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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色美食即可探索一片地域, 也是近距
离了解并品味这片地域的最热烈的方式。 
星级 烹饪艺术家们通过超过传统的视角, 
重新诠释讲述着历史的食谱; 餐厅和酒庄内保
存着当地美食和美酒珍宝。 
数以千计的亲身体验和活动等待着您的到来。
通过绝对不容错过的风味探索伦巴第大区。

封面图_ 专为风味#inLombardia构思和制作
的一面砧板

风味  
#inLombardia

 杂志



Milano - 米兰
 探索主题

从大都市的中心到耕地间, 从摩天大楼到农舍。
这座城市接纳了千种文化, 周围的地域馈赠出千种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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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右图_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拱廊2号餐厅, 米兰 

前页_ 米兰大运河风味意式烩饭

米兰 Milano

米兰：盛大的米兰。提起米兰，脑海中即会浮现出
多摩大教堂上发光的圣母像，叮当穿行的电车，
在科尔都西奥广场欣赏斯福尔扎城堡的轮廓，
新门（Porta Nuova）区域的摩天大楼, 世界上无
与伦比的不朽艺术藏品，以及住宅式博物馆的贵
族魅力。仍然是在米兰大都会城的边界处, 野猪会
不时地出现, “入侵”并吃掉酿造San Colombano 
DOC认证红酒的酿酒葡萄。而采用同款葡萄酿造
的起泡酒则非常适合作为极为美味的猪肉冷盘、
煎蛋、意式烩饭、猪肉大烩菜（cassoeula ）和牛
肚(busecca，用番茄酱煮熟的牛肚）的佐餐酒。

家庭菜园。米兰拥有宫殿和广场, 是的; 但是在

南边, 沿着大运河, 米兰也成为了提契诺公园的
田地,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通过其农产品“滋养”着
整座城市。就像它的方言, 以及它的特点那样：
由于被众多了解如何制作美味的外国人的占据，
米兰美食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外部影响和充
实。与奥地利的联系可以在米兰最具象征意义的
菜肴: 米兰炸肉排（Cotoletta alla milanase）
中找到。据传，这一传统美味由拉德斯基上校带
来, 但也很可能是从米兰本地“出口”至奥地利，
而且被称为“Wienerschnitzel”。

甜蜜的传奇。米兰最著名的甜点是圣诞大蛋糕
Panettone。相传，这一传奇食品是路德维克.莫

罗的帮厨-天才托尼的传奇之作。厨师将一份烤坏
的节日面包烤糊之后, 他建议取一些面包和厨房里
留下的所有甜品混合在一起，制成了一个圆顶的
形态：这个“托尼的面包”（Pan d’Toni）因此成为
了米兰圣诞大蛋糕的“先祖”。在米兰, 历史仍在继
续。由于米兰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市, 因此, 许多
的城市经典菜肴诞生自意大利的其他地区, 以及那
些最著名且食客经常光顾的日本、中国和厄立特里
亚餐厅内, 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开胃饮品之都。源于诺瓦拉本土, 在米兰“发迹”的
Campari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苦酒之一，同时也
是无数鸡尾酒的基酒，例如于1968年诞生在巴索

酒吧 (Bar Basso) 的Negroni Sbagliato, 调酒师
Mirko Stocchetto即使用起泡酒替代了杜松子酒。

一个了解如何将创新传统和异域刺激
再次融入传统的米兰。
沿着修道院、稻田、葡萄园和古老的
葡萄藤游览, 米兰的乡村地带将为您
带来连续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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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左1_ 加图洛羊角包, 米兰 

左2_ 库卡涅农庄, 米兰 

右2_ 巴索酒吧的Negroni 
Sbagliato, 米兰 
右1_ 站立于米兰多摩大教堂顶
端，远眺维拉斯加大厦

下午5点 
品尝Salumeria Panigada的
茶点

“非凡小镇”圣-科隆巴诺：在小
镇上历史最为悠久, 曾是皇家肉
食工坊的Stefano Panigada 熟
食店短暂停留。墙壁上密密麻
麻的Crespone香肠、Filzetta
香肠、Cacciatore小香
肠、Salamella包衣肠、蒜泥蛋
黄酱、萨拉米香肠、Cotechino
香肠、Salsiccia腊肠, 这些美味
真的让人垂涎三尺。

下午6点 
酿酒坊的开胃酒 

步行十分钟便可抵达Poderi San 
Pietro酿酒坊。您正矗立在拥有
数个实际历史的葡萄园地域上： 
酿酒葡萄的种植可追溯至公元14
世纪末，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差一点被彻底废弃。 如果您
已经回到米兰城内, 那么正好可以
前往巴索酒吧, 品尝一杯传奇的
Negroni Sbagliato。

晚上9点 
在小吃店享用晚餐

重新回到米兰的提切诺门（Porta 
Ticinese）区域。公元十七
世纪，来自圣科隆巴诺（San 
Colombano）酿造的葡萄酒在
Boeuc酒杯中闪闪发光, 还登上了
徒步旅行者的餐桌。 
在la Madonnina餐厅享用晚餐：
奶油烩饭、米兰炸肉饼、坚果和
蜂蜜 奶酪。

品尝农舍风味    
 品尝日

上午9点 
加图洛羊角包早餐

品尝糕点，欣赏米兰著名歌
手和歌舞表演家恩佐.詹纳
奇、柯奇和雷纳托的照片。
米兰是意大利 第二大农业城
市, 您可能已经知晓：这一点
很难让人相信, 但是在距离罗
马门（Porta Romana) 不远
的十九世纪城市区域, 您即
可邂逅库卡涅农庄(Cascina 
Cuccagna)，
一座真正的乡村农舍。

下午1点 
在农庄享受午餐

农庄的内部环境令人称奇：
十七世纪的乡村建筑, 连续的
拱廊和凉廊, 种植有绿色植物
的内部庭院和木质地板。
在这些古老的城墙之间漫步，
还会找到一间小吃店： 
Un posto a Milano。
您可以选择 一份根据大区内
农场网络的 每日供应产品
而改变的菜单。这里是城市
中的一片乡村地带。

下午3点 
品尝葡萄美酒

从米兰向西南方向出发前往
洛迪 (Lodi)，沿着Via San 
Dionigi大街行驶。这条路将
带您从城市前往圣.科隆巴诺
丘陵, 途径 基亚拉瓦莱。
您此时位于伦巴第乡村的中
心地带, 请前往参观米兰众多
历史悠久的其中一座, 购买天
然发酵的面包, 来自南方公园
蜂箱的蜂蜜和 刚挤出来的鲜
牛奶。

Km0蔬菜、古老的葡萄藤、新鲜的牛奶、来自皇室工
坊的萨拉米香肠: 这些也是米兰这座意大利第二大农业
城市的象征

第84页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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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洛·卡拉克的米兰意式烩饭和
炖带骨小牛腿肉
 
4人份配料：   
烩饭配料：
500克阿尔博里奥大米
200克黄油
30克牛骨髓
一个小洋葱
雌蕊藏红花
一杯白葡萄酒
1升肉汤
160克DOP认证Grana Padano干酪
炖带骨小牛腿肉：
4块带骨小牛腿肉
洋葱、胡萝卜和芹菜
130克黄油
柠檬皮
一瓣大蒜
马郁兰
一杯白葡萄酒
少量面粉

制作 
意式烩饭：将洋葱切碎，加入100克黄油
和骨髓后一起煎炸。当洋葱变成金黄色
时，加入米饭并翻炒，然后加入葡萄酒。
让葡萄酒缓慢蒸发，加入热肉汤和已在其
中浸泡的藏红花。继续加入肉汤，一次一
汤勺，搅拌至熟。加入Grana Padano干
酪粉和黄油并搅拌。带骨小牛腿肉片：
在肉片上铺撒面粉 并放入煎锅，加入80
克黄油使其变为棕色, 加入切碎的洋葱、
胡萝卜和芹菜，静置五分 钟。倒入白葡萄
酒并使其满满蒸发, 而后浇上肉汤, 在封盖
的深平底锅内中火加热约 1.5小时。
快出锅之前，加入切碎的大蒜， 柠檬皮和
马郁兰。将意式烩饭分盘, 每一盘内放置
一份肉片，并加入一勺调味酱。

您是一位新米兰人，而且这座城市给了您很多。
在我二十岁时，米兰接纳了我：我刚刚从酒店学院
毕业，我的梦想是和瓜尔缇耶罗·马尔凯斯一起工
作，当时他在Via Bonvesin Della Riva大街经营着
一家餐馆。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在意大利境内外旅
行了很多次，但我的目标还是将自己的根扎在这
里。米兰是一座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让人成长，
为实现自己今日的项目赋予机会的城市。

米兰美食的优势在哪里？
首先是外部的影响: 多年来这一影响已成功地融入
了与之接触的最好的一切。
其次,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米兰周边地区是意大利
最丰富、最宽广的农业区域之一, 拥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和独特的 生态系统。
最后, 她的伟大之处体现在意大利境外让人知晓和
欣赏的能力, 意大利很少有因菜肴而闻名的城市, 
而提到米兰, 会让我们想起米兰炸肉排和米兰意式

烩饭（Risotto alla Milanese)。

您最喜欢的传统菜是什么？
正是加入了藏红花和牛骨髓的米兰烩饭。
这道菜一直位列餐厅的菜单, 而且我还经常在家中
烹饪这道菜，因为它也是我孩子们的最爱。

最后，您在闲暇时最喜欢去
米兰的哪个地方？
我周六早上会前往所在街区的商店和小吃店为
家人们采购食材。

我会从位于Via Solferino大街的水果和蔬菜
商店Fratelli Galantino前往肉食店Macelleria 
dell’Annunciata。 
周日的时候，我经常在午餐时间去小吃店品尝食
谱简单且与本土有着紧密联系的传统菜肴。
如果天气很温暖，我会骑着自行车去，而在我返
程的时候，我总会驻足并 参观美丽的基亚拉瓦莱
修道院。

黄金烩饭和藏红花
 编辑推荐

 
才华横溢的卡尔洛·卡拉克凭借电视节目而成名，
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厨师之一。
2018年, 他在米兰的会客厅“维托里奥·埃玛努埃雷长
廊”内开设了自己的新餐厅

照片

上图_ 卡尔洛·
卡拉克和他的餐
厅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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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页的地址

风味文化
 在博物馆的厨房中

美味和艺术二项式的
原始变体: 恩里科·巴尔托利尼
将美食和美酒创意引入米兰文化博物馆

2014年, 位于Via Tortona大街“Mudec-文化博物馆”开门营业，
与精彩的永久收藏和临时国际展览一同面世的, 还包括一家卓越
的餐厅。这家餐厅位于建筑的顶层, 才华横溢的恩里科·巴尔托利
尼是这里的主人，他在2017年的米其林指南中获得了二星的评
价。恩里科·巴尔托利尼同时带来了自己的烹饪理念，将单一的
食谱分为短小的片段，食材、主要的配料， 以及各类从海洋到
田野的多样芳香在其中相互联系起来。把它分成碎片, 产生不同
的味觉和视觉体验， 伴随着世界的风味和色彩。然后, 通过用餐
仪式重新组合各个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烹饪和品尝成为一种
表演，一项艺术操作。
圣.玛格丽特虾、油渍金枪鱼肚、乳猪、鸽子肉串：这位大厨将
菜肴分开并重新组合，就像是电影中一样，分别加入标题、情节
和字幕。只煎一半（头部和腿部）的大虾将提前浸入蟹珊瑚的甲
壳肉汤中，杏仁和杏仁塔塔酱将装填在虾壳中。阿尔勒奇意式烩
饭（Risotto Arlecchino）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辣椒酱、Grana 
Padano干酪、松子、咖喱和香草，而后是韭菜和黄油调制的米
饭。对于每一位食客赋予按需加料的乐趣，品尝单独的美味或组
合。 这就是恩里克.巴尔托里尼在厨房里的创造，而他在米兰的
文化博物馆里做同样的一件事，肯定是一个自然的成果。
从早餐，到美食家的午餐，再到开胃酒: 一楼开设的一间小酒馆
拥有一致的风格和品质。

— 

照片 恩里科·巴尔托利尼打造的鸽子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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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tellina - 特利纳山谷
 探索主题

冬天的雪地, 夏天的凉爽树林; 特利纳山谷的产品具有浓郁的
香气, 独特的风味和稀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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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沛的土地, 枝叶繁茂的树林和温泉水
域，受到古罗马人的喜爱。
隐蔽在山中的高山牧场，美味的奶酪，
优质的肉类和生长着非凡葡萄藤的梯田
是山谷对人类的馈赠

