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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图_ 巴尔⽐亚内洛庄园, 特莱美兹纳 (科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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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皇家住宅、别墅和花园:
通过这些隐藏在童话般魅⼒中的迷⼈
景点、宏伟的宫殿和植物奇观环绕的
贵族度假豪宅, 探索⽆与伦⽐的伦巴第
⼤区。寻找⼤作家、跟随达芬奇的脚
步、前往酒庄、露台和景观、与孩⼦
们共同散步和“打板⼉, 开拍”!：
六条主题路线均展现着伦巴第⼤区同
的⾯貌。超过160个值得参观的景点。
在#inLombardia中获得⽆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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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I探索主题

防御城墙, 坚不可摧的堡垒, 俯瞰湖泊或仰望城市上空的壮丽全
景露台; 隐藏在童话般魅⼒, 享受美好⽣活格调以及艺术和⽂化
的迷⼈景点

4 维尔梅城堡, 扎瓦塔雷洛 (帕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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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帕加的城堡⼴场, 卡韦尔纳⼽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840003 开放时间: 3月-11月, 时间不定; 仅限随导游或付费导游机参观; 
info@castellomalpaga.it
castellomalpaga.it

圣维吉利奥山丘, 贝加莫Via al Castello⼤街 
电话: +39 035 399788 - +39 035 399717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 
info@visitbergamo.net 
visitbergamo.netcomune.bg.it

从外部来看, 这是⼀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内
部则见证了宫廷从艺术到⽂化的美好⽣活。
我们位于赛⽴奥河公元内的⼀座⼩城-卡韦尔
纳⼽。马尔帕加城堡即矗⽴于此: 公元1456
年, 威尼斯共和国军队总司令, 贝加莫籍指挥
官巴托洛梅奥·科雷奥尼将其买下, 作为⾃⼰
的私⼈住宅。
为了在⼀个⽕药味蔓延的时代让⾃⼰的住宅
更安全, 巴尔托洛梅奥被迫⼤范围修改城堡的
防御系统, 使其能够满⾜新的战争要求。
与此同时, 他也对室内设计进⾏了⼲预, 宏伟
的壁画⼤厅是这⾥曾发⽣过⾮常活跃的宫廷

⽣活, 以及存在⼀位⾮常注重艺术和⽂化的主
⼈的最佳印证。这座在今天仍然被耕地包围
的城堡是“Permalpaga”项⽬的活动中⼼。
这⼀项⽬的⽬标: 实现基于农业创新、
可再⽣能源、古镇修复地域的复兴并提
升其作为⽂化中⼼的作⽤。

马尔帕加城堡
 卡韦尔纳⼽

圣维吉利奥城堡是同名⼩镇最后的防御堡垒: 
如果圣维吉利奥沦陷, 那么贝加莫也将落入敌
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数个世纪以来, 
⼩镇城墙下挖掘出了⼀个在发⽣危险或敌⼈
攻击时使⽤的避难网络 (由隧道、秘密通道和
多条逃⽣道路构成)。
在今天, 堡垒仍然展现着其宏伟的结构, 
传递着⼀种⼒量感。这要得益于其特色的星
形布局、四座塔楼、城垛、⼈⾏通道、⼤炮
和射击孔。地处同名山丘且地理位置高于上
城 (Città Alta) 的这座城堡⽬前由市政厅所
有并已重新⾯向公众开放, ⽽且已经恢复运⾏

的缆车也许是游客前往城堡的最佳方式。 
最后, 得益于洞穴学团体“Le Nottole”, 游客
可以参观将城堡与圣马可要塞 (位于环绕着
居民区的城墙的北部) 连接在⼀起的⼀条秘
密通道。

圣维吉利奥城堡和公园 
 贝加莫

贝加莫卡韦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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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zzale Brigata Legnano, 贝加莫 
电话: +39035247116 开放时间: 周⼀、圣诞节和新年关闭,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info@museodellestorie.bergamo.it 
museodellestorie.bergamo.it

Via del Castello 9, 布雷西亚  (受限)
电话: +39 030 240064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参观城堡免费, 武器博物馆需购票观；
santagiulia@bresciamusei.com 
bresciamusei.com

⽬前作为历史和音乐活动举办地的贝加莫城堡
矗⽴在圣尤费米亚山丘上, 距离上城的特色缆
车仅几步之遥, 由贝加莫历史博物馆负责管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获名“贝加莫的核⼼景
点”。登上通往城堡的阶梯, 您即可欣赏公元十
四世纪原始防御工事的结构。
在公元十九世纪的博物馆内, 游客可以通过、
绘画、纪念品和多媒体技术, 了解城市在意⼤
利复兴时期的转变及包括180名追随加⾥波第
英雄事业的贝加莫⼈在内的主角故事。
离开博物馆, 游客可以前往⼀座壮观的塔楼, 
360°地欣赏令⼈惊叹的贝加莫城、奥罗⽐亚阿

尔卑斯山麓以及⼀直延伸至米兰的贝加莫平原
的全景。千万不要错过前往位于城堡内烈士纪
念公园 (Parco delle Rimembranze) 的轻松漫
步旅程: ⼀条沉浸在绿色植物中的⼩径将带领
您参观这⾥的坦克、⼤炮和为意⼤利军队的各
个机构设⽴的纪念碑。

贝加莫城堡 
 贝加莫

布雷西亚城堡占据了启德内奥山的巅峰处, 
位于城市的⼀片主要“绿肺”内。
城堡是城市轮廓中的⼀个具有强烈特征的建
筑元素, ⽽且由于地处丘陵地带, 从任何方向
都清晰的看到布雷西亚城的全景。
布雷西亚城堡是⼀座气势宏⼤且⾯积可观的
建筑, 数个世纪以来经历的数次维护和改建
工程印记在今天仍然可见。
⾃其落成的中世纪开始, 到拿破仑统治和意
⼤利复兴时期, 城堡⼀直是布雷西亚历史事
件交替中的主角。20世纪初, 市政厅将其买
下并归还给了⼈民。

除了最古老且最珍贵的城市葡萄园之外, 
城堡的内部隐藏着⼀个由狭窄街道和隐藏环
境构成的网络, 这对许多游客来说是⼀个巨
⼤的吸引⼒。此外, 开设于城堡内的博物馆
还包括路易吉.马尔佐利武器博物馆和意⼤利
复兴博物馆。

布雷西亚城堡 
 布雷西亚

布雷西亚
贝加莫



10 11

页面上的传奇74 页面上的传奇74

Via Fosse Castello, 戴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99416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城堡免费参观; 城堡主塔需购票参观; 
cultura@comune.desenzano.brescia.it
comune.desenzano.brescia.it

.Padernello, Via Cavour 1, 博尔⼽圣贾科莫 (布雷西亚)  (受限)
电话: +39 030 9408766, 开放时间: 7月至9月,  时间不定; 门票: 需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info@castellodipadernello.it
castellodipadernello.it

在今天, 规模庞⼤的城堡仍矗⽴在⼈居区中。
在古代, 城堡高墙外的居民在遭到蛮族袭击，
尤其是匈⽛利⼈来袭时, 曾作为避难地使⽤。
源⾃公元九世纪的官方⽂件中⾸次提到, 
当时的城堡内有⼀座真正的⾃治⼩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堡虽然失去了防御功能, 
但是这座⼩镇仍然充满活⼒和脉动。
原始防御结构仅保留了筑有城堞的墙壁和四
座塔楼。在今天, 游客可以沿着巡逻步道漫步, 
参观⼤炮的炮⼜后登上城堡的主塔, 远眺湖泊
和周边区域⽆与伦⽐的景色。
公元十九世纪末期 (城堡在此时被改造为⼀

座军营), 城堡内⼀片区域被划分为军官宿舍
的区域在今天时会议和展览的举办场所。
⽽已在近期修复的城堡高墙的西北部, 
则设置了⼀片专门举办展览、音乐和⽂化活
动的区域。

戴森扎诺城堡
 戴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根据传说, 每年7月20日晚上, 手持着⼀本镀
金书的白衣女⼦的鬼魂会在城堡的⼤厅内徘
徊。这位女⼦名叫“⽐安卡玛莉亚”, 
朱塞佩·马丁内⼽伯爵之女, 1480年7月20日
不幸溺亡在城堡周围的护城河中, ⽽她坠河的
地点吸引了众多的萤⽕虫。
除了传说之外, 帕德内洛城堡事实上隐藏在如
童话般的魅⼒中, 其吊桥仍在运作且受到护城
河的保护。城堡建成于公元十四世纪末, 
在最后⼀位继承⼈去世之前⼀直由马丁内⼽
家族所有, 后续历经几次转手后, 于1961年开
始⽆⼈居住。

城堡被废弃的时间⾃此持续了几十年, 
2006年, 帕德内洛城堡基金会才着手开始⼀
项修复工程后结束。如今, 这座庄园已成为⼀
处举办丰富的⽂化、艺术、美食和美酒活动
的地点, 以及伦巴第⼤区SLOW FOOD主义的
两座“Mercati della Terra” (⼤地特产集市, 
译者注) 集市的其中⼀座。

帕德内洛城堡
 博尔⼽圣贾科莫

博尔⼽圣贾科莫戴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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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zza Castello 34, 锡尔苗内 (布雷西亚)  (受限)
电话: +39 030 916468,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pm-lom.roccascaligera@beniculturali.it
polomuseale.lombardia.beniculturali.it

Via Castello 15，潘迪诺（克雷莫纳）
电话: +39 0373 973350 - +39 339 4523204,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庭院免费参观; 
客房需付费参观; turismo@comune.pandino.cr.it
castellodipandino.it

位于锡尔苗内的维罗纳古堡 (公元十三世纪) 
是⼀座⾮⽐寻常的湖泊区域防御工事, 
也是意⼤利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堡之⼀。
城堡完全被加尔达湖的湖水包围, ⼀侧建有结
构⾮常独特的船坞, 最初⽤于保护维罗纳的
船队。船坞的后方共有三座塔楼, 主塔高度达
47米。有⼀段时间, 从⼩镇和外部都可以进
入城堡, 但今天只留下了⼩镇的⼈居区这个唯
⼀的入口。
穿过吊桥后, 进入城堡宏⼤的门廊, 沿着巡逻
通道前进并参观经典的燕尾式城堞。
走过146级的台阶坡道, 登上于近期完成修复

