次 自行车两日
游， 在市中心形成骑行队伍 并于
周日结束旅程。大炮广场 (Piazza 
del Cannone）所在的村庄内设立
有一座自行车市场、主题工坊和儿
童工坊。

Giro di Lombardia环游
伦巴第
地点: 整个大区 
时间: 十月初

从平原到湖泊, 从传说中的伦巴第
的国际水准上坡到艰难的“Muro 
di Sormano”。这场比赛被称为
“死叶的经典”，将在世界自行车赛
季结束。 

Mangia Bevi Bici吃-喝-
自行车
地点: 伊斯普拉 
时间: 九月中旬

慢速骑行和美食美酒, 并不会降低
马焦雷湖伦巴第湖畔和科马比奥湖
之间道路上的文化自然景观和景
观价值。
 

Milano-Sanremo米兰 -
圣雷莫
地点: 米兰 
时间: 三月中旬 

自1907年举办第一届活动开始，
“春日经典”比赛在卡斯特罗广场见
证了从古至今所有著名自行车运动
冠军从七点开始飞驰的场景。

La Lacustre湖泊
地点: 马洛内 
时间: 十月中旬的周末

骑着老式自行车，进入“伦巴第老
自行车”环路。环路包括沿着伊赛
奥湖畔蜿蜒的美丽小径。途中可参
观Toline-Vello湖畔公路的全景。

BikeUp
地点: 莱科 
时间: 五月中旬的周末

“Eletric Power Festival”将是专为
辅助动力自行车的首个重大活动。
参与 项目、会议，制作人的展
览、免费测试和老城区中心的电动
自行车比赛。

Bicinfesta di Primavera
春日自行车节
地点: 米兰 
时间: 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三十多年来，春日的自行车节 一
直由历史悠久的 Fiab Milano 
Ciclobby协会举办。线路从市中心
蜿蜒至郊区, 每年的目的地均不相
同, 通常为一座公园。

Bike Night自行车之夜
地点: 米兰 
时间: 九月中旬

在“自行车之夜”的日程中, 夜晚骑
在以伦敦为起点的这条自行车道
上, 也是一次将伦巴第首府城市与
马焦雷湖连接在一起, 从大运河一
直到阿罗纳的聚会。

自行车测试、古老自行车之旅和夜间骑行。
在日程中，还包括在旧米兰宫廷内的一场十九世纪自
行车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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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路线1
从加尔达湖到波河平原

难度: 中等; 瓦尔特内塞的路线具
有挑战性 
长度: 421公里 
路况: 92.3%沥青路面, 31.6%养护
完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赛车和
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2
从提契诺到奥利奥

难度: 专家级旅行车手挑战 
长度: 273公里 
路况: 64.4％沥青路面, 50.9％养
护完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山地
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3
从马焦雷湖到波河

难度: 容易 
长度: 481公里 
路况: 69.8％沥青路面, 40.2％养
护完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山地
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4
从奥罗比耶到克雷玛斯克

难度: 中等; 山谷中的道路更具挑战 
长度: 234公里 
路况: 45.5％沥青路面, 69.6％养
护完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赛车和
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四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5
从特利纳山谷到洛迪贾诺

难度: 中等; 山谷中的道路更具挑战 
长度: 400公里 
路况: 74.9％沥青路面, 42.6％养
护完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赛车和
山地自行车 
最佳时间: 四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6
从科莫到克雷莫纳

难度: 专家级旅行车手挑战 
长度: 366公里
路况: 57％沥青路面, 45%养护完
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 
和赛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一月 

宏观路线7
加尔达湖和奇耶塞河的中线

难度: 专家级旅行车手挑战 
长度: 184公里 
路况: 60％沥青路面, 63％养护完
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8
波河河畔的自行车道

难度: 简单 
长度: 227公里 
路况: 81％沥青路面, 33％养护完
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山地
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七月, 九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9
奥利奥河畔绿道

难度: 中等 
长度: 366公里 
路况: 74％沥青路面, 25%养护完
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山地
自行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七月, 九月至十月 

宏观路线10
帕维亚城

难度: 适合所有人; 在波河南部的
丘陵内骑行需要强健的体魄 
长度: 367公里 
路况: 70.8％沥青路面, 26.5%养
护完善的路面
自行车: 可变速的旅行车和赛车 
最佳时间: 三月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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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分布在伦巴第大区内的10条长途宏观路线, 
我们的建议您在一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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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

10条一日游路线
10条多日游远距离路线
inLombardia自行车度假之旅：
探索无尽的宝藏

in-lombardia.it 
分享您的冒险#inLombar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