在冒险和放松之间。 伦巴第不仅有平原、稻田和湖
泊，也是一片拥有冷杉森林，可以开展登山和滑雪
运动的地域：您可在炎热的夏天享受茶点，在最寒
冷的冬天前往冒险。自古罗马时代以来，特利纳山
谷区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幸福的地方，而且博尔米
奥的含硫温泉水亦 受到罗马人的喜爱，在今天也是
一处不容错过的旅游目的地。除此之外，您还可以
前往伦巴第大区北部最美丽的城市蒂拉诺，在其辉
煌的自由风格的老城区中心漫步游览。

葡萄栽培“元勋”。出产内比奥罗葡萄的葡萄藤在这
里被称为“Chiavennasca”，通过驯服大自然的潜

在危险：斜坡和土壤，在古石墙围成的梯田内艰难
培育而成。这些梯田亦是“葡萄栽培元勋”，由于当
地人不屈服于严酷的现实，期望让土地“领悟”自己
葡萄种植的欲望，而后收获它们并利用这些果实酿
造出琼浆玉液：其中隐藏着例如诞生在陡峭而风大
的一片小地域内的Sassella高品质红葡萄酒，而“
地狱” (Inferno) 葡萄酒则采用特定区域（相较于山
谷内的其他地域，此处在夏季极为炎热) 的葡萄酿
造。此外，此处还盛产意大利最著名的干酿葡萄酒
之一：Sfursàt (亦称“斯福尔扎托”)。

牛奶的奇迹。山谷中最著名的奶酪名为“比托” 

(Bitto), 其传统的制造方式仅在少数的山地牧场和
同名溪流穿过的地域内被采用。奶酪的秘密在于热
加工和牛奶的成分：除了奶牛之外, 还采用奥罗比
卡山羊这一杰洛拉山谷内的原生动物的乳汁。
山谷内出产的另一种奶酪名为“卡塞拉”
(Casera), 其名称取自将其陈化成型的地窖。
卡塞拉奶酪非常适合作为Pizzoccheri宽面条的调味
料或Sciatt这一小巧可口的荞麦煎饼的填料。

牛腊肉和卡普拉“小提琴”火腿。山谷的特色美味不
仅限于奶酪，还有受到全球认可的包括牛腊肉、
牛肉、大块和美味的牛肉香肠、稀有的卡普拉小提

琴火腿在内的腌制肉食。
小提琴火腿是一种用山羊腿肉和肩肉制成的萨拉米
香肠，其名称则源自于形状相似的乐器。

照片

右图_ Pizzoccheri宽面条和萨拉米香肠
片 - La Florida餐厅

前页_ 特利纳山谷的梯田

特利纳山谷 
Valtel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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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麦面包和黄油的早餐, 品尝“地狱”葡萄酒和比托奶酪, Pizzoccheri
宽面条和斯福尔扎托葡萄酒, 让自己沉浸在山区的风味中无法自拔

下午5点 
在Fratelli Ciapponi杂货店
购物

如果未在摩尔贝涅最具魅力的老
杂货店Fratelli Ciapponi驻足，
那么本区域的漫步旅程并不完
整。 这是一个充满了回忆的商
铺，在老旧的收银机和未知山
区牧场的地图之间，您可以发
现当地的特色产品。

晚上8点 
在特里奥享用晚餐

现在是时候在诞生地品尝
Pizzoccheri宽面条了。
城中的众多小餐馆均供应这种让
人无法抗拒的传统特色美味：
您可以在特里奥宽面条美食协会
(Accademia del Pizzocchero） 
食谱中选择其中的一种。

晚上11点 
饯别酒

在蒂拉诺小镇的蒂拉诺酒庄，
有温暖，有音乐，有共鸣：基础
的原料需要搭配一杯“斯福尔扎
托” (Sfursat)，特利纳山谷最高
贵的葡萄酒。这个名字源于“强
迫”或延长葡萄成熟的做法，使葡
萄藤可以在俗称“fruttai”葡萄架
上停留数个月之后才干枯。

在特里奥山谷内      
 品尝日

上午11点30分 
参观Nino Negri酒庄

没有什么是比品尝DOCG认证
Inferno Carlo Negri Valtellina 
Superiore葡萄酒更好的事情了！
这款葡萄酒的名称取自特利纳山
谷最小且最难以进入的区域，此
处的葡萄园地形陡峭且坡度巨
大，夏季温度极高。 您在此还
有机会参观山谷中最著名的酒庄
之一 - 位于基奥罗的四方城堡
(Castello Quadrio)。

上午13点30分 
在Crotasc餐厅享受午餐

曾经作为马厩使用, 位于梅塞的
Crostasc现在是一家乡村餐馆，
墙壁上悬挂的古老农业文化用具
彰显着此处的悠久历史。
几代普雷维斯托尼人继承并管理
着这家乡村餐馆, 冬天的时候，
总会让壁炉处于燃烧状态，
而在夏季的时候，餐馆还会在百
年的栗树下接待宾客。

下午4点 
参观比托奶酪中心

这一非凡山地奶酪的陈化中
心 - 今天的名字叫做Storico 
Ribelle”，地处比托山谷牧场
的 地理核心区域: Gerola Alta
山村。在地窖中，除了欣赏10
年陈化的珍藏，还可以品尝其
他陈化年份的奶酪。

14

照片

左1_ Nino Negri酒庄，
基乌罗 (桑得里奥)  

左2_ 比托奶酪中心, Gerola 
Alta（桑得里奥）

右2_ 腌渍肉片和特利纳山
谷苹果

右1_ Nino Negri品牌“地狱”葡
萄酒, 基乌罗 (桑得里奥）

第84页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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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纳山谷的传统：
Pizzoccheri宽面条
 
4人份配料：
400克荞麦粉
100克白面粉
200克黄油
250克DOP认证特利纳山谷卡塞拉奶酪
150克DOP认证Grana Padano奶酪
200克甘蓝
250克土豆
一瓣大蒜
胡椒粉

制作： 
Pizzoccheri是一种荞麦意大利面, 其原始
的配方保存在特里奥宽面条美食协会。
将两种面粉混合, 加入适量的水后,   揉面
5分钟。用擀面杖擀面团, 擀成最厚2-3毫
米, 最长7-8厘米的面片。将面片叠在一
起, 切成大约5毫米宽的面条。
在加盐的水中焯一下蔬菜，5分钟后将切
为小块的甘蓝（根据季节，甘蓝可用绿叶
蔬菜或四季豆代替）和宽面条倒入锅中。
烹煮十分钟后，用笊篱将宽面条捞出，
将其中一部分倒入热锅中, 撒上DOP认证
的Grana Padano奶酪粉和特利纳山谷卡
塞拉奶酪片, 将宽面条和奶酪拌匀。
融化黄油并加入大蒜, 待其充分上色后，
将其浇在宽面条上。不要搅拌, 在热的宽
面条上撒上鲜磨的胡椒粉。

特利纳山谷美食怎么样？ 
特利纳美食和美酒反映了诞生于区域内简单而古老
的家庭传统。每道菜的味道传递的是家庭和区域
内传承的手艺, 众多的奶奶食谱, 以及出自阿尔卑
斯农场产品或从山地、森林之中摘下的作物流传
下来。这片地域馈赠了多达六种名称保护认证的特
产，它们相互结合, 就像是六个音符, 可以产生无限
的“交响乐”风味。

您最喜欢的烹饪的本土菜肴是什么？ 
我们喜欢Sciatt。尽管这个名字（在特利纳山谷区
域的方言中近似于“黑蟾蜍”) 听起来很丑陋，
但这道菜仍是由简单的食材：
水、荞麦粉、DOP认证特利纳山谷卡塞拉奶酪和一
点点格拉帕列酒打造的一颗纯正的珍珠。

您和当地的手工生产者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片区域是餐厅厨房的“配膳房”；当我们离开La 
Fiorida农庄的时候，每天从最小的工坊到手工制
作者，从种植者和最有条理的饲养员，探访当地
的手工生产者是第一要务。借助所有人的智慧和
他们的产品，我们得以打造出一份为客人带来品味
和真实品质的菜单。

弗兰克，您并不是山谷的原住民，那么您在这里发现
了那些您意想不到的元素？ 
微小事物的价值使特利纳山谷脱颖而出。在这里，
传统的手艺，永恒的村庄和从未被探索过的山谷地域
得以存留，而人类从未处于上风地位：这些对于此
地的居民来说，“微小”事物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对
于那些第一次发现它们的人来说，这些“微小”则具有
巨大的价值和魅力。

您喜欢哪个大区的葡萄酒？
阿尔卑斯山的内比奥罗汲取了本土的力量和特征，
是一种非凡的葡萄栽培品种。这种葡萄产自从岩石
中挖掘出的巨大的梯田葡萄园, 而且从种植到收获的
过程均经过精心的人工照料。
对于在La Fiorida农庄或La Preséf餐厅品尝当地品
牌美食的宾客, 我们始终建议他们沿着梯田小径散
步，穿过Maroggia、Sassella、格鲁梅洛、“地狱”
葡萄园的著名DOCG认证子区域，深度了解酿造这
些著名的葡萄酒的风土条件。

柔美的山峰
 编辑推荐

 
弗兰克·阿利伯蒂 (弗朗切斯卡娜餐厅的前任大厨）
和贾尼·塔拉比尼是蒙特洛La Florida农庄内La 
Preséf餐厅的厨师。近距离接触山峰的“慷慨馈赠”

照片

上图_ 弗兰克·阿
利伯蒂和贾尼·塔
拉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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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窖
 城市外面的思考

在一排排的葡萄藤和巴克的琼浆玉液之间，
开始一次乡村之旅: 这里的酒窖全年为美酒
爱好者开放

 
从阿尔卑斯山到波河平原, 从宽阔的湖泊到平缓的山丘: 伦巴第是一
片拥有丰富地理学特征的土地，而这些特征则体现在丰富多样的葡
萄酒酿造工业中。接待美酒之旅游客的酒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它
们均是您出城游玩一天的理想目的地。众多的酒庄均提供引导品酒
和品尝项目。请注意，您无需预约也可以参观一些酒庄。
Pietro Nera酒庄: 位于特利纳山谷的基乌罗。这座酒庄采用阿尔卑
斯山脉雷蒂亚山区种植的葡萄，专业酿造山地内比奥罗葡萄酒。
Poderi di San Pietro酒庄：散步在圣科隆巴诺阿兰布罗地域内，
距离首府城市米兰很近, 助您探索米兰乡村酿酒的潜力。
Cascina Ronchetto酒庄: 位于瓦雷泽省的莫拉佐内, 专业生产在橡
木桶中陈化的瓦雷泽葡萄酒。
Gravanago农场：名称取自其所在的帕维亚省的一座古镇。
在这里，时间似乎停止, 现代的技术与古老的传统交织在一起。
Colombara Gozzi农庄：位于莫桑巴诺，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
由家庭经营。这座农庄因品质 极佳的高泡酒“Le Falme”和曼托瓦
传统的南瓜馄饨而出名。
Roveglia庄园：一座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十九世纪末的古老农庄。
庄园拥有加尔达南部最古老、面积最大的风土葡萄园，酿造优质的
DOC认证卢加纳（Lugana）葡萄酒。
La Manèga：一家位于布雷西亚省古萨戈的家族农场。
专业酿造百露酒、桃红酒和Saten葡萄酒。
Angelo Pecis农业公司：占地2公顷，围绕着贝加莫省圣.彼得.帕塞
雷罗马式教堂。在这里，您将嗅到本笃会僧侣的古老传统与 
与现代生产技术相结合后散发出的芳香。

— 

照片 品酒和酒窖

第84页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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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莫纳和曼托瓦
 探索主题

自公元十五世纪以来，这片无国界文化地域一直是活跃的商
业中心, 了解如何将苦味与甜味，清淡与辛辣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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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因历史、艺术、食谱和传统而出名
的城市。一间华丽的厨房, 考究的对比
和精致的和谐，生活热情的成果和所有
的风味

照片
 

右图_ 主教教堂和托雷佐塔楼，克雷莫纳 

前页_ 曼托瓦南瓜

悠久的传统。世界上最著名食谱书籍之一的《 De 
Honesta Voluptate et Valetudine》，其作者巴尔
托洛梅奥.萨奇的祖籍即是克雷莫纳，这绝非巧合。
流向亚得里亚海的波河形成的这处广袤盆地区域曾
是一片贸易区，来自威尼斯和东方的产品，
香料和盐, 或者还包括地中海地区的经典甜食牛轧糖 
(Torrone) 均在克雷莫纳的主要港口上岸。

芥末甜酱汁。本地的农业一直非常繁荣, 主要生产甜
瓜、南瓜、西瓜、洋葱、梨和苹果。
最后几样是芥末甜酱汁的主要配料：甜味和芥末的
辣味相结合，作为肉烩菜、煮腊肠或焖驴肉等烤制

或炖肉的调味料时味道极佳。猪肉，是制作坚硬或
柔软的蒜调味萨拉米香肠时 无可争议的“主角”。
这一美味的理想佐餐酒，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红
色起泡酒: “Lambrusco Mantovano”。 
维吉利奥作为本区域的著名原住民之一，两百
年前即在自己的田园诗歌中慷慨的以叶片会变
为鲜红色的“Vitis Labrusca” (美洲葡萄) 葡萄
命名了这款葡萄酒。