的木制楼梯即可登上城堡的主塔, 湖泊和锡尔
苗内的秀丽景色尽览⽆余。在城堡的宏⼤门
廊处, 您可以参观⼀块古碑和⼀项简短的展
览, 其上展示有这座堡垒的主要信息。

维罗纳古堡
 锡尔苗内

位于潘迪诺的⼦爵城堡在米兰领主贝尔纳伯·
维斯康蒂的意愿下于公元1335年前后建成。
这位领主想要建造⼀座可以供他狩猎的乡村
住宅, 他本⼈亦在此度过了⼀段最逍遥的时
光。在今天, 这座城堡仍是公元十三世纪⼦爵
要塞建筑的最佳典范之⼀。
近期的⼀项修复工程使⼤部分的装饰重现往
日的辉煌。城堡的布局与同时代的要塞型建
筑基本相同, 即采⽤四边形布局且拐角处筑有
塔楼, 包含⼀座带有尖拱形门廊的庭院, 
且上⾯筑有⼀个凉廊。
城堡的门廊、凉廊和客房内的⼤部分原始装

饰 (几何和花卉图案) 保留了下来, 成为您游
览计划中的理想⽬的地。
如今, 城堡建筑群由市政厅所有, 市⽴图书馆
即位于城堡的马厩中。⼦爵城堡内会举办许
多的⽂化活动, 例如在客房内组织的个⼈绘画
和摄影展。

子爵城堡
 潘迪诺

潘迪诺
锡尔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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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zza prof. Enea Ferrari, 松奇诺 (克雷莫纳)  (受限）
电话: +39 0374 83188,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turismo@comune.soncino.cr.it
soncino.org

.维奇奥⼩镇, Via del Castellano 6, 佩尔雷多 (莱科) 
电话: +39 3488242504 - +39 3334485975, 开放时间: 3月至10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info@castellodivezio.it
castellodivezio.it

松奇诺的斯福尔扎要塞是伦巴第⼤区军事类
建筑中造型最为经典, 保存最为完好的范例之
⼀。城堡建成于公元十世纪, 负责⼀项重要的
防御和控制任务直至《洛迪和平协议》的签
订, 威尼斯共和国根据协议将其转让给了米兰
⼤公国。从这⼀刻开始，由弗朗切斯科·斯福
尔扎对这座庄园内的建筑物进⾏了扩建和改
造, 逐渐丧失了其军事建筑的特征, 转⽽呈现
出高贵住宅的特质 - ⽽这⼀过程在米兰的斯
坦帕家族接手城堡后达到了顶峰。 
今天, 这座城堡展现出其防御建筑群的雄风，
周边依旧被宽阔的护城河环绕, 且每个角落仍

被高耸的塔楼 (其中⼀座为圆柱形) 所捍卫。
城堡的内部仍然保留了⼀些由斯坦帕家族主
导并绘制的壁画的残片。
建筑本身经过了⽆数次维护, 今天⽤于举办各
种各样丰富市民⽂化⽣活的活动。

斯福尔扎要塞 
 松奇诺

在科莫湖的中⼼, 在瓦雷纳⼈居区坐落的岬角
上, 维奇奥城堡即矗⽴于此。
这是⼀座于中世纪晚期建造的军事前哨, ⽤于
保护伦巴第女王泰奥多琳达的湖泊和周边的
村庄。这片曾经保护着瓦雷纳的建筑群被两
条完全包围⼈居区的高墙所包围。在今天, 
残留下来的瞄准塔周边仍由四方形围墙环绕, 
通过吊桥后即可进入参观。这座城堡隐藏在
⼩镇最北端⼀片景色秀丽的橄榄林中, 因湖泊
的气候⽽得以幸存，享受着周边区域极具魅
⼒的气氛。
城堡内保留有多个全景观光点 (例如完全对游

客开放的塔楼的顶部), 游客在此可以欣赏湖
泊和周边区域的迷⼈景色。
⽽位于建筑内部的猎鹰中⼼, 则可以让游客在
合理规划的空间内直接接触这门古老的中世
纪技艺 (已于近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组织⼈
类⾮物质遗产名录)。

维奇奥城堡 
 佩尔莱多

佩尔莱多
松奇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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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zza Bolognini 2, Sant’Angelo Lodigiano (LO)  (con limitazioni)
电话: +39 0371 211140-41, 开放时间: 3月至7月, 9月至11月, 时间不定; 门票: 需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info@castellobolognini.it
castellobolognini.it

Piazza Sordello 40,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35210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二至周日8:15-19:15; 门票: 付费参观;
pal-mn@beniculturali.it
mantovaducale.beniculturali.it

莫兰多·博洛尼尼城堡是伦巴第军事建筑的辉
煌典范。城堡建成于公元十三世纪, 地处兰布
罗河畔, 其建筑特色体现在四边形的平⾯布局
和拐角处建造的多座塔楼。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的那样, 当⼀座军事建筑
失去其战略需要时, 就会被改建为⼀座贵族居
所, 例如公元1383年由维罗纳女王, 即贝尔纳
伯.维斯康蒂的妻⼦指挥修建了主塔, 并在高墙
上开了多扇长方形的窗口。
后来, 这座住宅沿袭了本土统治的交替, 成为
博洛尼尼家族的财产并于1933年将所有权委
托给了莫兰多·博洛尼尼基金会。

⽬前, 这座城堡内共开设了三家不同的博物馆: 
莫兰多.博洛尼尼故居博物馆 (内藏公元十八
至二十世纪之间的绘画和陶器, 展品⾜⾜陈列
在24间展厅内) 、农业史博物馆 (从新石器时
代至今) 和⾯包博物馆。

莫兰多.博洛尼尼城堡
 圣安杰洛·洛迪贾诺

城堡依照弗朗切斯克.贡萨加的军事需求建成
于公元十四世纪, 仅在半个世纪后即进⾏了⼀
次修复, 失去了其军事意义。
在这⾥长居的⼀位贵妇: 伊莎贝拉·埃斯特, 
是意⼤利⽂艺复兴时期最具影响⼒的女性⼈
物之⼀。作为贡萨加皇室的⼀部分, 同时是城
市历史和艺术最具代表性的遗迹之⼀, 如今它
的样貌是⼀座方形建筑, 拐角筑有瞭望楼和反
制塔, 跨越在护城河河⾯上的吊桥共有三条。
⽽城堡的内部是⼀座古代庄园, 蕴藏有最稀
有的珍宝, 例如安德雷·芒特涅花费9年时间 
(1465年至1474年) 绘制的⼤型壁画《新⼈洞

房》（《La camera degli sposi》）。 
我们现在位于东北塔楼, 主楼的房间是⼀间真
正的艺术杰作, 这是因为墙壁上的壁画会给⼈
带来⼀种开放式凉廊的印象, 宽阔的拱门使狭
窄的空间变形。
除此之外, 此处还可以欣赏田园风光的场景。

圣乔治城堡
 曼托瓦

圣安杰洛·洛迪贾诺
曼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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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zza Castello, 米兰 
电话: +39 02 8846370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城堡免费参观; 博物馆需购票参观。
milanocastello.it

Via Carlo Dal Verme 4, 扎瓦塔雷洛 (帕维亚)  (受限）
电话: +39 0383 589132,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 周六和周日需预约;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castello@zavattarello.org
zavattarello.org

菲拉雷特塔楼是多摩教堂⼴场和和平凯旋门
之间的天然连字符, 也是米兰不同历史时期的
⼀个灵魂象征, ⽽斯福尔扎城堡正是这座城市
最好的“会客厅”之⼀, 不仅仅代表着传统和⼈
所共知的勤劳, 也体现着其魅⼒的风格。
通过⼀个巨⼤的步⾏区域即可进入这座城堡, 
门前的巨⼤喷泉在最严酷的冬季时会冻结。
斯福尔扎城堡的宏⼤结构让⼈惊叹, 同时也是
彼时米兰公爵⼒量的代表造型。
除了⼤厅、塔楼、庭院和城垛外, 承包建筑群
内还开设有十八座博物馆, 供您在游览城堡期
间进⾏参观, 其中最出名的包括圣母怜⼦图博

物馆 (米开朗基罗）、轴线⼤厅 (莱昂纳多·
达芬奇) 和埃及博物馆。
城堡背后有⼀片超过47公顷的地域, 米兰市
中⼼的绿肺“森皮奥内公园”即坐落于此, 
公园的最北端分别矗⽴着拿破仑统治时期的
两座宏伟建筑: 和平凯旋门和公民竞技场。

斯福尔扎城堡
 米兰

维尔梅城堡建于公元十世纪, 其名称和历史源
⾃⼀个存在了⾜⾜六个世纪的家族。
宏伟的建筑结构基于四边形布局, 矗⽴在山谷
中, 俯瞰着下方的中世纪⼩镇扎瓦塔雷洛。
这座防御性建筑的墙壁在个别位置的厚度达到
私密, 抵抗了⽆数次的围攻, 已被证明是⼀座
坚不可摧的庄园。
维尔梅城堡的独特之处, 体现在所有的空间均
依靠复杂的内部楼梯系统相连。从天台和塔
顶, 您可以俯瞰波河南部从乡村、山丘和树林, 
到位于视线尽头的波河平原的景色。
除此之外, 城堡还是⼀座⾃然公园的组成部分, 

后者总⾯积约80公顷, 拥有优美的景观。
已经过彻底修复的城堡内部⾯向公众开放, 
亦⽤于举办⽂化活动和演出。
位于顶层的房间内陈列着当代艺术博物馆
(以朱塞佩和缇缇娜·达尔·维尔梅命名, 成⽴于
2003年) 的收藏。

维尔梅城堡
 扎瓦塔雷洛

扎瓦塔雷洛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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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场, 维杰瓦诺 (帕维亚)  (受限）
电话: +39 0381 691636 - +39 329 3194342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 
塔楼和博物馆: 需付费参观; infopointcastello@comune.vigevano.pv.it 
comune.vigevano.pv.it
vigevanoinfopoint.it

Viale XI Febbraio 35, 帕维亚 
电话: +39 0382 399770, 开放时间: 周⼀休息,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museicivici@comune.pv.it
museicivici.pavia.it