前所未“尝”的甜蜜。曼托瓦的明星菜肴是第一道
菜：南瓜馄饨。其甜味源自于馅料中的杏仁和芥末
甜酱汁。切勿错过曼托瓦烘培坊的标志性美食：

柠檬杏仁酥（Sbrisolona）。
因分而食之时非常易碎，留下大或小的
碎片因而得名（意大利语中的破碎一词
为“Sbriciare”, 译者注)。

人类创造的湖泊。位于伦巴第大区东南方的这最后
一个“角落”，鱼类美食不容错过。事实上，曼托瓦
即坐落在明乔河畔，而且自公元十二世纪以来，
得益于一系列壮观的治水工程，曼托瓦亦被三个湖
泊所“环抱”。现在仍然能够捕捞到的最有价值的鱼
类是“狗鱼”（Luccio)。
通常使用刺山柑酱、欧芹、大蒜和凤尾鱼酱烹制而

成，搭配烤玉米粥食用。
由于无数条水道散布在省内，克雷莫纳这座城市亦
因淡水鱼类食谱而闻名。

Cremona
克雷莫纳

Mantova
曼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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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上的欢乐    
 品尝日

14

照片 

左1_ 芥末甜酱汁和煮腊肠 

左2_ 克雷莫纳牛轧糖

右2_ 明乔河畔的自行车道 

右1_ 主教教堂和托雷佐塔楼，
克雷莫纳

第84页的地址

下午4点 
明乔公园之旅

您需要往北走，前往位于蒙扎巴诺的这座公园。
您可以参观Ricci农场和成垄的田地。
您可以参观砖拱顶的酒窖，品味橡木桶中的高品质
起泡酒和葡萄酒，同时品尝萨拉米香肠、DOP认证
的Grana Padano奶酪、芥末甜酱汁和柠檬杏仁酥。

晚上8点 
在天鹅餐厅享用晚餐 

天鹅餐厅 (Ristorante il Cigno）位于市中心
一座公元十六世纪的古宅内。您坐在宽敞的大
厅里，外露的横梁和设计师打造的大型灯具
形成了欢乐的对比。
享受肉食盛宴：红葡萄酒、大蒜香肠、热小牛软
骨、舟鰤鱼意式烩饭, 尤其是按照贡萨加宫廷厨师配
方打造的酸甜酱口味温热鸡胸肉。晚餐结束后，
品尝一块经典且著名的柠檬杏仁酥。

上午9点 
在面包店品尝早餐 

在克雷莫纳的Lanfranchi面包
店会合。自由风格的柜台内摆
放着蛋糕、茶点和饼干，
当然，牛轧糖也绝不会缺席。
除此之外，面包店还售卖芥末
甜酱汁、果酱、榅桲酱、
巧克 力奶油和克雷莫纳酥饼
(Pan Cremona)。此时的您
距离大教堂仅一箭之遥，
您亦可以前往参观老城区中心
以及珍贵的艺术和建筑。

上午11点 
牛轧糖

未品尝牛轧糖之前，切勿离
开克雷莫纳：在路过韦斯科
瓦托（Vescovato）前往曼
托瓦的路上，您需要驻足于
名为“Rivoltini Alimentare 
Dolciaria”的甜品店，购买各
种形状（传统、片状、香肠、
小提琴）和适合所有“牙口”
(软牛糖、水果和奶油牛轧糖
“Morbidini”、酥脆牛轧糖和
糖“Spacadent”）的牛轧糖。

下午12点30分 
在曼托瓦享受午餐

华丽而优雅的曼托瓦欢迎您的
到来。在百草广场，您可以在
法院宫的拱廊下停留，
坐在Cento Rampini小吃店
的餐桌旁。品尝软骨红豆、黄
油和鼠尾草南瓜馄饨、凤尾鱼
长面条或绿酱汁狗鱼。如您期
待那般, 品尝一杯来自Parco 
del Mincio酒庄酒窖的葡萄酒

“奶酪杏仁饺子” (Marubini)、卡萨马焦雷馄饨（Blisgòn)、
南瓜馄饨、芥末甜酱汁煮腊肠、炖驴肉和狗鱼，古老的甜品和杯
中的兰布鲁斯克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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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直和自己的故乡和穿过的水域一直有着非常
紧密的联系。这一特色如何反映在您的厨房里？
我们相信与生产者建立的直接关系，因为信任所有
向我们提供原材料的人士是保证质量的基础。 
我们本地的河流终于慢慢地恢复洁净，因此可以使
用在这些河流中栖息的鱼类。我们的工作，就是将
我们的需求与高品质的美味烹饪 相结合。
例如，我们与打造了养牛人网络并精心照料牛群
的Massimo Zani合作，而这些肉类正是我们所需
要的。我们为质量付出更多的做法，意味着“高
品质”这可以存在。

您的菜肴创造了意大利高级美食的历史。
那么，在众多的美食当中, 哪一种是最佳地阐
述您所在地域的呢？
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时代变革的南瓜馄饨：即便终
于原始，但是成分和馅料、面胚的厚度和鸡蛋的数
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用较少的黄油制作这一美食，因为口味更纯
粹，面胚也更硬。二十年前，鸡蛋面胚是煮熟的，
而意大利南部的人们教会了我们如何以正确的
煮熟程度品尝面胚。

前往这一区域的游客不容错过的
当地特色菜有哪些？
在苏萨拉、曼托瓦、卡内托或阿索拉, 汤中的肉食总
是存在少许的差别。南瓜馄饨也是如此, 每个区域内
的形状和配方都不尽相同：有时会用黄油调味, 有些
会加入番茄，而在苏萨拉则直接使用 腊肠。 
在卡斯特尔达里奥有“舟鰤鱼意式烩饭”（一种新鲜

萨拉米香肠的烩饭), 而在位于曼托瓦的天鹅餐厅
内，则供应斯蒂法（贡萨加的宫廷厨师）尼鸡胸肉
沙拉。最后是甜点：最出名的是柠檬杏仁酥和奶油
蛋羹（Zabaglione)。

奥利奥河的珍品 
 编辑推荐

 
“Dal Pescatore” (来自渔民) 餐厅的理念从桑蒂
尼家族的传统开始，旨在构建独特的美食身份：
餐厅于1996年获得米其林指南的三星认证

曼托瓦传统的南瓜馄饨
 
4人份配料： 
鲜面胚： 
200克00号面粉 
2个鸡蛋 食盐 馅料： 
600克南瓜果肉 
100克DOP认证的Guarcino杏仁饼 
100克IGP认证的曼托瓦芥末甜梨酱 
100克Grana Padano干酪 
1/2茶匙肉豆蔻 
盐和黑胡椒

制作 
清洗南瓜并切成薄片，而后放入烤箱，
180°烘烤一小时, 然后搅拌均匀。 
将芥末甜酱汁加入搅拌机（水果和酱汁)，
再加入碎杏仁饼, 干酪、肉豆蔻、盐和胡椒; 
充分搅拌。将搅拌物静置一晚。
将面粉与鸡蛋混合并加入一小撮盐；将混合
的面胚裹在布上并静置半小时。使用擀面杖
将面胚擀开至2毫米厚的长条；将长条切成5
厘米见方面片，使用奶油挤花袋挤上馅料。
拿起填有馅料的面片，捏起对角使之呈三角
形，而后捏合另外一个对角，将每个边角折
叠一次，用食指和中指将折叠边角捏合在一
起，使面片完好地粘合在一起。在足量的沸
水中煮馄饨，馄饨浮起后继续烹煮3分钟。 
在锅里加热一块黄油（约25克）和鼠尾草。
用笊篱捞出并沥干馄饨，轻轻地将馄饨放入
融化黄油的锅里，翻动并加入拉丝的Grana 
Padano奶酪 。

照片 

上图_ 乔瓦尼·桑
蒂尼在厨房里

31



明乔河畔的自行车道
 驻足品尝美味 

沿着连接佩斯基耶拉 - 曼托瓦的自行车道
骑行，穿梭在动物们自由活动的农场和和
品尝纯正曼托瓦美食的农庄之间

佩斯基耶拉 - 曼托瓦自行车道是意大利距离最长，周边环境
最为葱郁的自行车“高速公路”，也是欧洲7000余公里自行车线
路“Eurovelo 7” (挪威的北角-马耳他）的一部分。这条平坦且受
到精心养护的自行车道总长约50公里，沿着明乔河畔一路直下，
周边生长着葱葱郁郁的植被。 从佩斯基耶拉沿着自行车道向南
出发，蜿蜒穿过明乔公园，而后分别领略萨里昂则大坝、
子爵大桥和博尔格托的中世纪磨坊、冰碛丘陵葡萄园和明乔河畔
博佐洛小镇的耕地美景。您还可以进入一条小道，前往丰塔纳森
林国家公园保护区和贡萨加宫。而继续沿着这条线路骑行，
您在抵达圣乔治城堡后，即可跟随路标前往曼托瓦。
在这条路上, 乡村风景和农场逐一呈现在眼前，牛、马、驴、
猪、鹅和鸭子在这里悠然自得的享受生活。在农庄、餐馆和小吃
店中，您可以品尝的美食包括Capunsèi（纺锤面疙瘩，一种由蒂
罗尔移民引入贡萨加宫廷食谱的美食)、Le fuiàde（搭配野味肉
酱的鸡蛋宽面条), Saltarèi（一种河虾）意式烩饭。 
中途骑行感到疲惫的时候，您即可驻足于分散在自行车道周边的
众多农庄中的一家，也可以选择继续前往曼托瓦，借助骑自行车
催动的食欲，品尝曼托瓦香肠砧板拼盘、南瓜馄饨、沙丁鱼长面
条（Bigoi)、橄榄煮腊肠或酱汁狗鱼。 品尝一份La bisulàn
(乡村甜甜圈，可能衍生自卢卡甜面包)、Torta di Tagliatelle
(杏仁蛋糕）或柠檬杏仁酥也是饭后的不二选择。 在品尝上述美
味时搭配一杯冰碛山丘区域的葡萄酒，是曼托瓦丰富菜肴的绝
佳序曲。

— 

照片 明乔河畔自行车道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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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和瓦雷泽湖泊漫游
 探索主题

大地与隐藏在群山之间、陡峭的山坡之间和开阔的视野之间的
淡水湖泊“邂逅”并“亲密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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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域拥有乡村文化，
而饮食则反映了它的节奏和必然性。
缓慢烹饪的菜肴，美味和独特的风味，
以及等待着您品味的由本地品种酿造的
红葡萄酒

水的“土地”。水的“土地”。导游们, 尤其是带领意大
利境外游客的导游们把这片区域称为“湖区”：但通常
来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在
欧洲最天然的淡水湖泊区域之一。这些湖泊四面环
山, 而湖边的当地人都知道这一点。马焦雷湖、瓦雷
泽和科莫湖周围的地区在大自然和白雪皑皑的山峰
之间呈现出连绵起伏的构造。徒步爱好者们可以“品
鉴”位于科莫湖东岸的众多小径（例如“Sentiero del 
Viadante”）和一条将西岸散布的诸多山区度假胜地
连接在一起的远足路径“Via dei Monti Lariani”。
自行车漫游爱好者可以在骑行至山区骡马道 (Muro）
的高难度路段, 即地处索尔马诺的科尔马（Colma）
区域稍作停留, 也可以选择继续骑行, 登上吉萨罗圣

母山 (Madonna del Ghisallo) 并参观此处的一座自
行车博物馆; 从这里, 您可以欣赏到科莫湖的壮丽景
色和迷人且历史悠久的庄园别墅, 例如吸引了好莱坞
众多制作人的迷人庄园：巴尔比亚内洛庄园
(Villa del Balbianello)。
文学爱好者们可以沿着曼佐尼曾经的行程, 追踪在莱
科城区内有关《婚礼誓言》的印记。

猪的全身都是宝。最具范例的美味: 采用猪宰杀之后
的边角料 (包括猪耳朵、猪蹄和猪舌头) 和甘蓝菜制
作的Cassoeula (砂锅烩菜)。
这一美味的做法存在多种变化, 例如, 瓦雷索托人
的做法中加入了名为“Verzini”的小香肠 (采用混

照片 

右图_ 拉里奥, 科莫 

前页_ 加维拉泰, 瓦雷泽

Como
科莫

合香肠制成的一种短肉肠)。另一款典型的美味名
为“bruscitt”：将用刀切碎的牛肉放入盛有黄油、
腌肉、大蒜和野茴香的平底锅内, 倒入红酒调味后加
热出锅, 搭配玉米粥食用。

Missoltino咸鱼的“个性”。餐桌上的淡水鱼是湖泊的
慷慨“馈赠”, 例如根据古老传统将西鲱 (Agone) 风
干并腌制而成的“Missoltino”咸鱼，需要搭配玉米粥
和红葡萄酒（最好是一支由桑娇维塞、梅洛和本土
低产量的罗塞奥葡萄酿造的Domasino葡萄酒）
食用, 才是对其特定口感的“尊重”。葡萄藤栽培在这
些区域内拥有悠久的传统, 但是因诸如蚕蛹养殖的各
类因素的影响, 导致栽培工作被放弃, 数年前才重新

开始葡萄酒的酿造。
由于许多的葡萄园位于梯田中, 因此陡峭的山坡和该
地区的温度变化特征均是赋予葡萄酒典雅、
新鲜和风味特色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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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 
瓦雷泽的咖啡和瓦尔库维亚之旅

瓦雷泽人发明了一种简单且美味的甜点：
Dolce Varese；您应该驻足于名为Pasticceria 
Zamberletti, 自1939年以来始终供应这款甜点的烘焙
店。品尝一杯咖啡, 再点一杯橙味的Borducan琼浆：
这款酒只在位于圣山的Al Borducan酒店餐厅内提
供。出发前往加维拉特, 寻访鲜嫩的瓦尔库维亚羊奶
酪和外表丑陋但品质极佳的加维拉特牛奶老。
环游花田之地公园, 最后抵达科莫。

晚上8点 
科莫 

在日落时分沿湖畔散步：您的双脚将带您前往位于科
莫城中世纪人居区Cortesella的老城区中心地带。
走入城市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中, L‘Osteria del Gallo小
酒馆即出现在您的眼前：您需要在此品尝咸味的馅
饼、火腿片并品味一杯当地酒庄酿造的葡萄酒。
用餐完毕后, 点一杯格拉帕列酒, 和小酒馆的老板聊
聊天，他回告诉您如何管理一家文青咖啡馆。

梯田“赐予”的风味       
 品尝日 

上午9点 
品尝Buosino咖啡的清晨

让瓦雷泽人欲罢不能的巧克力: 这片土地上拥有小型
的糕点店和高品质的手工作坊。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们来到了位于委内格诺
的“Buosi”, 品尝这里飘着牛奶泡沫的巧克力片咖
啡“Buosino”。
在此之后，您即可步行并穿过一片古老的葡萄园：
位于莫拉扎诺附近的奥罗纳公园。

下午1点 
在小酒馆享受午餐

在阿扎特的观景点短暂停留, 欣赏瓦雷泽湖的景色。
回到主干道, 在小酒馆Hosteria da Bruno享用午餐。
小酒馆所在的是一座稻草覆盖的建筑, 壁炉旁边摆放
着长椅，墙上悬挂着老照片。您可以享用一流的本土
美食和根据食材供应而制作的当日菜肴。 
店主将向您讲述他的爷爷经营这间小酒馆的故事。.

照片

左1_ 波西制作的“Buosino”咖
啡 ，瓦雷泽委内格诺 

左2_ 阿扎特小港口，瓦雷泽 

右2_ 瓦雷泽甜点“玉米甜糕” 

右1_ L’Osteria del Gallo小酒
馆，科莫

第84页的地址

典型的甜点，例如名为“Amor di Polenta”的玉米甜糕，源自花田
之地（Campo dei Fiori）山羊奶的鲜嫩奶酪，以及一份来自圣山
的蒸馏特产

39



河鲈意式烩饭
 
4人份配料：
1个切碎的洋葱
150克黄油
350克卡纳罗利（Carnaroli）大米
200毫升白葡萄酒
1升鱼汤
10个河鲈鱼片
鼠尾草叶少许
葵花籽油
白面粉

制作 
最原始的配方： 
将大米煮熟，而后将河鲈鱼片加入混合
了 鼠尾草的黄油中进行煎炸, 撒上黄油和
足量的奶酪粉: “Ris in cagnun”即制作完
成。今天，这道美味通常以更清淡的做
法而呈现: 一份意式烩饭搭配鱼汤，在烹
饪结束时加入 河鲈鱼片和鼠尾草提香的
少许黄油。 
将切碎的洋葱放入融化了1/3块黄油的锅
中煎炸。烘烤加入了红酒的大米，搅拌至
葡萄酒彻底蒸发。加入一汤勺热肉汤，
煸干后继续按勺添加并持续搅拌。
大米即将被煮熟之前, 将裹上面粉的河
鲈鱼片放在热油中煎炸, 直至变为金色
且酥脆。
在平底锅中融化剩余的黄油并加入鼠尾草
叶，将米饭和河鲈鱼片先盛放在盘子里，
而后倒入提香的黄油。建议与使用意大利
霞多丽和雷司令酿造的Solesta葡萄酒共
同享用，口感极佳

您与这片地域的关系在哪里？您在哪里出生？
这些年来您回去过吗？
我每天的生活都会让自己和这片地域建立更为亲密
的关系，更接近这里的居民和来访餐厅的宾客。
从美食和美酒的角度来看, 目前为止科莫省从来没有
迸发出一星火花：是的, 这是一个遗憾，但是从积极
的一面看，我们发现在这里仍能找到非凡的食材，
这也要归功于它们从未“流行过”的事实。
我相信, 厨房应该尽可能地靠近湖泊, 举个例子：
我从来不使用红色的蔬菜, 因为并非生长于此。
这是一道味美但色调很冷的“机密”美味佳肴。

您在厨房中喜欢使用哪些本土特产？
白肉: 这片地域内的养殖场很少, 而且
基本上是自给自足。

我们选用了小牛, 我喜欢使用口感细腻的牛肝
脏, 几乎与质朴美味的托斯卡纳黑色烤面包片
的口感相反。当然, 还有湖里的鱼, 它们是这
片地域的伟大遗产。

区域内您最喜欢的手工作坊是哪一家？
父子经营的肉店“Macelleria Girola”, 他们会仔
细地聆听客户的关切和需求, 并邀请他们前往“
幕后”指挥操作。 
在奥苏乔（Ossuccio）小城有一位名为“西莫
内.弗拉奎利”的渔家, 他真正让我了解了那些鲜为
人知鱼类，例如圆鳍雅罗鱼和江鳕, 后者的肝脏
类似于珍贵的鹅肝。
因为很少在烹调时使用这些鱼类，因此散发着古老
而又新奇的 风味。

您在这片地域内打造高级美食, 
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将您所在地域的味道, 当然还
有特产带到餐桌上。

在这些特产中, 哪一种特色菜是您绝不会忽视的？
用醋和其它佐料浸渍的炸欧白鱼（一种小型淡水
鱼)。

灵感和地域
 编辑推荐

 
保罗·洛普里奥雷 (Paolo Lopriore) 是意大利美食
家瓜尔缇耶罗·马尔凯斯最中意的弟子。
在位于Appiano Genti le的餐厅“Ristorante 
i l Portico”内，这位厨师专门制作与地域紧密相连的
欢乐美食

   

照片

上图_ 保罗·洛普
里奥雷在其位于 
Appiano Gentile
的餐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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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InGalera”的梦想
 盘中的“自由”

窗户的栅栏和厨房内的自由：波拉特监狱内开设了意大利第一家
雇用囚犯的餐馆

InGalera位于波拉特监狱，是第一家在铁窗内开业的餐厅。
这家餐厅的诞生源于Abc社会合作社的主席西尔维娅·伯莱里的创
意和决心。餐厅为7名囚犯和4名来自西尔维娅·伯莱里酒店专修
学院监狱专业的见习生提供了工作岗位，大厨伊万·曼佐和总管
马西 莫·塞斯提托负责餐厅事务的管理。
参观这里，您将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您的目光将被联排的铁窗
和与之缠绕在一起的连续菱形网格所吸引。
外面，黑暗的天空看起来很沉重；而在餐厅里，气氛却很轻松。
简易的桌椅这类餐厅陈设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瓶子排列摆放在涂
有白色油漆，结构纤细但精致的铁架上。
餐厅内唯一的装饰物是直接张贴在墙面上, 未使用相框包边的旧
电影海报《胜利大逃亡》和《自由之翼》。海报并不是对监狱
主题的唯一让步：餐桌上布置的餐巾纸上, 描绘的是伦敦塔的监
狱。这些细节为精心准备的菜肴营造了氛围: 餐厅内供应水牛鲜
乳酪和迷迭香梨子果酱的意式烩饭，或者卷心菜蓝莓烩饭。
餐厅内不事先制作咖啡，而是在德·安德烈背景音乐弥漫的餐桌
旁直接制作摩卡。这是一项极好的实验，它挑战了许多规则并打
破了偏见。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是需要在铁窗外了解外部世界的
人群，而是我们，要求进入他们的世界之中。餐厅共有50个座
位，想要正确享受，必须提前预订。

— 

照片 马尔凯刨花黑胡椒意面，松露扇贝，巧克力丁和芝麻菜酱 

第84页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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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acorta - 法哥第 
 探索主题

在奥利奥公园、伊赛奥湖和塞比诺.托比耶拉自然保护区之
间仿如如一副油画大作般的风景：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葡萄
藤，黄昏时分金色光芒笼罩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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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这片拥有古典之美土地上的修
道院、隐修院和小镇，与一排排珍贵
的葡萄藤交织在一起，恰如乡村厨房
的菜肴和拥有悠久传统的著名葡萄酒
一同摆放在餐桌上的场景

品质的先锋。没有任何一座省会城市坐落在这片
位于平原和阿尔卑斯山余脉中间的地域, 但此处
确实“漂浮”着气泡的风味。
事实上, 在法哥第区域内诞生了意大利首款经典
酿造的起泡酒并获得了原产地名称控制和保证认
证 (DOCG)。 
得益于伊赛奥湖和卡莫尼卡山谷以南的通风位置, 
酿造这一起泡酒的黑比诺、白比诺和霞多丽葡萄
藤在这里享受着非常理想的气候。
一段传承着悠久传统的历史：早在公元1570
年, 来自布雷西亚的杰罗拉莫.康弗尔蒂就针
对“Libellus de vino mordaci”瓶子内的发酵过程

撰写了一篇论文，比法国香槟镇的僧侣多姆.佩里
涅发现这一特点时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丝滑口感的葡萄酒。法哥第区域内的独特葡萄
品种名为“Satèn”-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法语中
的“缎子”(satin)以及面料本身的柔软和优雅特
质。Saten葡萄酿造出的起泡酒具有非常细腻的
泡沫，而在丰收年份时则转而酿造陈化年龄仅1年
的Millesimate。采用Saten酿造葡萄酒精酿时间
较长, 并且在陈化三年之前不会上市。

隐修院、小镇和修道院。.法哥第区域内的平缓丘

陵经过完善的规划, 用于接待喜欢美食、喜欢通
过二级公路或自行车道探索本区域的游客。
他们可以在这里欣赏来来往往的拖拉机和农民，
在经过完美养护的葡萄园内享受简单的优雅。
在这里，每一件宝藏都被保存下来：诸如圣彼得
拉莫萨修道堂的多座隐修院，诸如厄布斯克的多
座中世纪小镇, 或是众多修道院中位于罗德涅.萨
伊亚诺，风景迷人的圣徒尼古拉修道院, 这些建
筑均保留了古典之美。

著名的油渍牛肉。法哥第区域的典型美食主要得
益于古老的乡村食谱, 主要使用淡水鱼和传统的

肉类制品制作而成, 其中的著名美味当属洛瓦托
的油渍牛肉, 是对“牧师斗篷”的美味诠释：
牛肉、橄榄油、白葡萄酒以及洋葱、芹菜和胡萝
卜在低温下的烹煮时间不少于3小时。

法哥第
Franciacorta

照片

右图_ 蒙特索拉，布雷西亚 

前页_ 法哥第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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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 
酒庄环游

提及品酒，这里并不会让您出现选择恐惧症: 您大
可像围绕着一束洋槐坏的“嗡嗡蜜蜂”一样, 从一座酒
庄“飞”到另一座。2017年, 本土的酿酒商们赞助了一
部关于法哥第世界的精彩短片：在Bosio酒庄, 
您即可参观酒窖内部最合理的结构, 更好地了解这片
土地和葡萄藤奏响的“旋律”。

晚上8点 
回到城市

无论您是想要享受乡村的开阔地平线, 还是想在历史
悠久的市中心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布雷西亚都会帮
您实现自己的愿望。您可以选择位于一座公元十七
世纪建筑内Ristorante La Sosta餐厅提供的精致菜
品, 亦可以前往古农庄内的小吃店La Campagnola, 
坐在木桌旁享用传统的佳肴。

探索弗朗什-孔泰     
 品尝日

上午9点 
Pasticceria Veneto糕点坊

美好的一天，从品尝布雷西亚
Pasticceria Veneto糕点坊的经
典甜品：香草土豆鸡蛋糕薄酥
拉（Bossolà) 开始。薄酥拉是
屡获殊荣的糕点师，2015里昂
烘培世界杯的主席依吉尼奥.马
萨里制作的明星甜品的“国王
级”糕点。早餐结束后, 您即可
前往奥利奥公园。 