维杰瓦诺城堡是⼀座真正的“城中之城”, 
总⾯积超过7万平方米, 由⼤量相互连接的建
筑组成, 因此被认为是欧洲最⼤的防御建筑群
之⼀。城堡耸⽴在壮观公爵⼴场内, 
通过⼴场即可进入城堡的标志性建筑: 
布拉蒙特塔楼。这座特殊结构的塔楼于公元
十七世纪完工, 方形的部分向上收缩, 这⼀结
构后来还启发了斯福尔扎城堡的菲拉雷特塔
楼的建造。参观城堡的最佳方式: 
在建筑物的迷宫中“迷失⾃⼰”, 被这个地方特
有的氛围“拐走”。
位于城堡内的罗梅丽娜国家考古博物馆中, 

收集了众多来⾃⽆数次发掘活动的出土⽂物
和诸多偶然的发现, “绘制”成了⼀幅展现数
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历史和习俗的⾮常详细的
图像。

维杰瓦诺城堡
 维杰瓦诺

帕维亚城堡由佳雷阿佐·维斯康蒂建造于公元
1360年。除了是⼀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之外, 
还是⼀座展现⽂明和精致装饰的庭院, 
例如令⼈惊叹的内部凉廊, 绘满壁画的房间和
高墙上设置的矩形⼤窗口就是其最好的见证。
在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之间, 城堡还是⼀处个
⾮凡的艺术⽣产中⼼。 
城堡最初建造在⼀座曾作为狩猎保护区, 
延伸至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的公园内。
公元1525年, 法国和帝国军队之间的帕维亚战
役在此处开始。
二十世纪初, 城堡由市政当局接管, 从那时起继

续“扮演”着艺术和⽂化的角色, 并成为多座市
民博物馆的所在地, 收藏了⼤量的艺术品。值
得参观的博物馆和展区包括: 伦巴第⼤厅和考
古学博物馆、罗马和⽂艺复兴展区、马拉斯皮
纳画廊和十七及十八世纪画廊、十九世纪美术
馆和意⼤利复兴博物馆 (受益于意⼤利旅游俱
乐部-Touring Club Italiano的“Aperti per Voi”
倡议, 游客可进入参观)。

子爵城堡
 帕维亚

帕维亚维杰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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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S. Antonio 645, 特利纳山谷蒙塔⼩镇 (桑得⾥奥)
电话: +39 0342 380994, 开放时间: 2月至12月中旬,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proprietà@fondoambiente.it
fondoambiente.it

Via Capaseani De Masegra, 桑得⾥奥  (受限)
电话: +39 0342 526553 - +39 0342 216403, 开放时间: 5月至9月, 周六至周日为9:00-12:30和
15:00-18:00; 门票: 免费参观; museo@comune.sondrio.it
castellomasegra.org

格鲁梅洛城堡地处战略要地, 背靠丘陵的⼀⾯
山墙, 俯瞰着整座⼤山谷。由⼀⾯高墙相连的
双⼦结构建筑物是⾮常罕见的建筑范例。
城堡建造于公元十三世纪, 可能是科莫德·皮 
罗家族的资产, 位于吉伯林式的防御工事内, 
于公元十六世纪的州政府占领时期被摧毁。
今天, 防御工事和原始建筑的遗迹保留甚少，
但是位于山顶上的庄严废墟和特利纳山谷阿
尔卑斯山峰的风景仍值得游客前往探索。
雷斯奇涅·克特利兹家族曾是城堡的所有者。
这⼀家族为格鲁梅洛地域的酿酒传统注入了
新动⼒并组织酒窖参观活动。

1987年以来, 城堡由意⼤利环境基金会负责
管理, 负责部分恢复工程并组织各种⽂化活
动。

格鲁梅洛城堡
 特利纳山谷蒙塔⼩镇

马塞格拉城堡是⼀座位于瓦尔马伦科山口处
的中世纪宏伟建, 地处可以轻松控制周边地域
的⼀处战略要地。由于州政府⾃占据特利纳
山谷 (公元十七世纪) 以来, 推⾏了防御工事
摧毁计划, 这座城堡也成为了桑得⾥奥城仅存
的⼀座要塞。这座庄园保留下来的原因, 要得
益于城堡曾是本土具有影响⼒的萨利斯家族
的资产。之后的数个世纪, 城堡被⽤作住宅并
失去了其防御⽬的。在今天, 如拱廊、壁画⼤
厅、品味美酒的酒窖等建筑元素使这⼀变化
的最佳见证, 它们让⼈更多地回忆起宫廷的甜
蜜⽣活, ⽽⾮军事前哨的严酷⽣活。

最近, 在旧马厩所在的地点设⽴了马塞格拉城
堡历史博物馆, 游客可以在其中深度探索州政
府占据特利纳山谷的三个世纪期间
(公元1512-1797年) 当地⼈⽣活的不同方⾯。

马塞格拉城堡
 桑得⾥奥

特利纳山谷蒙塔⼩镇 桑得⾥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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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alla Rocca Castello 2, 安吉拉 (瓦雷泽) 
电话: +39 0331 931300, 开放时间: 3月 - 10月 (日期不定), 9:00-17:00; 门票: 付费参观; 
roccaborromeo@isoleborromee.it
borromeoturismo.it

我们现在位于马焦雷湖的南岸: 
在巨⼤的山嘴处, 矗⽴着雄伟的安杰拉要塞。
这座要塞最早属于维斯康蒂家族, 后来由博罗
梅奥家族接手。深深触动参观者⼼灵的恢弘
且平衡的建筑结构, 体现在⾃十世纪开始逐渐
矗⽴起来的五座不同的建筑中。
要塞的多间厅堂内设置了⼀条令⼈惊叹的游
览线路, 可以欣赏壁画、绘画、家具和原始
装饰, 这些陈设已通过精⼼的修复, 重新恢
复辉煌的⼀⾯。穿过美好罗马⼤厅 (Buon 
Romano) 、神话⼤厅 (Mitologia) 、典礼⼤
厅 (Cerimonie) 、圣卡罗⼤厅(San Carlo) 和

博罗梅奥胜景⼤厅 
(Fasti Borromeo), 让已熟知艺术遗产的参观
者也会获得别样的体验。 
在外⾯, 除了湖泊和阿尔卑斯山麓的壮丽景色
外, 依靠中世纪古老奥秘的研究成果⽽精⼼养
护的花园恢复了其原始的⾯貌。此外, 要塞内
还设⽴有⼀座玩偶和玩具博物馆, 内藏公元十
八世纪至今制作的千余个玩具。

博罗梅奥要塞
 安杰拉

安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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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激发伟大的文学杰作和古代伟
大思想家的地点及氛围之中。

照片

右图_ 阿达河盘的佩斯卡雷尼科⼩镇 (莱科)
 

前页_ 在安杰拉的博罗梅奥要塞中欣赏马焦雷
湖畔的景色

海明威在米兰居住期间, 在多封信件, 尤其是⼩
说《永别了，武器》中，将维托⾥奥·爱马努艾
尔长廊和圣西罗赛马场的⼀个下午写入其中。
⼩说的“机器”在米兰省内也得到了发展。
例如: 在湖泊上。从马焦雷湖的“⼲涸湖畔”, 
卢伊诺, 周边的山谷 - 瓦尔库维亚, 杰尔马诺山
谷- 码头、⼩⼴场、别墅和菜园之间的⼩径: 
皮耶罗·基亚拉设定了⾃⼰⼩⽽普遍的最⼩世界
史诗; 到了另⼀个湖: 科莫湖岸边, 确切地说是
位于贝拉诺的漫画剧院。
从最近的奇亚拉、安德雷-维塔利, 或卢加诺湖
的科莫湖畔: 安东尼奥·福加扎罗的《⼩⼩旧世
界》。另⼀座⽂学的“湖泊”位于加尔多内-⾥维
耶拉的“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 有着诗⼈-预言
家身份的加布⾥埃·邓楠遮在此度过了⽣命的最
后几年 (1921-1938)。 
这样的故事也存在于平原: 曼托瓦的公爵宫拥是
玛丽亚·贝隆奇 讲述《多萝西娅⼤救援》
和《国家犯罪》历史的第五个特权; 维杰瓦诺是

表现主义⼤师马斯特罗纳迪⼩说中南方皮匠的
所在地和⼀幅散发着灿烂色彩的画作; 
洛迪: 在经济繁荣的岁月⾥, 阿尔韦托·阿巴西
诺在《美丽的洛迪》描写的富丽堂皇, 蓬勃的农
业和燃烧的蜘蛛; 最后要提到的是漂浮在迷雾和
狩猎之间, 位于帕维亚、提挈诺和波河之间的巴
撒, 出现在贾尼·布雷拉的⼩说中。

寻找大作家
 旅⾏的灵感

前往学校学习: 通过《婚礼誓言》的撰写, 
亚利桑德罗·曼佐尼开创了意⼤利⼩说的先河。
⼀位在企业工作的米兰作家, ⽐伦巴第⼈还能讲
述更多的伦巴第历史是偶然吗？也许不是, 
如果我们想想, 在过去的两百年⾥有多少⼩说以
伦巴第⼤区的天空为背景, 事实上也说明“当天
气晴朗的时候是如此的魅⼒”。 
原则上, 只有“接近中午, 科莫湖的那个分支”。
跟随伦佐和露西亚, 唐·罗德⾥格及其作品，
“蒙扎修女”、“弗拉·克⾥斯托佛罗”和“⽆名⼈”
的线索, 游客仍然可以沿着许多与曼佐尼有关的
路线, 参观莱科和周边地域, 曼佐尼庄园
(内设⼀座博物馆), 位于阿夸特的露西亚故居, 
唐·罗德⾥格⼩楼, 位于奥拉特的唐.阿邦迪奥教
堂, 在韦尔库拉⼽附近的⽆名要塞（接哦股宏⼤
且俯瞰着 加尔拉泰湖 ）和位于佩斯卡雷尼科, 
曾居住着⼩说⼈物“弗拉·克⾥斯托佛罗”的嘉布
遣会修道院。
还需提到的是米兰: 例如位于同名街道或圣.乔
尔乔⼤街的隔离病院遗迹; 或仅有“幻想”记忆的
拐杖烤箱⾯包坊, 今天可能位于维托⾥奥.埃纳
努埃雷⼤道的3-5号之间; 除此之外, 还包括曼
佐尼本⼈的传记地点-位于莫罗内⼤街的故居
博物馆, 在圣费德雷⼴场的曼佐尼纪念碑以及位
于名⼈纪念公墓中坟墓。
米兰城本质上是⼈与⽂化的交汇点, 也是历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同⼀时代, 曼佐尼或多或少地
思考过重写《婚礼誓言》。⽽法国著名⼩说家
司汤达跟随拿破仑军队抵达⼤运河后, 将米兰选
为⾃⼰的理想家园, 他亦要求在蒙马特巴黎墓地
附近的墓碑上写下意⼤利⽂: “Arrigo Beyle [司
汤达是亨利.贝尔的化名], milanese”。