上午11点 
在肉食店采购特产

不只是葡萄酒: 从萨拉米香肠开
始, 法哥第区域亦出产其他优质的
经典产品。法哥第是一片制作特
殊灌肠的地域: 例如“Ret”即是一
种加入了香辛料, 用刀尖加工而成
的萨拉米香肠。除此之外的特产
还包括采用Curtefranca葡萄酒调
味的熏肉, 以及获得DOP认证的
Silter、Bagoss高山牧场奶酪和
上等的戈贡佐拉羊奶酪。 
位于托比亚托.迪.阿德罗的
Polastri Maceler肉食餐厅是您驻
足并购买特产的好地方。

下午1点 
在公园享受午餐

在奥利奥公园内, 沿着堤岸行走，
站在桥上俯瞰河流风光。 
在奥利奥小楼 (Palazzolo 
dell’Oglio) 车站的旁边, 开设有一
家名为“L’Osteria della Villetta”的
餐厅, 您可在此品尝餐厅使用伊赛
奥湖中捕捞的鱼、布雷西亚牧场
的肉和 丘陵菜园的蔬菜为您打造
的一顿午餐。餐厅老板还会向您
展示他的艺术收藏：包括艾米利
奥.塔蒂尼在内的数十
位画家和雕塑家 都将桌子上的
餐巾纸当成了画布。 14

照片

左1_ 来自Polastri Maceler肉
食餐厅的火腿 

左2_ Mondeghili肉丸, 
L’Osteria della Villetta餐厅

右2_ 酒庄环游 

右1_ 布雷西亚旧主教教堂

第84页的地址

从甜点到散发着香味的腌肉，从Millestimate起泡酒到山地牧场奶
酪和伊赛奥湖的西鲱鱼子酱，一条极致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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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从美食和美酒的角度描述一下这片地域吗?
我们处于一个幸运的三角地带，刚好位于法哥第区
域南部，距离栖息着优质鱼类的伊赛奥湖，以及因
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肉类市场而出名的洛瓦托城
仅数公里。我们在餐厅内使用下述食材: 从按照传
统且古老的菜谱烹制的当日鲜鱼，到采购自牛肉市
场内，采用煮、炖、基于肉类下脚料（俗称“quinto 
quarto”）烹制经典肉类菜肴的肉食产品。

在你们的厨房中，具有象征性菜肴有哪些？
毫无疑问是用煮熟的肉制成的肉丸, 一种还原自“穷
人”厨房的美味；制作著名的油渍牛肉时, 我们使用
了前肩肉；我们的毛肚需要烹煮5个小时, 还要搭配
芹菜、胡萝卜、土豆、牛脸肉汤和少许番茄。

为你们供货且你们最希望去的, 最欣赏的本
土手工作坊有哪些？

从本土的手工作坊采购食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选用伊赛奥湖北部的Vigro小镇制作的鲜软奶
酪Stracchino, 从Colosio Formaggi奶制品公司采
购夸尔迪罗罗奶酪（Quartirolo）和塔雷桥软奶酪
(Taleggio); 蔬菜的话, 我们有自己的菜园, 肉制品我
们从区域内各种小型肉店中采购。
制作玉米粥的玉米粉来自Le Ventighe, 这是一座公
元十五世纪的农舍, 距离餐厅只有几米之遥。
除此之外, 还有km0的蔬菜！而后, 我们尝试使用捍
卫慢食（Slow Food）主义的产品。

家庭风味
 编辑推荐

 
罗西家族经营的这家位于奥利奥小楼内L’Osteria 
della Vil letta餐厅, 已经过四代人的见证。 
在这座自由主义风格的辉煌建筑中, 马乌里奇奥和格
拉希雅仍旧传承着布雷西亚的美食传统

照片

右图_ 马乌里奇奥·罗西和格拉希雅·罗西

下图_ L’Osteria della Villetta餐厅的内部

依照传统配方制作的克鲁萨内烤
丁鲷鱼
 
制作
丁鲷: 1.8~2.0公斤 
面包屑: 100克 
陈化帕达诺奶酪: 60克 
盐和胡椒粉: 少许 
月桂叶: 5~6片 
一杯特级初榨橄榄油

制作肉丸: 
搅拌且过滤的丁鲷: 200克 
面包屑: 100克 
帕达诺奶酪: 50克 
盐：少许 
月桂叶: 3片 
切碎的欧芹

制作
将大丁鲷去骨并切块。放在盛有少许初榨
橄榄油和桂叶的平底锅里翻炒。而后放入
面包屑和格拉纳干酪粉，转入盛有初榨橄
榄油的饼铛，放入烤炉中以180°烘烤8~10
分钟。将可能含有少量鱼刺的鱼块放在
盛有少许初榨橄榄油和桂叶的平底锅里
翻炒。然后放入搅拌器并过滤成鱼肉糊，
加入100克面包屑、50克帕达诺奶酪和欧
芹。混合后制成丸子，先使用初榨橄榄油
烹饪，而后撒上面包屑。

配料：丁鲷鱼块丸子、黄色玉米粥和切
碎的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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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红花黄金烩饭
By 瓜尔缇耶·马尔凯斯
 
4人份配料： 
280克卡纳罗利大米
160克黄油
30克 帕尔玛奶酪粉
2克藏红花蕊
15克切碎的洋葱
190毫升干白葡萄酒
45毫升白醋
1升淡肉汤
4片黄金叶

制作 
 酸黄油。在铜锅中加入 15克切碎的洋
葱、150毫升干白葡萄酒 和45毫升白醋并
翻炒，直至酒精部分 完全挥发，只剩下酸
性的部分。 加入100克黄油混入奶油并搅
拌， 直到混合成酸奶油。使用筛子 过滤
黄油，去除已经 提味的洋葱碎末。 
在铜锅中加入280克卡纳罗利 大米和60
克黄油并焖一分钟。 撒上40毫升的白葡
萄酒，加热至全部 蒸发。然后倒入1升 已
经煮沸的淡肉汤， 加入2克藏红花蕊并烹
煮18 分钟。不时搅拌。
米饭出锅时， 加入20克帕尔玛干酪粉和 
60克冷酸黄油。 加入黄金叶。
 

2018年1月起, 这一最著名的大师美味将登
上米兰斯卡拉广场马尔凯斯餐厅和特莱梅
佐大酒店露台餐厅的菜单。
制作这一美味始终采用原产地认证的
食材。

米兰、贝加莫及周边山谷。克雷莫纳和曼托
瓦。而后前往特利纳山谷。当然也包括：科莫
湖和瓦雷泽、法哥第区域和加尔达湖。
布里安扎和帕维亚。七条穿梭于品味和艺术之
间的行程中均留下了瓜尔缇耶罗.马尔凯斯的
脚步：他是意大利第一位获得米其林三星认证 
(1985年)，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拒绝指南评判
(2008年) 的厨师。
每个地方都有一段关于传统、艺术珍品、美丽
风景和无与伦比的伦巴第美食食谱的全方位体
验故事。如何发现这段故事？
通过特别项目“风味inLombardia”。
在品味与艺术穿梭旅程当中。重新踏上马尔凯
斯大厨走过的道路，我们将会了解这是一场令
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品味与艺术：
“风味inLombardia”将带我们去哪儿？

“无论在哪里，美好和美味都交织在一起，
关心属于我们的东西并将我们区分开来，每次我们
都能以自豪的方式肯定：我们可以为您提供这些！
文化没有围栏，而艺术和食物之间则有一条穿过身
体和心灵的细线”。

美好与美味之间的七条路线：
是什么让它们与众不同？
“也许形式和实质之间或形式和物质之间存在某种
平衡。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活跃、保守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有着折磨，或是至少存在于意图中
的完美主义。然后，现实更加复杂和矛盾。尽管如
此，伦巴第的某些事物仍然存在并且有效, 它们已被
融入艺术、建筑和厨房中”。

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让我一直非常热爱的南瓜馄饨, 以及煮熟的猪脸、
嫩肉、甜点和纯粹的食材。在口感上, 我甚至发现我

自己做的更好吃!”

向朋友推荐的艺术大作？
“陈列在米兰斯福尔扎城堡一座美丽大厅内，
由米开朗基罗打造的《圣母怜子像》，
因为未完成的地方是这件作品的无限部分”。

您永远不会放弃什么口味？
“以味道的真理构造一个前提，一个对技术的绝对认
识和对事物的神圣尊重的前提；一个存在真理或形
态的厨房, 而后才是物质的”。

当口感成为艺术 
 重温瓜尔缇耶罗·马尔凯斯的旅程 

 
寻求原生和惊喜的美食爱好者们. 
不容错过的七条线路。我们很荣幸能够重新踏上一位杰出的导
游 - 烹饪大师瓜尔缇耶罗.马尔凯斯走过的道路。特别项目“风味
inLombardia”中一位无法超越的主角。一场穿梭在品味与艺术之
间的作家之旅

照片 

上图_ 瓜尔缇耶
罗·马尔凯斯在 
自己于米兰开设的
餐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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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o di Garda – 加尔达湖
 探索主题

观察平静的湖面, 欣赏湖泊的风景: 山脉的清新自然，
人类和历史规划的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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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达湖被称为“意大利最美丽的
海”, 湖泊在山脚下“铺开”, 
气候十分温和。加尔达湖的故事，
由诗人的庄园、柠檬温室和古老但
今天仍然可以品尝到的美食的食谱
进行“讲述”

高尚的平和气氛。加尔达湖是意大利境内面积
最大的湖泊, 沉思和热情好客的精神自古罗马人
在湖畔处建造辉煌庄园时即已经出现: 意大利北
部的一座古罗马贵族庄园-卡图洛遗迹（Grotte 
di Catullo) 即是最佳的见证。诗人们在这里
写下了不朽的歌词。遗迹散发出的寂静氛围，
总是吸引着不安的灵魂，例如著名诗人加布里
埃.邓楠遮在这里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住宅“意大
利胜利庄园”。在夏季, 湖畔边遍布着游客, 尤
其是来自北欧的游客, 他们认为加尔达湖是“意
大利最美丽的海”。

橄榄和柠檬温室。宽阔的湖泊使该地区的气候十
分温和, 可以耕种通常不会在这一纬度茁壮成长
的地中海地区典型作物。加尔达湖区是橄榄种植
世界的最北端，出产的橄榄可以榨出细腻、果味
且清淡的DOP认证特级初榨橄榄油。
当然, 湖区也是雪松、佛手柑, 尤其是柠檬等柑
橘类水果之乡。湖区的象征：住在加尔达湖畔
时，如果不参观十八世纪的柠檬温室，那么您
的旅程绝不完美：湖区最著名的的一座柠檬温
室“Castèl”位于加尔达湖畔柠檬镇, 此处的美丽风
光与一座精心照料的花园的美景相当, 地处一片
永恒的梯田上。德国著名诗人哥特在1786年撰写

照片 

右图_ 俯瞰布雷西亚省的锡尔苗内 

前页_ 加尔达湖畔柠檬镇, 布雷西亚

加尔达湖 
Lago di Garda

的《意大利之旅》中即提到了这座柠檬温室。

一夜的酒。位于加尔达湖西岸的伦巴第居民一直
是刚毅的农民、乡村船夫和渔民, 
有时甚至是园丁。湖区的同名葡萄酒是DOC认证
的“Garda”，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
桃红酒 (Rosé) 和浅粉葡萄酒Chiaretto)。后者的
名称取自葡萄皮浸泡在葡萄汁中一个晚上获得的
浅粉色；格洛佩罗 (Groppello) 酿酒葡萄，优质
的DOC认证卢加纳 (Lugana) 是一种用卢加诺特
雷比亚诺（Trebbiano）葡萄酿造的白葡萄酒，
经过几年的陈化之后具有更好的口感表达力。

中世纪的传统。在布雷西亚一侧的加尔达湖畔，
走向餐桌的是搭配面包屑和欧芹的填馅儿小鱼，
意式烩饭和肉馅饺子以及传统的中世纪菜肴，
例如用水、面粉和加尔达湖特级初榨橄榄油制作
的面粉糊“Brodo Bruci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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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 
卢加纳葡萄的土地

从南部返回之后，您即可前往酿造葡萄酒的卢
加纳冰碛山岭区域。这里的葡萄酒采用原生
的“Turbiana”（即卢加诺的特雷比亚诺葡萄）
酿造而成，著名的Grana Padano奶酪和波佐棱戈
获得市级原产保护认证（DECO）的香肠“Salame 
Morenico”的完美佐餐酒。

晚上8点 
在锡尔苗内享用晚餐

在同样的出发地点结束您在湖畔游览旅程。
慢行一段路前往锡尔苗内，而后参观卡图洛遗迹，
最后前往名为“Trattoria Antica Contrada”的餐厅
享用晚餐，品尝烤淡水鱼和一杯卢加诺葡萄酒。
而且，得益于这间餐厅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优异
的户外就餐环境，即便您没有时间停留，您亦可在
此品尝一杯格拉帕列酒。

阿尔卑斯山的“地中海”    
 品尝日 

上午9点 
藏红花乳清干酪蛋糕

坐在戴森扎诺小广场的餐桌旁，
当清晨的日光照亮湖面时，您可
以点一份经典的加尔达甜点：一
块藏红花乳清干酪蛋糕。
这一美味使用了来自波佐棱戈的
藏红花, 而湖泊赋予的温和气候使
橄榄、柠檬或藏红花等地中海植
物也可以在此生长。 
是时候出发了：您可以前往布
雷西亚北加尔达湖公园 (Parco 
dell’alto Garda Bresciano)。

上午10点 
山中购物

海拔缓缓上升的这条道路的尽头
是特莱摩西内 (Tremosine)。
在名为“Caseificio Alpe Del 
Garda”的商店购物：特莱摩西内
奶酪、 加尔达奶酪和闻起来有着
牧草清香的鲜奶。记得购买一罐
油渍奶酪, 您将被这种山地和 地
中海风味的结合所“绑架”。

下午1点 
在加尔多内.里维埃拉享用午餐

回到小城内, 在加尔多内.里维埃
拉的Osteria dell’Antico Brolo餐
厅（位于老城区中心一座公元十
八世纪的古宅内）环境宜人的庭
院中享受午餐。您可以品尝一盘
沙丁鱼干宽面条, 或是塔雷桥奶酪
火锅 煮出来的咸南瓜。

14

照片

左1_ 藏红花乳清干酪蛋糕

 
左2_ Osteria Antico Brolo餐
厅，加尔多内.里维耶拉 
(布雷西亚)

右2_ 卢加纳葡萄园，戴森扎
诺.德尔.加尔达（布雷西亚）

右1_ 锡尔苗内维罗纳古堡 
(布雷西亚）

第85页的地址

特级初榨橄榄油、香柠檬、缤纷多彩的藏红花“邂逅”淡水鱼和真正
的迷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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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达湖美食的亮点是什么？
加尔达湖区的美食与其环境、气候和本地出产的
食材有着紧密的关系, 后者包括橄榄油、雪松和柠
檬等柑橘类水果, 当然还有淡水鱼以及背后的山峰
出产的产品: 高山牧场黄油以及从众多的奶酪品种
中脱颖而出的“Bagoss”。

您最喜欢做的当地菜是什么？
能够代表布雷西亚一侧加尔达湖经典美食的必然
是烧烤：这种美味与家庭价值观密切相关, 代表
着结合天生的欢乐和共享。当然, 传统食谱中采用
的小鸟食材，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从炭火、清
洗食材再到烤肉，在滴油盘上连续旋转四个或五
个小时才可以搭配玉米粥和黄油食用, 因此烧烤的
制作过程非常费力。

为您供货且您最希望去的，最欣赏的本
土手工作坊有哪些？
朱希和恩里克·奥里奥利是两位奶酪精炼家，高超
的鉴赏家、“演说家”和美食家，他们开设了一家名
为“Mercato Coperto di Gavardo”的奶酪店。 而
后是玛丽莎和里卡多·卡马尼尼尼两兄妹开办的一
家生态橄榄油农庄“Azienda Agricola Biologica 
con Frantoio”。玛丽莎除了用橄榄榨油外，还
利用刺山柑和柑橘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最后要
提到的，是同样出名的一家水产店“Pescheria di 
Gardone Riviera”，开店的贝裴和保罗·卡斯特里
尼两兄弟懂得如何捕捞最优质的湖泊淡水鱼。

错过哪一种美食，等于没到过加尔达湖区？
我的回答是湖泊中的鳗鱼，但不幸的是目前已被
禁止捕捞。作为替代的美食是：炭火沙丁鱼和加
尔达狗鱼。在小吃店享受午餐是我的最爱，我非
常非常喜欢去的小吃店名为“Riolet” di Ernesto e 
Giusy。 可以这么说，如果这家位于加尔多内.里维
埃拉北区，地处法萨诺的小吃店品尝美味，那么等
于你从没到过加尔达湖区。

心中的加尔达
 编辑推荐

 
2015年, 当里卡多·卡马尼尼来到位于加尔多.内里维
耶拉的Lido84餐厅时, 背景音乐是湖面传来的波浪
声。米其林星级认证紧随其后

熏制沙丁鱼和鲜软奶酪意式烩饭
 
4人份配料： 
柠檬蜜酱配料：
5个柠檬
1升饮用水
300克糖
马鞭草
烩饭配料：
60克手工制作的Stracchino
牛奶酪粉
60克粒状黄油
5克白醋
280克卡纳罗利（Carnaroli）大米
4条用Groppello葡萄醋腌制，
并在橄榄灰中排出水分的
沙丁鱼

制作: 
在柠檬上钻孔并在沸水中烹煮，
每煮一次捞出冷却，共循环三次。
制作好糖浆后，在沸水中加入白糖，
将柠檬、糖浆和马鞭草装在 一个真空袋
内，90℃烹煮4小时。烹煮结束后，等待
其自然冷却，而后将其分成四份长条，
去除果肉和白色的薄膜，而后切成很小
的方块。 
烘烤米饭：撒上白葡萄酒并加入无盐水，
烘烤约5分钟且期间不要搅拌。此时，
继续正常的烩饭制作过程，加入盐后进
行烹煮。加入3勺足量的Stracchino奶酪
粉，少许黄油，一勺Grana Padano奶酪
粉和少量的柠檬。
倒入适量的白醋，调整酸度。
将整条沙丁鱼放在每一份烩饭上。

照片

上图_里卡多·卡
马尼尼在自己的
餐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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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果实
 北方的热度

在位于伦巴第大区内的湖泊区域中, 柑橘类
水果在壮观的加尔达柠檬温室内茁壮成长，
盛产的芳香而细腻的橄榄油提取自橄榄

如此巨大的加尔达湖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气候，就像一颗行星旁
边的卫星：它的方位和形态、水深和温度、水下水流和空气流
动影响着周围地区的气候条件。
因此，湖畔边的景观以柏树、夹竹桃和龙舌兰为主。
引人入胜的橄榄林内主要是本土品种Casaliva，但也包括
Leccino和Frantoio等品种。
通过压榨这些珍贵果实中获得的DOP认证加尔达橄榄油，
其低产量被高品质弥补。
葡萄园的墙壁和侧墙系统高达十米，采用公元十七世纪开发
的技术建造而成。柠檬温室位于加尔达湖布雷西亚一侧，保
护着多汁的柑橘类水果。培育这些果实的农场生产利口酒和
蒸馏烈酒，例如萨洛（Salò）雪松酒、加尔尼亚诺的柠檬酒
(Limoncello）以及加尔达湖畔柠檬镇的苦橙酒（Spirito)。
葡萄藤的“节奏”是曼托瓦冰碛山丘和湖畔山岭的标记；
各类葡萄酿造出DOC认证 (例如本土的加尔达葡萄酒，布雷西
亚Riviera del Garda葡萄酒和San Martino alla Battaglia) 和
IGT认证的葡萄酒 (例如Alto Mincio和Benaco Bresciano)。 
许多小农场恢复种植古老的栽培品种, 专业从事浆果和果树的
培植。 最后要提到的是波佐伦戈的著名产物：藏红花。番红
花拥有小巧而精致的花朵，在10月下旬因温热阳光照射而开放
之前，必须于清晨采摘。必须用手轻轻地去除花蕊，在炭火余
烬的热量下中烘烤。

— 

照片  加尔达湖畔柠檬镇的柠檬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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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亚省波河南区
 探索主题

精致的风景、清新的空气、葡萄园散步的土地、山丘中的
宝贵角落、美味佳肴和琼浆玉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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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亚省波河南区 (Oltrepò 
pavese) 远离城市且拥有宁静的气
氛, 此地酿造的36种DOC认证葡萄
酒可以搭配意大利历史历史根源最为
悠久的传统美食

宁静即滋养。从米兰向南出发，旅行者们穿过波
河，进入一片波浪起伏但枝繁叶茂的地域。这里夏
季凉爽, 冬季温和, 曾经是一片主要的农业和乡村
生活地域, 近年来，这里成为逃离城市的知识分子
和艺术家们的一处绝佳的地域，他们选择这里来培
养和释放自己的创造力。美丽的村庄，诸如瓦尔齐 
(Varzi) 或中世纪的村庄福尔图纳戈 (Fortunago）
已入选意大利最美小镇名录, 值得您一一探访；
喜欢放松的人士，将会爱上在萨利切温
泉镇 (Salice Terme) 的众多水疗中心
内推出的健康项目。

平缓的山丘, 壮观的城堡。帕维亚波河南区是一片
覆盖着葡萄园的平缓山丘地域, “点缀”在这里多座
中世纪的城堡如今成为了迷人的住宅，散发着古老
而迷人的魅力。一片安详的土地, 供灵魂和肉体享
受的美食。这个区域成功的秘诀, 被明显地标注在
了接待宾客的一座真正实现自由放养农场的客人牌
匾上: “Hic manebo optime” (简而言之, “这里非常
好”)，阐述的一种与之相关的优雅状态景观, 清新
的空气和平原的景色, 还有美味佳肴和琼浆玉液。

DOC认证地域。事实上, 本地共出产36种DOC认
证葡萄酒（主要源自Croatina品种)，红葡萄酒采
用巴尔贝拉葡萄，雷司令和莫斯卡托葡萄专用于酿
造白葡萄酒。除此之外，波河南区亦采用黑比诺、
灰比诺、白比诺和霞多丽葡萄酿造优质的DOCG认
证“Oltrepò Spumante Metodo Classico DOCG”
起泡酒。在这些山丘, 葡萄藤“找到”了理想的环
境。事实上, 这里出产的黑比诺葡萄占到意大利
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天才成果的乐趣。传统美食钟意肉类食材：最著
名的典型美食之一是诞生于2000年前，现已获得
DOP认证的瓦尔兹香肠 (Salame di Varzi)，彼时
的伦巴第人用这种美食解决了穿行在气候恶劣，
资源稀少大陆时的饮食问题。与其他的香肠相比，
这一美味的独特性体现在另一个方面：瓦尔兹香肠
采用猪的所有部分生产而成，甚至是那些在其他地
方被制成火腿或以新鲜的方式食用的“贵族”部分。

照片

右图_ 帕维亚科佩尔托廊桥, 城市地标

前页_ 蒙塔尔托葡萄园, 帕维亚

帕维亚省波河南区 Oltrepò pavese

67



下午4点 
奶酪和酒庄

返回并前往大区边界小城布洛尼，在位于鲁伊诺的
Boscasso农场短暂停留, 探索制作羊奶酪的奥秘。 
您亦可以选择前往众多沿着丘陵分布的古老酒庄
的 一座，或是“徜徉”在无尽的葡萄园中。晚餐之
前，您需要在斯特拉代拉短暂停留，前往“Panificio 
Fratelli Civardi”面包坊购买发酵48小时才制成的米
乔内 (Miccione) 面包。 

晚上8点 
在提挈诺河畔享用晚餐

我们向您推荐的最后一件奢侈品: 前往位于提契诺
河畔的一座帕维亚古镇，在镇上的一家旅馆内享用
晚餐。沿着河堤，你们将穿梭在风格简单的乡村建
筑之间，而后前往镶木天花板的Antica Osteria del 
Previ小酒馆，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如果您想知道
悬挂在墙上的各种锅的用法, 他们会告诉你在这座“
南部小镇”上，这些锅主要用来烹煮河虾。 

波河以南的乡村      
 品尝日

早上7点30分 
一串甜甜圈

您可以在一座城堡庄园“Villa 
Castello di Torrazzetta” 
(中世纪晚期的一处宗教团体驻
地）内度过一晚，在清晨精神焕
发的醒来。 离开这处隐居所，
开始您的旅程: 第一站位于Borgo 
Priolo, 您可以在这里买一串
Brassadè（亦名“le ciambelle di 
Staghiglione”) 甜甜圈。 

上午9点 
漫游斯托法拉山谷

山谷是一条“肉食大道”, 您可以
在位于Ponte Nizza的Salumificio 
Artigianale Thogan- Porri肉食
店购买特产。 此处不仅销售瓦尔
兹香肠，还提供Coppa Oltrepo
香肠、陈化腌肉Valle Staffora
和猪腰肉香肠、沿着谷底前
行, 此处的果园 (苹果、梨和桃
子) 是居民们的骄傲。