曼佐尼和司汤达的朋友卡罗·波塔并不是⼩说
家, 但他撰写的米兰方言诗是⼀本本真正的微型
⼩说; 他笔下的⼈物从恐惧和悲惨的乔瓦尼·邦
基到妓女和原始女权主义者“尼内塔”, 从残废和
忧郁的酒馆音乐家马齐侬.⼲布-阿维特, 到骄傲
⾃⼤但患有哮喘的侯爵夫⼈唐娜·法⽐亚·法布
隆·迪法⽐安, 如果把这些⼈物放置在维特拉⼴
场、韦尔奇-百草集市, 今天矗⽴着⼀座纪念碑
的Porta - 可门达⼤街和圣切尔索圣母教堂的
墓地五个城市的场景中时, ⽴即就会被认出。
在司汤达之后, 其他的“外国⼈”也受到了米兰⽂
学魅⼒的影响: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于公元十九世
纪末期抵达米兰, 被多摩⼤教堂 这⼀宏伟建筑
所震撼, ⽽且颇为称赞某些恶作剧误传的古罗马
⼈遗迹公民竞技场。多年后, 马克吐温的同胞欧
内斯特·海明威跟随红十字会于1918年成为⼀名
战地记者。由于在威尼斯前线受伤, 被送往位于
阿尔摩拉⾥⼤街的⼀家米兰医院接受治疗, 在那
⾥他邂逅了护士阿涅斯·冯·库洛乌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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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艺复兴天才。绘画、图纸、
机器和宏伟水利工程的魅力。

照片

右图_《最后的晚餐》，达芬奇

跟随达芬奇的脚步
 旅⾏的灵感

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米兰在斯
福尔扎公爵的领导下更加辉煌和强⼤, 成为创
意、企业和金融世界的⼀个支点。 
由于公爵⽆法抗拒达芬奇的“谄媚”, 三十八岁
的达芬奇于公元1482年春天抵达米兰, 
担任音乐师。
鲁多维克·斯福尔扎 (俗称“il Moro”) 的宫廷被
他制作的乐器所震撼: 因为从未有⼈在其中奏
响过⼀个银制的马头⾥拉竖琴。
这只是达芬奇在米兰和伦巴第逗留期间, 
向外界展示⾃⼰天才的“开胃菜”。
在今天, 追踪⼀条佛罗伦萨伟⼤天才走过的路
径仍然很有吸引⼒。这位天才从⾸都开始, 
确切地说是在恩宠圣母圣殿绘制了绘画史上最
著名的作品之⼀:《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在其不稳定和神秘的形式和色
彩中仍然保持着坚韧: 尽管时间和⼈类⾏为对
其造成了损害, 第二次世界⼤战中仍被修士奇
迹般地拯救。《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唯⼀⼀
幅采⽤⼲式壁画法绘制的画作 (未采⽤湿壁画
技艺), 在今天仍吸引着数以千计的游客前来欣
赏。距离恩宠圣母圣殿仅几步之遥, ⼀处仅剩
下外⽴⾯的建筑是阿特拉尼故居。
达芬奇在公元1498年即将完成《最后的晚餐》
时, 收到这位公爵赠送的⼀片葡萄园, 
其遗体于1943年爆炸前幸存。
得益于近期的多项农艺研究, 这座公元十五世
纪的葡萄园, 即俗称的“莱昂纳多葡萄园”重新
扎根在这座城市中最令⼈回味的地点。
在⼀处偏僻的景点: 圣.维托雷修道院的古遗址
内，有⼀座以莱昂纳多·达芬奇命名的国⽴科
学和技术博物馆，馆内专门设⽴有⼀座画廊，

忠实的重现了达芬奇设计的诸多机器。
离开博物馆即可⾃由的在城市中漫游: 
借助名为LeonardoAround的手机应⽤程序，
您可以前往另⼀处热门景点-斯福尔扎城堡。
得益于达芬奇工程和艺术贡献, 城堡于公元
1494年至1499年间接受了改造, 成为欧洲最宏
伟的⽂艺复兴宫殿之⼀。
除了对宫廷豪华派对的记忆 - 公元1490年, 
为了庆祝詹·佳雷阿佐·玛利亚·斯福尔扎和伊
莎贝拉·阿拉贡纳婚礼, 即俗称的天堂节, 达芬
奇在后者的指挥下使⽤胶画法绘制了多幅壁
画，⽤于装饰东北侧塔楼“Falconiera”内的轴
线⼤厅的拱顶和墙壁。
仍然是在位于城堡内的特⾥武奇亚纳图书馆中, 
保存着达芬奇于公元1478年至1490年间创作
的特⾥武奇亚纳手稿, 内含建筑学研究和讥讽
的漫画。另⼀本⾮常珍贵的书籍名为
《⼤西洋古抄本》：内含超过1110页由达芬奇
创作的手稿和图画, ⽬前保存在安布罗西亚纳

图书馆内。但即使离开米兰, 达芬奇的作品也
让⼈倍感惊讶。作为⼀名伟⼤的液压研究者, 
他开展了复杂的水道和封闭研究, 体现于今日
的运河景观之中: 从通往提挈诺河和马焦雷湖
的米兰⼤运河, 到流向东北方将米兰和阿达河
连接在⼀起的马尔特萨纳运河。
沿着流过米兰、贝加莫和莱科三省境内的阿达
河, 设⽴了⼀座达芬奇阿达河⽣态博物馆, 
在⼀条路径中结合了诸多位于户外的⾃然、
风景和技术观光点: 在布⾥安扎河岸⼀侧的因
贝尔萨⼽, 仍存在⼀搜按照绳索和水流的动态
原理运⾏的渡轮。在位于伦巴第的起居室中, 
达芬奇也豪不吝啬地为帕维亚主教教堂的圆顶
建造 (圆顶实际上于公元十九世纪才建成) 提
供了建议。
⽽在被誉为“珠宝盒”的维杰瓦诺公爵⼴场及其
毗邻的城堡内, 为了纪念和展现达芬奇这位佛
罗伦萨⼤师的⽣活和作品, 专门设⽴了⼀座名
为“Leonardiana”的博物馆。

如果您沉迷于形式和⽐例的理念，那么达芬奇
为了纪念公爵弗朗切斯克·斯福尔⽽参与设计
和制作的世界上最⼤的骑马塑像⾮常值得您驻
⾜参观。
直到制作雕像的青铜材料融合之前, 他才前往
圣西罗赛马场 欣赏了⼀件复制品。



皇室住宅
 探索主题

宏伟的宫殿, 权⼒、阔气和伟⼤家族的象征; 隐匿在绿肺中, 
充满魅⼒的⽂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住宅，
以及密集举办国际展览的尊贵建筑

30 照片_ 公爵宫, 曼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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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上的传奇74 页面上的传奇74

Piazza Sordello 40,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224832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二至周日8:15-19:15;  门票: 付费参观; 
pal-mn@beniculturali.it
mantovaducale.beniculturali.it

Piazza del Duomo 12, 米兰 
电话: +39 02 8844518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c.mostre@comune.milano.it
palazzorealemilano.it

贡萨加贵族宫殿的壮丽⽆以言表, 或许还是意
⼤利所有领主地域内建筑结构最密集且最丰
富的典范。
延伸至湖畔的宫殿占据了城市⼀环近三分之
二的土地，独⼀⽆二的建筑群由教堂、花
园、内部⼴场和拱廊构成, 其建筑风格现在看
来仍十分时尚。
公爵宫本认为是意⼤利⽂艺复兴、复兴意图
和成就的理想成果, 这也要得益于内部珍藏的
包括皮萨内洛、芒特涅和朱⾥奥·罗马诺在内
⽆数的艺术作品。
贡萨加家族的这片宫殿建筑群于公元十四世

纪至十八世纪之间逐渐落成，内部设⽴的⼀
座博物馆 (受益于意⼤利旅游俱乐部-Touring 
Club Italiano的“Aperti per Voi”倡议, 游客可
进入参观) 引起了公众极⼤的兴趣, 其中展示
着350余件古典雕像, 以及散落在建筑物诸多
房间内经过修复的⼤理石装饰。

公爵宫
 曼托瓦

皇家宫殿是米兰⼤都市的象征之⼀, 在悠久的
历史和城市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之间构建了⼀座
桥梁。沿着宏伟的新古典主义⼤楼梯, 可以深
度了解哈布斯堡宫廷殿堂的辉煌。
位于多摩⼤教堂右侧的皇家宫殿, 建筑前方的
⼩⼴场以及毗邻的阿仁伽⾥奥宫, 共同构成了
米兰城内⼀处最经典的景观。
宫殿⽬前的外观, 源⾃公元十八世纪下半叶受
聘进⾏现代化改造的建筑师皮埃尔马⾥尼, 
以及二十世纪初的⼀项受到质疑的工程选择: 
多摩⼤教堂⼴场区域内的建筑被拆除, 以重新
规划周边的空间。

1943年, 皇家宫殿因盟军轰炸⽽出现严重的损
坏。今天在其华丽的⼤厅举办了诸多⼤型展
览, 为哈布斯堡的住宅赋予了新的⽣命, 在伦
巴第⾸府米兰成为欧洲⽂化之都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

皇家宫殿 
 米兰

曼托瓦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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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le Brianza 1, 蒙扎 
电话: +39 039 39464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庄园需付费参观; 公园和花园免费;
info@villarealedimonza.it
reggiadimonza.it

蒙扎的皇家庄园是⼀处吸引众多游客光顾的
旅游⽬的地。尤其是在周日, 游⼈们挤满了公
园的草坪和⼈⾏道，享受户外活动。
超越建筑智慧、流体形态的几何造型和视角: 
除了灰泥、挂毯和枝形吊灯装饰, 皇家庄园的
魅⼒在今天⼈⼈触手可及。
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将皇家庄园的
设计工作委托给了建筑⼤师皮耶尔马⾥尼。
庄园于1780年完工, 融入皇家公寓、宫廷剧
院、阿皮亚尼圆形⼤厅以及七百多个不同
空间内的复杂理念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精美的收藏品之外, 庄园的玫瑰⼩院 