下午12点30分 
在布斯克内的“Buscone三姐妹
餐厅”内享用午餐

沿着山谷上行，抵达Bosmenso 
Superiore, 在Buscone餐厅享用
午餐。 根据季节的不同, 您可以
品尝到的美食包括百草蛋糕、腌
肉配烤饼、蘑菇和南瓜花烩饭、
焖肉饺子。用餐完毕后, 点一份口
感让人欲罢不能的杏仁蛋糕。

14

照片

左1_ 瓦尔兹香肠

右1_ 陈化的腌肉

右2_ 帕维亚省波河南区的酒庄

右1_ Antica Osteria del Previ
小酒馆，帕维亚

第85页的地址

在果园和葡萄园之间的漫步，品尝一连串的Brasadè
甜甜圈，一份杏仁蛋糕和一块搭配著名瓦尔兹香肠使
用的米克内 (Miccone)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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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亚波河南区的“Malfatti”传
统面疙瘩 
主厨罗伯托.斯柯维纳的食谱
 
4人份配料：  
700克蔬菜
200克面包屑
80克DOP认证Grana Padano奶酪粉
2个鸡蛋
50克面粉
4瓣大蒜
特级初榨橄榄油
盐和肉豆蔻

制作 
清洗并去除蔬菜的硬络, 将叶片切碎。
在平底锅中加入一勺橄榄油和两瓣蒜并加
热至金黄色, 而后加入蔬菜并翻炒，
直至金黄色消失。在碗中搅拌蔬菜、鸡
蛋、奶酪粉、面包屑和肉豆蔻，最后加入
面粉：混合后的面团应保持较高的硬度。 
在砧板上制作形状不规则的面疙瘩 
(确切地说是“Malfatti”, 即手法很差)，
尺寸大约和 小汤匙相当。在加盐的沸水中
翻煮2至3分钟, 当面疙瘩浮于水面时即代
表烹煮完成。将黄油、两瓣蒜和少许鼠尾
草放入平底锅中煎数分钟，而后加入先前
混合好的面疙瘩并 轻轻搅拌。
炒熟后，撒上奶酪粉和黑胡椒粉。
DOC认证的Bonarda Oltrepò Pavese葡
萄酒 是理想的佐餐之选。

帕维亚波河南区美食和美酒传统的优势是什么？
毫无疑问，波河南区美食的优势体现在我们的肉
食冷盘中。事实上，在波河南区, 制造用于生吃或
煮食的高品质香肠是一项传奇, 旨在满足许多人的
口味。在山岭的古窖内完成的陈化流程, 为香肠
赋予了口感的差异。

您最喜欢做的传统菜肴？
我最喜欢烹饪的菜肴, 是填满肉的面食, 以及搭配蔬
菜的焖肉、煮肉和烤肉以及配菜。

您和当地的手工制作者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与本土的生产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敢
说，我们每天几乎完全依赖他们的食物和葡萄酒。

参观帕维亚省波河南区的人们不容错过的
当地特色菜是什么？
波河南区的美食特色各有不同, 从葡萄酒开始, 再加

上腌肉、肉食、水果和非常著名的蔬菜，以及必不
可少的甜点。仍然不容错过的，是我们搭配煮香肠
食用的优质玉米粥。玉米粥采用本地小城镇上多家
磨坊的石磨制成的玉米粉烹煮而成。

在巴尔比亚内洛的波河南区（Basso 
Oltrepò)，河堤和第一座丘陵之间有一处区域
内最令人愉快的停留点。
没错，这里就是一家提供典型的美食，
名为“Ristorante Da Roberto”的餐厅

家庭的传统
 编辑推荐

照片

上图_ 帕维亚波河
南区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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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集市
 6座令人垂涎的集市

得益于售卖的特产，集市完美“邂逅”了地
域文化。伦巴第大区的美食节、展览会和
集市 

众多的美食活动旨在推广和销售伦巴第大区最著名的产品。
参与活动是享受传统, 了解其生产区域的最真实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不错选择。
地窖美食节-Sagra dei crotti di Chiavenna: 庆祝特利纳山谷
区域的“本土地窖文化”。
这些小型的地窖多坐落于古代山体滑坡后形成的自然洞穴形
态中。 在巨石之间流动的空气保持着恒定的温度, 
非常适合储存葡萄酒。
舞台味道-Sapori in Scena: 在历史宫 (Palazzo Storico) 
内度过一个享受布里安扎和拉里亚美食传统的周末, 
参与面向公众展示和销售的Mariano Comense博览会, 
体验引导品尝并参观烹饪秀。
帕维亚葡萄酒节-Pavia Wine Festival: 一场在布罗尼举办的
庆祝地域荣耀, 将葡萄酒和葡萄栽培作为生活格调和可持续性 
消费的盛大集体活动。摄影比赛、街头派对、古董市场、街
头艺术家表演是节日特殊时刻的保障。
牛轧糖节-Festa del Torrone: 克雷莫纳将装扮成意大利的甜
品之都。各位“吃货”切不可错过这次持续一周, 包括表演和历
史追溯的活动, 以及参观克雷莫纳这座位于伦巴第大区 南部
的城市美景的机会。
葡萄酒展览会-Fiera del Vino di Polpenazze sul Garda:
在加尔达湖畔波尔沛纳扎小镇的中世纪市中心区域, 通过传
统、文化及 最重要的特产为这片幸运之地展开庆祝活动。
从橄榄到橄榄油-Dall’olivo…all’Olio: 活动诞生于伊赛奥
湖畔的马洛内 (Marone) 小城, 旨在推广数个世纪的橄榄
传统, 活动在自2000年以来在这座被公认为“橄榄油之城”
的市中心处举办 。

— 

照片 菊苣、生菜和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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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及周边山谷
 探索主题

保存完好的山谷散发着巨大的魅力, 在诞生了意大利第一家农
业机构的城市中欣赏古老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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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葡萄栽培, 奶酪制造者的
热情: 山谷内的居民们热爱高山并为
饲养的动物提供了最佳的环境, 
旨在制成山区牧场的美味奶酪

葡萄的命运。在贝加莫管辖地域内，公元1266
年颁布的一条法令规定所有拥有三块土地以上的
人都要栽种葡萄: 这就贝加莫拥有古老葡萄酒传
统的原因。从贝加莫的管辖地域前往其独特而美
丽的首府城市: 在位于山顶上的古老的城区中心
散步, 欣赏周围环绕着古城墙, 沿着城墙的外围
一直行走, 抵达圣维吉利奥城堡 (Castello San 
Vigilio) 将为您留下难忘的体验。

山中珍宝。在阿尔卑斯山余脉的丘陵地带遍布着
菊苣菜园; 除此之外, 山区牧场内的整个夏天都

在饲养奶牛: 它们呼吸着山间清新的空气，
在草地上自由地“品尝”绿草和芳香的花朵。
牛奶和奶酪在这里散发着清香。高山区域生产九
种已获得DOP认证的奶酪, 而于布雷巴纳山谷北
部出产的Formai de Mut (贝加莫人方言中的“高
山牧场”) 是最受欢迎的一种。
一张标记清晰的密集网络穿过这些山脉, 最后抵
达阿尔卑斯山脉奥罗比段的山峰: 夏季和冬季的
壮丽景色, 非常适合开展运动和放松活动。
贝加莫美食。营养丰富而美味，配料简
单且极为注重原料。
卡松内里馄饨（Casoncelli或casonsèi) 是一种主

食, 里面装填着碎牛肉和猪肉, 加上用鼠尾草和培
根调味的融化黄油。而后是美味的萨拉米香肠，
例如贝加莫香肠、腊肠和煮腊肠。

意大利最年轻的DOCG认证葡萄酒。
分为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两个版本的DOC认证
Valcalepio葡萄酒及仅在Scanzorosciate的山岭
中出产的红色甜酒-斯坎佐高泡酒（Moscato di 
Scanzo) 是两种不容错过的葡萄酒, 后者亦是意
大利最“年轻”的DOCG 认证葡萄酒！“年轻”一词

体现在 晚四十天收获并晒干，且在 酒瓶中至少
陈化两年的酿酒葡萄。

照片

右图_卡松内里馄饨 

前页_ 斯坎佐高泡酒, Scanzorosciate (贝加莫)

Bergamo 
贝加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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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点 
乳制品艺术

La Baita dei Saperi e dei Sapori Brembani a 位
于Zogno的“La Baita dei Saperi e dei Sapori 
Brembani”，散发着牧草香味的奶酪坊是一处绝不
可错过的地点，这里销售的美味包括奥罗比耶奶
酪、山羊蓝奶酪、黄油、布丁和奶油布丁。
您当然也可以在这里享用晚餐: 品尝来自高山棕牛
“慷慨馈赠”的牛肉。烹饪使用的鲜花、水果和蔬菜
均来自山地花园。与Baita奶酪坊一见钟情。

晚上9点 
在贝加莫下城享用晚餐

穿过博尔格回到贝加莫后，毗邻卡拉拉艺术学院和
GAMeC的“Lio Pellegrini”餐厅即浮现在您的眼前。
餐厅环境非常精致，花园仿如一颗小宝石。
在此驻留您定会感到开心。

高山牧场的香气   
 品尝日 

上午9点 
Caffè Pasticceria Cavour 
1880咖啡烘焙坊

在上城中心的在这家咖啡烘培坊
的窗前, 我们再次为回到孩提时
代: 享受陈列在橱窗内的牛角包和
维也纳甜面包的豪华早餐之后, 满
意地离开烘焙坊, 准备好穿过市中
心的街道, 寻找不时出现, 指引着
漫游方向的山谷风景。 

中午12点 
在小吃店“Taverna del 
Colleoni”享用午餐

紧靠维奇亚广场（Piazza 
Vecchia)，位于这座城市中历史
最为悠久的建筑，一座由布拉蒙
特修复的中世纪宫殿内开设有一
家小吃店“Taverna del Colleoni”
(诞生于1610年)，法国著名建筑
师勒柯布西耶为这间小吃店赋予
了“魔力”。切勿错过一道家庭私
房菜: 酥皮糕点汤。

下午3点 
前往布雷巴纳山谷

游览方向指向San Pellegrino 
Terme: 途中您可以在Almenno 
San Salvatore的Lurani 
Cernuschi酒庄停留, 参观葡萄园
和一座十六世纪的修道院, 品尝
Armisa、DOC认证的Valcalepio
白葡萄酒, 它们将为您讲述葡萄酒
的酿造奥秘以及修道院的房间如
何成为 葡萄酒实验室的过程。

14

照片

左1_ 烘焙咖啡坊Pasticceria 
Cavour，贝加莫 

左2_ 奶酪坊“La Baita 
dei Saperi e dei Sapori 
Brembani”，Zogno（贝加莫） 

右2_ 山羊蓝奶酪 

右1_ 贝加莫索道 

第85页的地址

在贝加莫，您可以像个孩子一样进入糕点店，在中世纪的宫殿享用
美味的汤，在公元十六世纪的修道院内品尝一份Armis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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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传统的卡松内里馄饨
 
配方 
面团 
400克面粉 
100克硬粒小麦
2个鸡蛋
馅料
125克面包屑
1个鸡蛋，70克帕尔玛干酪粉
150克萨拉米香肠肉末
100克烤牛肉
5克切碎的杏仁饼
10克苏丹娜葡萄
一瓣切碎的大蒜
一汤匙切碎的欧芹
盐、胡椒
调味料
80克黄油
100克切条的培根
100克Grana Padano奶酪粉
少许鼠尾草叶。

制作 
 将面粉和小麦粒、鸡蛋、少许盐混合均
匀，加入适量的水，直至食材混合均匀，
而后静置至少半小时。
同时准备馅料：将一块 黄油（约25克）
和切碎的香肠煎成褐色, 加入烤肉、大
蒜、欧芹并使之充分入味。
将所有食材倒入碗中, 加入奶酪粉、面包
屑、鸡蛋、切碎的杏仁饼和葡萄干，胡椒
粉 和一小撮盐。
充分搅拌面团。若面团很干, 请加入少许
肉汤或水。擀开面团, 切成6-8厘米的长
块，在中心位置放入一勺馅料。 
在足量且加盐的水中烹煮馄饨。 
煮熟沥干后，加入鼠尾草、培根、Grana 
Padano奶酪和融化的黄油。

你们如何描述您与本地的关系？
我们喜欢用“伦巴第传统和创意灵感”这个词, 
来表达一种不断发展的传统。
我们使用了传统“DNA”中的众多产品，因为我们了
解并食用它们, 而且它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以奶酪为例：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拥有欧洲数量最
多的DOP认证奶酪。从诸如玉米粥和最具代表性的
塔雷桥奶酪在内的传统穷人菜肴出发, 我们打造出了
贝加莫的典型面食, 馅料使用塔雷桥奶酪且搭配玉米
粥食用的“卡松内里馄饨”。

本地域内最受欢迎的产品是什么？
含有一滴Valcalepio红葡萄酒和少许蒜的优质贝加
莫香肠; 诸如覆盆子、黑莓和蓝莓等山上种植的浆
果；生来就是绿色，但这里因黑暗的储藏环境而变