(Roseto - 此处⽣长着⾃1965年以来年度花
卉竞赛的4000余种玫瑰) 亦值得您在五月份
前往参观 (夜间仍开放)。

35

皇家庄园
 蒙扎

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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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的葡萄园和谐地“描绘”着这片
致力于酿造出卓越葡萄酒的地域。

照片

右图_ 特利纳山谷区域内的梯
田葡萄园

前页_ 蒙扎皇家庄园的玫瑰园

前往酒庄
 旅⾏的灵感

如果您正在构思⼀次穿越伦巴第葡萄酒产区和
酒庄的主题⾏程, 那么基本上会游遍整个⼤区: 
从北到南, 从特利纳山谷到帕维亚波河南区, 
穿过贝加莫的卡雷皮奥山谷和布雷西亚的法哥
第区域, 前往位于圣科伦巴诺兰布罗的“米兰
⼈”葡萄园, 也可以选择穿过曼托瓦的多座丘陵
和瓦尔特内西, 抵达加尔达湖水域。
由于不连续的丘陵和山坡所在的地理位置, 
⼤约30,000公顷的葡萄园及其景观实际上像
⼀片豹⼦身上的斑点⼀样散布在⼤区内。 
旅程的第⼀阶段位于特利纳山谷: 此处最值得
参观的城堡和古建筑建筑共有两座: 
位于山峰上的格鲁梅洛城堡和位于特⾥奥的贝
斯塔宫。位于阿德雷诺和蒂拉诺之间, 阿达山
谷⾯南的斜坡上⽣长着葡萄藤, 阳光的照射使
⼀串串内⽐奥洛葡萄 (Nebbiolo-此处称为齐
亚瓦纳斯卡) 成熟。此处培育的酿酒葡萄还包
括地狱 (Inferno) 、格鲁梅洛 (Grumello) 、
萨塞拉 (Sassella), 朴素的红色汇集在DOCG
认证的Valtellina Superiore葡萄酒和口感绵柔
和醇厚的斯福尔扎托 (亦称Sfursàt) ⼲酿葡萄
酒。位于卡雷皮奥山谷 (贝加莫) 起伏平缓, 
⼀路延伸至伊塞奥湖的犁沟是 卡雷皮奥伯爵
城堡全景的⼀部分, 此处主要种植进口葡萄品
种。距离此处数十公⾥的斯坎佐罗夏泰是意⼤
利⾯积最⼩的DOCG产区。
此处种植的原⽣红葡萄⽤于酿造斯坎佐高泡
酒。位于布雷西亚启德内奥丘陵 (地处布雷西
亚城堡脚下) 上的葡萄园⾯积超过4公顷，
是权欧洲境内位于市区边界处⾯积最⼤的葡萄
园, 因此, 其酿酒优势在城市中即有明确的体
现: 依靠诸多根茎已经有数个世纪历史的葡萄
藤采摘的原⽣葡萄品种“Invernenga”, 酿造出
普斯特尔拉白葡萄酒和⼲酿葡萄酒。
在城市周围, ⼩⾯积的尊贵产区“邂逅”了包括
卡普⾥亚诺德尔科莱、博缇奇诺和雷阿扎托⼩
城在内, 位于切拉蒂卡和罗登⼽-萨伊亚诺之

间的丘陵区域。在法哥第区域, 在环绕伊塞奥
湖南岸的冰碛围场的山丘上散布的酒庄 
(通常可供游客参观) 中酿造的葡萄酒获得了声
誉、游客的鉴赏和气泡。
事实上, 依靠霞多丽、白⽐诺和黑⽐诺葡萄, 
通过经典的酿造法酿制出了多种葡萄酒, 
包括DOCG认证的Franciacorta和雅致、
清新、和谐以及拥有“载旗”待遇, 源⾃同⼀产
区的DOC认证Curtefranca白葡萄酒和红葡萄
酒 (后者使⽤赤霞珠和梅洛葡萄酿造)。
在加尔达湖布雷西亚⼀侧的道路上, 地形起伏
瓦尔特内西区域不断地变幻着湖泊的蓝色和葡
萄园的绿色。在此开展⼀次酒庄之旅，游客可
以品尝和购买DOC认证的Garda Classico 
(包括白葡萄酒、齐亚雷托葡萄酒、诺维罗葡
萄酒、格洛佩罗葡萄酒、红葡萄酒和佳酿红葡
萄酒）和同为DOC认证的Valtènesi (齐亚雷托
葡萄酒和红葡萄酒), 并游览湖泊中部和南部的
多座城堡。 

从温暖的冰碛山丘到加尔达湖南区, 前往曼
托瓦。在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Volta 
Mantovana和Pozzolengo之间, 各种葡萄以名
为Garda Colli Mantovani的字号酿造为白葡
萄酒、红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
虽然湖泊周围的产区限制更多, 但仍酿造出了
DOC认证卢加诺 (特雷⽐亚诺葡萄酿造出的酒
体和口感均完美的白葡萄酒) 和圣马蒂诺德拉
巴塔利亚葡萄酒 (采⽤Tocai Friulano葡萄酿
造, 同时还酿造同名的利口酒)。
在曼托瓦波河南区苏萨拉⼩城 (城内矗⽴着⼀
座城齿塔楼) 的周边区域: 位于奥利奥河和波
河之间的产区使⽤该地域的经典葡萄品种酿造
出名为兰布鲁斯科的起泡酒。
古老的遗产级葡萄园在米兰省和阿尔卑斯山麓
的湖泊之间⼤⾯积的延伸开来, 米兰唯⼀的认
证葡萄酒: DOC认证San Colombano白葡萄酒
和红葡萄酒即酿造于此处。 
帕维亚波河南区的葡萄园占据了被誉为“葡萄

藤和城堡之地”的伦巴第⼤区近⼀半的种植总
⾯积。我们在此至少列举三处: 奥拉马拉葡萄
园、奇涅奥拉葡萄园和位于扎瓦塔雷洛的维尔
梅城堡葡萄园。
本土的葡萄品种巴贝拉 (Barbera) 、克罗地亚 
(Croatina-亦称伯纳达-Bernada) 、稀有葡
萄品种翁格塔 (Ughetta), 国际知名品种黑⽐
诺，酿造红葡萄酒的雷司令 (Riesling) 、莫斯
卡托 (Moscato) 、马尔瓦西亚 (Malvasia), 
以及其他⽤于酿造口感新鲜且充实, 通常是起
泡酒的白葡萄品种。DOCG认证的起泡酒是黑
⽐诺和经典的酿造方法的真实成果。
然⽽, 韦罗内利和帕维亚⼈贾尼·布雷拉⾮常中
意⼀款名为“Barbacarlo”, 由布洛尼丘陵唯⼀
的酒庄酿造的稀有且口感细腻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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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有特权的观察点从高处俯瞰，
欣赏不同的景观, “拥抱”地域的魅力。

照片

右图_ 在贝加莫的威尼斯古城墙上欣赏全景

露台和景观
 旅⾏的灵感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是⼀位伟⼤的巡回之旅
艺术⼤师, 他向新来的旅⾏者建议站在高处，
例如⼀座山、⼀座塔、⼀座钟楼俯瞰周边的
景色。这是因为俯瞰⼀座城市、⼀处平原, 
⼀座山谷, ⼀条河流, ⼀⾯湖泊时, 即意味着
⼼怀热爱和领悟, ⽤⾃⼰的双眼“拥抱“这些景
观。伦巴第⼤区的⼤部分地处平原地带, 
⽽在平原上征服观察的特权, 只需登高至数十
米的位置。例如, 米兰并⾮罗马, 没有七座或
多座山丘可以欣赏城市的巨⼤魅⼒。
但令⼈惊讶的是, 如果天空晴朗, 从米兰周边
的⼀些“巅峰”处即可让城市的轮廓尽收眼底, 
同时眺望⼴阔的平原和阿尔卑斯山脉。传统
的“城市天台”位于米兰⼤教堂的”屋顶“。
穿过指向其他城市地标的多座石尖“森林”: 
位于南方的新中世纪城堡主塔形态的维拉斯
卡塔楼; 进⼀步还包括斯福尔扎城堡和城市背
景轮廓的圣西罗球场; 位于北方的倍耐⼒⼤厦 
(近年来成为公司的新总部，⼀座位于Porta 
Nuova的摩天⼤楼), 将城市和格⾥涅山峰及雷
赛格内山连接在⼀条直线上; ⽽西北方向, 森
皮奥内公园内矗⽴着Citylife塔楼。
米兰的绿肺森皮奥内公园中矗⽴着公园塔楼 
(亦称布兰卡塔楼)。这是⼀座由乔.彭蒂和切
萨雷.齐奥迪设计的钢管建筑, 登顶后即可欣赏
到由公园、公民竞技场、水族馆、和平凯旋
门和城堡等构成的绝佳景观。
在单⼀的城市景点中, 于最新修建的⼀座高位

观景台是普拉达观景台, 地处普拉达基金会
所在的维托⾥奥.埃玛努埃雷长廊的五层和六
层。这座八角形布局的钢铁-玻璃结构建筑的
设计者是著名的建筑师朱塞佩·蒙格尼。 
登上约112米高的克雷莫纳托雷佐塔楼 
(意⼤利第二高的钟楼, 矗⽴在遍布着红色屋顶
的“斯特拉迪瓦⾥之城”的老城区中⼼处) 
即可欣赏⼤平原和位于附近的波河的景色。
另⼀座历史悠久的塔楼, 是维杰瓦诺最美丽的
城市“观景台”: 布拉蒙特塔楼。
站在⼤钟表下方的露台上, 可以欣赏到⽆与伦
⽐的⽂艺复兴时期“珠宝盒”-⼴场公爵以及斯
福尔扎城堡建筑群的最佳景观。 
从拥抱着贝加莫上城珍贵宝藏的威尼斯古城
墙, 欣赏横贯米兰和布雷西亚的平原和位于奥
尔毕业丘陵上的诸多斜坡奇景。
依靠同样的方式, 在“拥抱”着富饶老城区中⼼
的布雷西亚城堡的山丘上, 欣赏位于阿尔卑斯
山口处的圣朱利亚十字堂周边的古罗马和中