淡，同时具有清脆和苦涩口感的菊苣；伊赛奥湖特
级初榨橄榄油的小市场。

您为自己的家采购时, 喜欢去哪一家商店？
本土仍然有着培育菜园的传统，因此经常为自己
的家采购，意味着简单地将附近的豆类和蔬菜从一
个窗口转移至另一个窗口。在众多的商店中, 最突
出的两家是：“Ol formager”-本地百科全书式的
奶酪坊和意大利最好的水产品商店之一-“Orobica 
Pesca di Giovanni Cacciolo”。

除了你们的非凡餐厅之外, 参观本地域时我们还可
以享受到哪些其他的美味？
这个地区有着非凡的甜点传统, 例如“Donizetti”-一
种由贝加莫甜点大师发明, 加入了杏子和菠萝蜜饯

的糕点；或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母亲，我们使用都灵
巧克力糖和橘子皮制作的的“Gioconda” (与“蒙娜
丽莎”同义, 译者注)。

照片

上图_ 维托里奥·
切雷阿在自己的
餐厅里

贝加莫的“美丽大海”
 编辑推荐

 
Da Vittorio以其出色的鱼类美食而闻名, 
是意大利八家米其林三星级餐厅之一。
于1966年，由维托里奥·切雷阿和妻子布鲁纳设立的这
家餐厅正式开门营业, 他的儿子恩里克和罗伯托在后厨工
作，另一子弗朗切斯克负责前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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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纳山谷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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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GOLOSITALIA�
蒙蒂基亚里（布雷西亚）

三月
IDENTITÀ�GOLOSE�
米兰

艺术“规范”的美食 
米兰

LIVE�WINE�
Milano

舞台风味  
马里亚诺.科门塞（科莫）

五月
BRESCIA�CON�GUSTO�
布雷西亚

CANTINE�APERTE�
inLombardia

DE’�CASONCELLO�
贝加莫

FESTA�DEL�RISO�
米兰

FIERA�DEL�TALEGGIO�
贝加莫

MILANO�FOOD�CITY�
米兰�

SAGRA�DELL’ASPARAGO��
Mezzago（蒙扎和布里安扎）

上图_�在多摩教堂大广场品味开胃酒

TASTE�OF�MILANO�
米兰

六月
BEERGHEM��
圣佩莱格里诺（贝加莫）

COLICO�IN�CANTINA��
科利科（莱科）

GRAN�FESTA�DEL�TORTELLO��
Castel Goffredo（曼托瓦）

七月
SAGRA�DEL�MISULTIN���
德尔维奥（莱科）

八月
ARDESIO�DIVINO���
阿尔德西奥（贝加莫）

CALICI�DI�STELLE���
inLombardia

LA�TORTELLATA�CREMASCA���
克雷马（克雷莫纳）

九月
CANTINE APERTE IN VENDEMMIA�
inLombardia

ERBUSCO�IN�TAVOLA  
埃尔布斯科（布雷西亚）

EROICO�ROSSO�SFORZATO�
WINE�FESTIVAL�
蒂拉诺（桑得里奥）

FESTA�DEL�MOSCATO���
斯坎佐（贝加莫）

FESTIVAL�DELLA�ZUCCA��
卡萨尔马焦雷（克雷莫纳）

FESTIVAL�FRANCIACORTA
IN�CANTINA
法哥第（布雷西亚）

IL�PIZZOCCHERO�D’ORO��
特里奥（桑得里奥）

OLTREGUSTO��
Cassino Po'（帕维亚）

LA�SAGRA�DEI�CROTTI��
特利纳山谷

FORME�DEL�GUSTO��
洛迪

SAGRA�NAZIONALE�
DEL�GORGONZOLA���
戈贡佐拉（米兰）

十月
AUTUNNO�PAVESE��
帕维亚 

DI�DELLA�BRISAOLA��
特利纳山谷

MORBEGNO�IN�CANTINA�
Morbegno（松德里奥）

MOSTRA�DEL�BITTO��
Morbegno（松德里奥）

SAGRA�DEL�TARTUFO��
蒂涅莱（布雷西亚）

SAGRA�DELLE�RADICI��
松奇诺（克雷莫纳）

WEEKEND�DEL�GUSTO��
特里奥（桑得里奥）

十一月
FESTA�DEL�TORRONE��
克雷莫纳

GOLOSARIA��
米兰

十二月
GOURMARTE��
贝加莫

in-lombardia.it
分享#saporeinLombardia活动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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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Milano
Pasticceria�Gattullo面包坊 
Piazzale di Porta Lodovica 2, 
Milano 
电话: 02 58310497

Un�posto�a�Milano餐厅 
Via Cuccagna 2, Milano 
电话: 02 5457785

Salumaio�Stefano�Panigada熟
食店� 
Via Vittoria 9,                        
圣科隆巴诺阿兰布罗（米兰） 
电话: 0371 89103

Poderi�San�Pietro酿酒坊 
Via O. Steffenini 2/6,              
圣科隆巴诺阿兰布罗（米兰） 
电话: 0371 208084

Trattoria�la�Madonnina餐厅 
Via Gentilino 6, Milano 
电话: 02 89409089

Cracco餐厅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 
电话: 02 876774

Enrico�Bartolini�Mudec餐厅�
Via Tortona大街56号，米兰 
电话: 02 84293701

InGalera餐厅
Via Cristina Belgioioso大街120
号，米兰 
电话: 334 3081189

特利纳山谷�Valtellina
Nino�Negri酒庄 
Via Ghibellini, 3,                     
基乌罗（桑得里奥） 
电话: 0342 485211 

Crotasc酒庄  
Via Don Primo Lucchinetti 63,  
梅塞（桑得里奥） 
电话: 0343 41003

比托奶酪中心 
Via Nazionale 31,              
Gerola Alta（桑得里奥） 
电话: 0342 690081

Fratelli�Ciapponi杂货店  
Piazza 3 Novembre 23,           
摩尔贝涅（桑得里奥） 
电话: 0342 610223

蒂拉诺酒庄 
Via XX Settembre 25,              
蒂拉诺(桑得里奥) 
电话: 0342 702116

La�Fiorida农业旅游公司�
Via Lungo Adda大街12号，
蒙特罗(SO) 
电话: 0342 680846

克雷莫纳和曼托瓦�
Cremona�e�Mantova
Lanfranchi面包坊 
Via Solferino 30, 克雷莫纳 
电话: 0372 28743

Rivoltini�Alimentare�Dolciaria 
Via delle Industrie 22,     
Vescovato（克雷莫纳）  
电话: 0372 830568

Cento�Rampini 
Piazza Erbe 11, 曼托瓦 
电话: 0376 366349

Ricchi农场 
Strada Festoni 13/d,               
蒙扎巴诺 
电话: 0376 800238

天鹅餐厅 
Piazza Carlo D’Arco 1, 曼托瓦 
电话: 0376 327101

Dal�Pescatore�Santini餐厅�
Località Runate 15，奥利奥河畔
卡内托(MN) 
电话:  0376 723001

科莫和瓦雷泽湖
Laghi�di�Como�e�Varese
Buosi甜品店  
Via Baracca 18, 委内格诺
(瓦雷泽) 
电话: 0331 857492               
Piazza C. Beccaria 6, 瓦雷泽
电话: 0332 241227

Hosteria�da�Bruno  
Via Piave 43/a, (瓦雷泽) 
电话: 0332 454093

Pasticceria�Zamberletti面包坊  
via Manzoni 4, 瓦雷泽  
电话: 0332 288330               
Corso Matteotti 20, 瓦雷泽       
电话: 0332 232421

Osteria�del�Gallo小酒馆 
Via Vitani 16, 科莫 
电话: 031 270279

Il�Portico餐厅�
Via A. Volta大街1号，阿皮亚诺.真
蒂莱 (CO) 
电话: 031 931982

法哥第�Franciacorta
Pasticceria�Veneto糕点坊  
Via Salvo D’ Acquisto 8,          
布雷西亚 
电话: 030 392586 

分享#saporeinLombardia
 信息

Norcineria�Polastri�Maceler餐厅                            
Via Quattro Vie                        
(ang. via Rinascimento),              
Torbiato di Adro (布雷西亚）                   
电话: 030 7357154 

Osteria�della�Villetta餐厅��                      
Via G. Marconi, 104, Palazzolo 
sull’Oglio (布雷西亚）               
电话: 030 7401899
 
Bosio农场�                           
Via Mario Gatti, 4, Timoline 
di Corte Franca（布雷西亚）        
电话: 030 9826224

Trattoria�Campagnola小吃店 
Via Val Daone 25, 布雷西亚 
电话: 030 300678

Ristorante�La�Sosta� 
Via S. Martino della Battaglia 20, 
布雷西亚 
电话: 030 295603

加尔达湖�Lago�di�Garda
Caseificio�Sociale�Alpe�del�
Garda商店 
Via Provinciale 1, 特莱摩西内 
(布雷西亚) 
电话: 0365 953050

Osteria�dell’antico�Brollo餐厅 
Via Carere 10, 加尔多
内.里维埃拉 (布雷西亚)                              
电话: 0365 21421

Trattoria�Antica�Contrada餐厅� 
Via Colombare 23,                  
锡尔苗内 (布雷西亚) 
电话: 030 9904369

Lido�84餐厅�
Corso Zanardelli大道196号，加尔
多内里维耶拉 (BS) 
电话: 0365 20019

帕维亚省波河南区
Oltrepò�pavese
Thogan-Porri香肠坊 
Località Casa Cucchi, 
Cecima (帕维亚) 
电话: 0383 59335

Al�Buscone餐厅� 
Frazione Bosmenso Superiore 41, 
瓦尔兹 (帕维亚） 
电话: 0383 52224

Boscasso农场 
Località Boscasso,                 
鲁伊诺 (帕维亚) 
电话: 0385 955906

Pasticceria�F.lli�Civardi糕点坊                                      
Via Di Vittorio 5,                    
斯特拉代拉 (帕维亚） 
电话: 0385 49 950

Antica�Osteria�del�Previ小酒馆  
Via Milazzo 65, 帕维亚 
电话: 0382 26203

Da�Roberto餐厅
Via Barbiano大街21, 
巴尔比亚内洛 (PV)
电话: 0385 57396

贝加莫及周边山谷�
Bergamo�e�le�valli
Caffè�Pasticceria�Cavour�1880
咖啡烘焙坊 
Via Gombito 7, 贝加莫 
电话: 035 243418

Taverna�del�Colleoni�
e�dell’Angelo小吃店 
Piazza Vecchia 7, 贝加莫 
电话: 035 232596

Lurani�Cernuschi农场 
via Convento 3, Almenno San 
Salvatore (贝加莫) 
电话: 035 642576

Branzi奶酪坊 
Via Grotte delle meraviglie 
14A, Zogno (贝加莫) 
电话: 0345 92061
 
Lio�Pellegrini 
Via San Tomaso 47, 贝加莫 
电话: 035 247813

Da�Vittorio餐厅
Via Cantalupa大街17号, 
布鲁萨波尔图 (BG)
电话: 035 681024

风味#inLombardia
旅游推广手册
旅游项目推广手册 by Explora S.C.p.A
2019年最新版

翻译机构: Promoest S.r.l
老印刷厂的印刷品

照片来源

Lea Anouchinsky为#inLombardia拍摄（保留所有权利)。
斯坎佐高泡酒 - Claudia Tavani：Gavirate
- FlavioZulle；克雷莫纳牛轧糖，酒庄之旅，布雷西亚旧主教
教堂，品味和酒庄，俯瞰锡尔苗内，锡尔苗内维罗纳古堡，加
尔达湖畔的橄榄，维奇奥廊桥和帕维亚主教教堂，贝加莫索道
– Fotolia; Ristorante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2，特利纳山谷梯田，阿扎特小桥，加尔达湖
的柠檬-Istockphoto；Montisola，卢加诺葡萄藤 - Lino 
Olmo Studio；Cantina Vinicola Pietrasanta，La Zucca 
Mantovana，克雷莫纳主教广场和托拉佐钟楼，芥末甜酱汁和
煮香肠，拉里奥(科莫)，法哥第区域葡萄园，蒙塔尔托葡萄园
(帕维亚) – Marco Santini；明乔河畔自行车道 – 
Mariollorca

本文内公司或人员的选定标准：
餐厅：从列入《米其林指南》或《Gambero Rosso指南》的
餐厅中挑选厨师：八位伦巴第地区的星级厨师代表酒庄和制
造商：Movimento Turismo del Vino协会的成员，并在www.
negozistoricilombardia.it上注册地域和城市：根据经验、产
品和背景的独特性而选择。
请浏览官网, 了解更多文章和内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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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

寻访明星厨师、当地产
品、酒庄、餐馆、经典
食谱和葡萄酒大道，探
寻伦巴第风味。探索风
味#inLombar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