世纪遗迹。⽆尽的景色位于高844米的瓦雷泽
圣山上, 游客亦可借助历史悠久的索道抵达这
⾥。不远的北方, 在花田之地公园内⼀座著名
的天⽂观测台中欣赏罗萨山和马焦雷湖的壮
丽全景。
仍旧借助缆车, 但这次从科莫市中⼼出发, 前
往位于科莫湖上的布鲁纳特美景天台-⼀座位
于阿尔卑斯山和平原上的真正观景台。 
从英特尔维山谷, 抵达位于意⼤利-瑞士边界
处的西吉涅拉美景天台, 欣赏阿尔卑斯山提契
诺段和卢加诺湖的全景。 
雷西内⼒平原是拉⾥奥湖区域的另⼀座壮观的
天台, 地处格⾥涅山脚下。游客在这⾥可以欣
赏到的美妙景色包括: 雷西格内山、莱科城和
从科莫湖流向平原地带的阿达河。
继续前往加尔达湖, 最佳的高位瞭望点位于蒂
尼亚莱高原和位于加尔达湖普雷西亚⼀侧, 
风景如画且散布着柠檬温室的特莱摩西内。 
之后, 游客需要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中⼼地带

蓬特.瓦尔特利纳⼩城 (桑得⾥奥) 的皮亚兹天
⽂台, 仰望天空并欣赏“架设”在山峰之间的⼀
座星星桥梁。



别墅和花园
 探索主题

“隐匿”在雕像、喷泉和迷⼈水景、意式花园之间, 
令⼈⼼情愉悦的贵族度假豪宅; ⽣长着如黎巴嫩雪松和红山毛榉
等异国情调植物的花园和植物园, 您即便身处城市中⼼，
也可以享受放松的感觉

40 照片_ 莫纳斯特罗庄园, 瓦雷纳 (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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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del Vittoriale 12, 加尔多内-⾥维埃拉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29651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花园需付费参观; 
故居: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vittoriale@vittoriale.it
vittoriale.it

Via Lungolario Manzoni, 贝拉吉奥 (科莫) 
电话: +39 339 4573838, 开放时间: 3月至10月, 9:30-18:30; 门票: 付费参观; 
info@giardinidivillamelzi.it
giardinidivillamelzi.it

参观名为“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的邓楠遮故
居, 几乎意味着深入邓楠遮本⼈的⼤脑中: 这位
作家充满激情, 甚至曾有着更⼤的野⼼。
Prioria厅是作家的居所, 忠实地反映了⼀个想要
将⾃⼰的⽣活变成艺术品的⼈物的⾃恋之情。
这⾥保存着彩色玻璃窗, 烟囱和楣梁上的座右
铭和格言和作家本⼈留下的近万件物品 (以及
超过三万卷书籍)。
邓楠遮故居内现在还拥有两座博物馆。
第⼀座博物馆最初由作家本⼈设计, ⽤于庆祝
意⼤利⼈在第⼀次世界⼤战中的功绩, 
今天以“邓楠遮的英雄”命名, 展出诸多的的军事

纪念品; 另⼀座名为“邓楠遮的秘密”, 
展现的是作家本⼈的⽣活⽤品。
值得⼀提的展品是“Mas 96” (⼀艘反潜摩托
艇): 邓楠遮本⼈为“Buccari di Beffa”⾏动打造
的潜水艇。⾃2010年以来, 在故居的户外露天
剧场举⾏名为“Tener-a-mente”的节日活动，
以国际音乐和表演为主题, ⽽且加尔达湖⼀角
的美景成为了活动的背景。

Il 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
 加尔多内-⾥维埃拉

这座辉煌的庄园由拿破仑的朋友, 意⼤利共和
国 (拿破仑时代) 副总统弗朗切斯克·梅尔齐·
厄⾥尔于公元十九世纪建造⽽成, 
是⼀座新古典主义建筑, 其白色的气质与其所
在的湖泊区域⾮常契合。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是其壮丽的花园, 
从湖畔延伸至建筑前方800米的位置。
路易吉·卡诺尼卡和路易吉·韦洛雷西设计了
这座花园, 在今天, 这⾥是⼀处迷⼈的景点, 
为游客的眼睛和精神带来喜悦。
除了黎巴嫩雪松、银杏, 红山毛榉等百年古树
和外来植物外, 珍贵的雕像和建筑物 (例如可

以俯瞰湖泊景色的阳台) 使其更显尊贵。
花园内设置有库尔式的神龛 (⼀座私⼈礼拜
堂), ⽽放置着源⾃拿破仑战役和橘⼦园的多
座埃及雕像的地方, 设⽴了⼀座博物馆, 
收藏有拿破仑共和国的遗物和版画。

梅尔齐·厄里尔庄园和花园
 贝拉吉奥

加尔多内-⾥维埃拉
贝拉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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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梅佐⼩村庄, Via Regina 2, 特莱美兹纳 (科莫) 
电话: +39 0344 40405, 开放时间: 3月至11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segreteria@villacarlotta.it
villacarlotta.it

Via Comoedia 5, 特莱美兹纳 (科莫)   (受限)
电话: +39 0344 56110, 开放时间: 1月, 3月至12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faibalbianello@fondoambiente.it
visitfai.it/villadelbalbianello

卡洛塔庄园是⾃然美景和艺术杰作之间⼀个
⾮常成功的交汇点, 地处特色⼩村庄特雷梅
佐末端的科莫湖畔。
庄园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十七世纪, 
建筑本体最早采⽤了巴洛克式风格, ⽽后来
⾃马尔凯⼤区的乔治·克莱⾥奇为其建造了⼀
座环绕的意式花园。庄园在数个世纪中几易
其主, 内部拥有丰富的许多艺术杰作且现在
作为展品进⾏展出, 例如安东尼奥·卡诺瓦的
雕塑和弗朗切斯克.哈耶兹的画作。
占地8公顷的公园内, 您仍然可以欣赏不同风
格的元素: 从原始的意⼤利花园、构成几何

图案的高高的树篱、护栏和栏杆、水景和雕
像, 到十九世纪末简称的浪漫风格的英式花
园, 内部成片的杜鹃花、山茶花和杜鹃花，
使这座公园成为⼀座纯粹的植物园。

卡洛塔庄园
 特莱美兹纳

巴尔⽐亚内洛庄园地处拉维多半岛尽头⼀座
树木繁茂的岬角上, 建造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
十八世纪早期。除了宏伟的建筑结构, 这座庄
园亦因接待了意⼤利复兴运动中数位流亡的
知名⼈物和知识分⼦⽽出名。
根据红衣主教安杰罗·玛利亚·杜⾥尼的意愿, 
庄园建造在⼀座方济各会修道院的遗址上, 
⽽且其古老教堂的外⽴⾯仍然存在。
主教去世时, 路易吉·波罗·兰伯滕吉伯爵接手
了这座庄园。正是由于这位在意⼤利统⼀问
题上⾮常活跃的伯爵, 庄园成为争取统⼀的知
识分⼦的聚会场所。

例如, 这位伯爵雇佣了希尔维奥.佩⾥克担任
⾃⼰孩⼦的老师。在今天, 这座庄园是⼀颗真
正的“珠宝”。庄园的最后⼀任主⼈, 有着企业
家和探险家头衔的圭多.蒙奇诺于1988年让予
意⼤利环境基金会并由后者负责管理, 旨在使
庄园成为⼀处⾯向公众开放的纪念建筑。

巴尔比亚内洛庄园
 莱诺

特莱美兹纳 莱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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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Antonio Fogazzaro 14, 奥⾥亚-瓦尔索尔达 (科莫) 
电话: +39 335 7275054,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faifogazzaro@fondoambiente.it
villafogazzaroroi.it

Via Simone Cantoni 1, 科莫 
电话: +39 031 252352 - +39 031 576169,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二至周日10:00-18:00; 
门票: 免费参观;
cultura@comune.como.it
villaolmocomo.it

位于卢加诺湖畔, 更准确地说是位于意⼤利⼀
侧的奥⾥亚区域, 矗⽴着作家安东尼奥·福贾
扎罗的夏季别墅。
这位作家十分钟爱这⼀区域及其华丽的别墅, 
在此度过了数个夏季, 被⼀⼤群朋友和同事所
包围, ⼤量为客⼈预留的客房印证了这⼀点。
在今天, 别墅内仍摆放着古老的家具, 并在名
为“Alcova”的房间内重建了作家的工作室, 
其中放置着作家完成《⼩⼩旧世界》、
《⼩⼩新世界》和《圣⼈》等⼀些⽂学杰作
的原始的办公桌。
庄园的建筑群由几栋围绕着公元十六世纪原

始建筑的⼩楼组成。内部的房间需要游客在
几乎暂停且展现着住宅特色的氛围中安静的
参观。古老的照片, 令⼈好奇的古董和家族记
忆, 让您直接接触公元十九世纪贵族家庭的⽣
活方式。

福贾扎罗.罗伊庄园
 奥⾥亚-瓦尔索尔达

由马尔凯侯爵敖奎斯卡尔齐委托建造的这座
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于公元1812年完工; 
公元十九世纪多次易主后, 1925年由科莫市
政厅接手, 后来⽤于举办⽂化活动和艺术展
览的场所。 
别墅的后方延伸出⼀座在省内具有极高重要
性的历史公园。公园内仍展现出十九世纪流
⾏的英式风格, 共⽣长有约800棵树, 包括马
栗⼦、黎巴嫩雪松、枫香和梧桐。
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多座温室值得⼀探: 
迷⼈的铁架结构让⼈联想起新世纪之交最风
靡的建筑风格。

最后要提到的, 是公园内即将建造⼀座植物
园, 其中包含⼀片古花园和科莫湖区的特色植
物。奥尔默庄园是“知识千⾥” (Chilometro 
della Conoscenza) 项⽬的⼀部分。
该项⽬是⼀条⽂化⼩径和绿色走廊, 理想地结
合了奥尔默、格鲁梅洛和苏科塔三座庄园内
的共十二个景点。

奥尔莫庄园 
 科莫

奥⾥亚-瓦尔索尔达 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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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Giuseppina 8, 参观和⽂化活动 (克雷莫纳) 
电话: +39 370 3379804, 开放时间: 周日和节假日, 时间不定;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villamedici@comune.sangiovanniincroce.cr.it
villamedicidelvascello.it

Via Don Guanella 1, 莱科 
电话: +39 0341 481247, 开放时间: 周⼀休息,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可购买组合票;
segreteria.museo@comune.lecco.it
museilecco.org/museomanzoniano.htm

庄园建于公元十五世纪, 最初作为控制领土的
据点。随着战略需求的变化, 到公元十五世纪
中叶, 军事结构逐渐转变为⼀座贵族住宅, 尤其
成为了切奇莉亚·嘉蕾拉妮的住所。
这位贵妇是鲁多维克·弗朗切斯克的情⼈, 
圣乔瓦尼因克罗切伯爵鲁多维克·卡尔敏纳迪
的妻⼦, 其形象被达芬奇绘制在著名画作《抱
银貂的女⼦》中。建筑本体历经多次维护工程, 
原始的堡垒结构仅留下了斜坡墙 (即建筑基座
的倾斜墙) 和四个拐角塔楼。
庄园的后方延伸出⼀座巨⼤的英式花园, ⾥⾯
矗⽴着中国宝塔、⼀座印度神庙, ⼀座荷兰⼩

屋, ⼀片湖泊和⼀座多利安神庙, 以及⼀片规模
宏⼤的植物, 其中最突出的是银杏。
⾃2005年以来, 庄园和花园⼀直圣乔瓦尼因克
罗切市政厅所有。2014年, 经过密集的修复工
程后, 庄园和花园内的参观和⽂化活动重新⾯
向公众开放。

瓦斯切洛美第奇庄园
 圣乔瓦尼因克罗切

“亚利桑德罗·曼佐尼在属于⾃⼰的这座庄园中
⼀直居住至1818年, 受到场所、服装、我们的
事实和⾃我永⽣的启发写下了《赞美诗》、
《阿德尔齐》、《婚礼誓言》”。
斯科拉从曼佐尼家族手中接手这座庄园后, 
写下了这段铭⽂来提示那些越过宽阔的门廊,
欣赏并品鉴此处气氛的访客。
我们现在位于曼佐尼家族的故居中, 曼佐尼本
⼈也在此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
⼀座砂岩柱拱廊的⼤型庭院环绕着这座美丽的
新古典主义住宅。在其后方还有⼀座⼤花园,
但是⾯积⽐原计划要⼩很多。

当作家卖掉这座庄园时, ⼀楼的房间内仍保留
着公元1818年的原始家具。别墅的⼤厅内设
⽴有曼佐尼公民博物馆 (内藏这位作家的⾸批
出版物、手稿、与其⽣活相关的古董和艺术家
的作品) 和市⽴美术馆 (内藏⼀系列本地化家
的作品)。

曼佐尼庄园 
 莱科

圣乔瓦尼因克罗切

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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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Giovanni Polvani 4, 瓦雷纳 (莱科)  
电话: +39 0341 29545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villa.monastero@provincia.lecco.it
villamonastero.eu

Via Parma,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432432,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门票: 免费
comune.mantova.gov.it

虽然今天的修道堂庄园在公元十九世纪的数
次改造后看起来像⼀座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 
但其历史长达九个世纪。
事实上, 庄园的原始结构于公元十二世纪左右
既已设计完成并建造为⼀座修女院。
⽽后的数个世纪中, 由于所有权和使⽤变化⽽
改变了这⼀原貌。今日的庄园也成为了⼀座
故居博物馆, 内藏数位所有⼈留下的令⼈称奇
的遗产和家具, 使我们能够重建出横跨四个世
纪的品味、风格和习俗。 
此外, 修道堂庄园⾃公元十九世纪以来⼀直是
⽂化艺术界知名⼈士经常光顾的地点。

因此今天在庄园内游览, 可以“呼吸”到那个时
期刺激的知识和艺术氛围。最后要提到的是
环绕在庄园周边的⼀座壮观的植物园, 得益
于温和的湖泊气候, 这⾥⽣长着来⾃ 全球的
各类植物。

修道堂庄园 
 瓦雷纳

1930年, 恰逢维吉尔诞⽣两千周年之际, 
当地⼈设计并建造了这座纪念这位伟⼤的拉
丁诗⼈的公园, 其初衷是培育诗⼈在⾃⼰的作
品中提到的所有植物物种。
这项工程委托给了朱塞佩·罗达: 他需要完
成的任务是在城市的东南部建造⼀座休闲公
园。在今天, 公园的特色仍体现在⼀条两侧⽣
长着白杨树的漫长绿道中。
圆形的⼴场是森林公园的“支点”, 中⼼位置竖
⽴着⼀尊维吉尔半身像, ⽆数的路径从此处向
公园内延伸。
维吉尔森林公园⽬前是曼托瓦最⼤的公园, 

由古城协会进⾏管理, 协会还负责整片区域和
附属建筑的管理。多座已被废弃的古温室在
今天成为多种蝴蝶的“殖民地”, ⽽在绿地区域
则会经常组织⽂化和娱乐活动。

维吉尔森林公园
 曼托瓦

瓦雷纳

曼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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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Francesco Sforza, 米兰 
电话: +39 02 88455555,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
comune.milano.it

这座位于米兰城中⼼的意式花园的历史可追
溯至公元1555年, 由宝拉·鲁多维卡·托雷利·
德拉·古斯塔拉伯爵夫⼈设⽴。
1938年, 花园经过重新修整, 如今看起来更是
⼀片宜⼈的绿地, 距离米兰多摩⼤教堂仅几步
之遥。穿过花园内的⼩径, 您可以欣赏到⼀片
壮观的巴洛克式鱼塘, 它取代了十六世纪的原
始池塘。
花园内有⼀座建成于公元十七世纪的神龛 
(内部摆放着圣母玛利亚和天使塑像) 和⼀
座由路易吉·卡涅拉修建的新古典主义⼩神
庙。但是, 花园最为称赞的是⽣长的各类树

种 - 包括郁金香树、三叶橙、阿特拉斯雪松
和粉红色的马栗树, 尽管距离米兰⼤都市的中
⼼仅几步之遥, 但是和平与安宁的感觉仍注入
其中。由于花园的规模有限, 因此很快就可
参观完毕。但我们建议的是: 坐在长椅上, 让
⾃⼰享受几分钟休息的愉快感觉并欣赏花园
的美丽。

瓜斯塔拉花园 
 米兰

⼽伊托

米兰

Strada Bertone Colarina, ⼽伊托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39155020, 开放时间: 3月 (时间不定) 至10月, 时间不定; 门票: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didattica@parcodelmincio.it 
parcodelmincio.it

我们现在位于曼托瓦省的⼽伊托, 这⾥曾是
德·贝尔托内家族资产的延伸地域, 毗邻贡萨
加⼩城。公园几易其主后, 被德·阿尔克家族
收购并于公元19世纪末建造了家族的夏季住
宅 (包括庄园别墅、多间客房和马厩)。
如今, 在公园内的⼀片森林、⼀片池塘和诸多
的⼩径中, 参观者可以充分享受根据英式浪漫
花园的品味培育的丰富植被, 以及正如公园十
九世纪的时尚⼀样, 除当地植物之外的外来物
种。这片绿色区域的⼀个独特特征, 体现在因
重新引入白鹳群落⽽设⽴的⼀座中⼼内。
中⼼内栖息着这种优秀鸟类的稳定群落, 

它们先在⼤鸟舍内⽣活, ⽽后重归⼤⾃然。
在多数情况下, 回归⼤⾃然的白鹳更喜欢在
公园内定居, 这⼀点从树顶上的巨⼤巢穴中即
可看出。

贝尔托内公园
 ⼽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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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so Magenta 65, 米兰 
电话: +39 02 481615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9:00-17:30; 门票: 付费参观;
info@vignadileonardo.com
vignadileonardo.com

Via Brera 28, 米兰 
电话: +39 02 50314683 - +39 335 6474184,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8月份不定期关闭,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
ortobotanicodibrera@unimi.it
ortibotanici.unimi.it

1919年, 建筑师波尔塔卢皮开始对位于恩宠圣
母圣殿内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前方的阿
特拉尼故居进⾏修复。⽽在同⼀时期, 另⼀位
建筑师, 研究达芬奇的伟⼤历史学家卢卡·贝尔
特拉米发现了⼀处曾经位于故居花园内, 由公
爵鲁多维科赠送给达芬奇的葡萄园。
当这位建筑师进⾏检查时, 发现葡萄园仍奇迹
般地完好⽆损。然⽽, 后来令⼈⽣疑的城市规
划和⼀场⽕灾将其彻底摧毁。
等到米兰世博会举办的2015年, 波尔塔卢皮基
金会和故居的主⼈开展的⼀项工程恢复了藤蔓
和⾏列, 使葡萄园在原地重⽣。

在今天, 莱昂纳多葡萄园和阿特拉尼故居已⾯
向公众开放。不难想象的是, 受到公爵鲁多维
科.弗朗切斯克的委托, 在圣殿中绘制《最后
的晚餐》的达芬奇在恩宠圣母圣殿⼀天的工
作结束, 即会在花园⾥徘徊, 检查葡萄藤的⽣
长状态。

莱昂纳多葡萄园 
 米兰

植物园位于布雷拉宫内，是米兰市中⼼⼀片宁
静的绿洲。从建筑的角度来看, 这座植物园意
义颇重: 依照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丽莎的命
令, 植物园于公元1774年建⽴, 五千平方米的
⾯积上⽣长有三百多种植物。
两棵辉煌的树木: 欧洲最古老的银杏, ⼀棵罕
见的高加索坚果树, 四十米高的雄伟椴树, 
以及⼀座据传由皮埃尔马⾥尼建造的温室和公
元十八世纪的水塘 (⽣长有鸢尾花和睡莲) 
是植物园最具吸引⼒的景点。
此外, 花坛中还种植着药⽤植物, 蔬菜以及与
荷兰西尔格姆国际球茎花卉中⼼合作开发的⼀

系列球茎类植物。⾃2005年以来, 植物园与毗
邻的天⽂观测台 (亦于特蕾莎时代建成) 共同
成为国⽴米兰⼤学管理的“天⽂博物馆 - 布雷
拉植物园”的组成部分。千万不要错过在米兰
设计周期间参观植物园: 在Fuorisalone活动举
办之际, 植物园因活动和吸引⼈的装置艺术品
⽽更显活⼒。

布雷拉植物园
 米兰

米兰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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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泰拉佐⼩镇, Via Fametta 1, 博拉泰 (米兰) 
电话: +39 393 8680934,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 周日10:30至18:30。门票: 付费参观;
info@villaarconati.it
villaarconati-far.it

Via Mozart 14, 米兰  (受限)
电话: +39 02 7634012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庄园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花园可免费参观； 
fainecchi@fondoambiente.it
visitfai.it/villanecchi

让年轻⼀代更好地了解这座⽆价的历史、
艺术和建筑遗产, 要得益于⼀个规模宏⼤的项
⽬。这个项⽬旨在使其成为米兰⼤都市内的
⼀座艺术和⽂化⽣产中⼼。各路评论家将阿
尔克纳提庄园誉为意⼤利的“凡尔赛宫”。
这是⼀处欢乐的景点, 曾作为监测地域的前
哨站。经过数十年的废弃后, 最终在20世纪
80年代末的家具和室内所有物品的拍卖⽽
重回巅峰。延伸至格洛阿内公园的阿尔克纳
提庄园⽬前是奥古斯都·兰奇⾥奥基金会的
所在地。除了主楼外, 构成庄园的景点还包
括⼩镇、森林、农业⽤地和圣.古⾥埃默教

堂。2015年, 庄园才重新向公众开放。
⾃1989年以来, 庄园成为著名的Villa 
Arconati音乐节举办地, 国际知名艺术家在此
举办音乐会和其他⽂化活动 (例如现已进入第
四季的“Terraforma”), 艺术和环境可持续性
的实验亦在此展开。

阿尔克纳提庄园
 博拉泰

了解米兰的⼈, ⾃然知道这座城市中那些永远
不可预测的美丽往往处于隐藏状态, ⽽且几乎
隐藏在⼼不在焉的游客和匆匆路过的本地居民
眼前。具有这⼀特质的可能正是内奇.坎皮⾥
奥庄园。这是⼀座真正“隐藏”的艺术和建筑宝
藏, 地处莫扎特⼤街, 距离米兰多摩⼤教堂仅几
步之遥。由安吉罗·坎皮⾥奥委托的建筑师波
尔塔卢皮于1932年至1935年间完成了庄园的
建造。这座华丽的庄园将为我们带来由当时富
裕⽽勤奋的米兰资产阶级发掘, 但因建筑师托
马索.布兹于二战后为其赋予古典和传统格调⽽
逐渐被“稀释”的完美和现代 (当时那个时代)风

格。2001年, 内奇姐妹将庄园赠予意⼤利环境
基金会, 今天的庄园已对游客完全开放。
除了原有的家具外, 庄园还收藏有两套系列艺
术品: ⼀套是来⾃阿⾥吉耶罗·德·米凯利创作
的共计130件公元十八世纪杰作, 另⼀套则以克
劳迪娅·詹·费拉⾥的前卫艺术作品为核⼼。

内奇.坎皮里奥庄园
 米兰

博拉泰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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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o Vittorio Veneto 12, 拉伊纳泰 (米兰)  (受限)
电话: +39 339 3942466, 开放时间: 5月至10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segreteria@villalittalainate.it
villalittalainate.it

Via Dante Alighieri 2, 贝尔乔伊奥索 (帕维亚) 
电话: +39 0382 970525, 开放时间: 仅在活动期间开放, 10:00-20:00, 具体请参照活动安排;
门票: 付费参观
info@belgioioso.it
belgioioso.it

马赛克、雕像、壁画、喷泉和水景: 丽塔庄园
内的别墅是伦巴第贵族度假豪宅的最佳典范之
⼀。庄园别墅在伯爵皮罗⼀世.维斯康蒂.博罗 
梅奥的授意下, 由当时最好的工匠于公元十六
至十七世纪之间建造⽽成。
工程的结果⾃然令⼈惊叹, 让⼈回想起水神庙
的结构, 因⽽被⼴泛认为是同类建筑中的最佳
典范, 这要得益于其上辉煌的装饰和⾮常罕见
的水流变换。因为今日的技术就模仿了这⼀旧
时代由喷泉驱动的复杂水压系统。庄园的花园
和维祖拉剧院均具有极⼤的影响⼒。
前者由温室、喷泉、灌溉水道以及300余棵

鹅耳枥组成的长廊 (长度800米，宽度和高度
均为4米) 构成, 于2016年被授予“意⼤利最美
丽公园”的称号, 后者则是⼀座天然的音乐和
戏剧舞台。在今天, 庄园及其花园内的⽂化活
动日程⾮常丰富, 包括表演、工坊、艺术和装
置展览。

博罗梅奥.丽塔子爵庄园
 拉伊纳泰

贝尔乔伊奥索城堡地处同名⼩镇, 很⼤可能是
由詹.加莱阿佐建造于公元十四世纪, ⽽且他
因为⾮常热爱⼦爵封地⽽在这⾥常住。
在今天, 这座城堡散发着⼀座贵族住宅应有的
高贵魅⼒, 以及伦巴第宫廷的良好品味和富
饶。数易其手后, 城堡于公元十七世纪末在
唐·安东尼奥·巴⽐亚诺的引领下接受了深度
的改建和扩建。这位建筑师还点缀了花园并
对温室进⾏了重建。
如今, 这座包含⼀片⾮凡新古典主义花园的
华丽庄园，是众多⽐赛、节日和聚会活动的
举办地, 每年吸引着来⾃意⼤利各地的游客参

与诸如Parole Nel Tempo (⼩型出版商展览) 
、Officinalia (有机、⽣物动⼒和城市⽣态食
品) 、Armonia (整体保健) 、Taiji Festival 
(太极拳) 和Next Vintage (复古展览) 等体现
经典聚会和节日特色的活动。

贝尔乔伊奥索城堡
 贝尔乔伊奥索

拉伊纳泰
贝尔乔伊奥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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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zzi Superiore区域, 科瓦石山峰, 罗马涅塞 (帕维亚) 
电话: +39 0383 597865, 开放时间: 4月1日至9月30日, 周二至周日10:00-18:00 (连续开放); 
门票: 付费参观; 可提供导游服务, 但需提前预约provincia.pv.it

Via S. Epifanio 14, 帕维亚  (受限)
电话: +39 0382 984848, 开放时间: 周六和周日关闭,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
orto.botanico@unipv.it curatoreortobotanico@gmail.com
unipv.it/orto1773

科瓦石山地植物园位于“Sassi-Pietra 
Corva”市级重要景点的核⼼区域, 由安东尼
奥·李德拉博士于1967年设计并培植。
博士本⼈是⼀位对植物学有着极⼤热情的兽
医, 他的设想是在同⼀个地点, 培育那些⾃⼰
多次前往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脉、⽐利牛
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高加索山脉、安第
斯山脉以及喜马拉雅山脉旅游⽽观察到的高
山植物群。他最终选择的区域位于科瓦石高
山斜坡上, 海拔950米。
植物园是北亚平宁山脉研究中⼼的所在地。
后者是传播科学⼀座重要基地以及保护、保

存和研究这片独特区域内⽣物多样性的知名
中⼼。

科瓦石山地植物园
 罗马涅塞

帕维亚植物园于公元十八世纪末因学习和研
究⽬的⽽设⽴,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战和战后
的艰难岁月。隶属于国⽴帕维亚⼤学的这座
植物园内植被覆盖的⾯积约为2公顷, 栖息着
⾮常丰富的物种, 参观植物园对于未提前了解
的公众来说, 也是⼀次⾮常有趣的探索活动。
整体参观的体验很难描述, 但是参观者可以欣
赏到壮观的异国和本土标本。
园内的“兰花温室”和“托马塞利热带温室”绝
对不容错过: 前者内藏来⾃美洲和亚洲⼤陆的
物种, 后者建于1974年, 内藏精彩的标本和真
正的色彩, 散发着满满的香氛。

最后, 在游览植物园期间, ⼀定要前往参观⼀
棵于植物园成⽴时种下的⼀棵梧桐树, 迄今已
⽣长了两个世纪且形态巨⼤。

帕维亚植物园 
 帕维亚

罗马涅塞

帕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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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Giacinto Sertorelli, 博尔米奥 (桑得⾥奥)
电话: +39 0342 900855, 开放时间: 7月至9月,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
giardino.rezia@stelviopark.it 
stelviopark.it

Via Salis 3, 蒂拉诺 (桑得⾥奥) 
电话: +39 340 0640653,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 周⼀至周六, 10:00-15:30; 团体须提前预订;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info@palazzosalis.com 
palazzosalis.com

雷齐亚高山植物园于1979年设⽴, 
是意⼤利“最年轻”的⼀座植物园。植物园地
处博尔米奥以北, 雷伊特山脚下海拔1500米
处, 距离斯泰尔维奥⾃然公园很近。
此处种植的2500余种植被的 占地⾯积约
15000平方米, 分为四个宏观区域: 斯泰尔维
奥⾃然公园植物群、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阿尔
卑斯山区物种, 以及北极和南极物种。 
除了植物领域的专家之外, 植物园⾮常受摄影
爱好者和有孩⼦的家庭欢迎, 因为他们有机会
接近⾃然界的奇迹并学会保护环境。
此外, 植物园还是科学传播的可靠源头和学校

教学的有效补充, 亦因稀有物种的收集、保护
和培育项⽬⽽备受赞誉。

雷齐亚高山植物园 
 博尔米奥

位于蒂拉诺的塞尔托⾥·萨利斯伯爵宫是特利
纳山谷区域内最重要的宫殿之⼀。
建成于公园十六世纪的宫殿由四座已有的贵
族住宅组合⽽成, 今天已成为⼀座⾮常有价值
的故居博物馆, 内藏珍贵的装饰、壁画和古老
的家具。特别值得⼀提的是博物馆内蜿蜒贯
穿十间⼤厅的⼀条参观环线: 萨隆切洛⼤厅尤
为突出, 其拱形的天花板上绘制的壁画采⽤了
视觉陷阱的技法。数个世纪的时间中, 这座⼤
厅是整个特利纳山谷区域内政治和宗教⼒量
代表的聚会地。
最后要提到的是萨利斯宫⾮凡的意式花园。

这⼀类型的花园在高山环境中⾮常罕见, 
构成四个方形迷宫的⼀片黄杨林, ⽆数的果树
和高耸的黎巴嫩雪松, “陪伴”有着两百余年沧
桑历史的宫殿。萨利斯宫辉煌的⼤厅内⽬前
⽤于举办展览、节日活动以及⽂化、美食和
葡萄酒聚会活动。

萨利斯宫
 蒂拉诺

蒂拉诺博尔米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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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罗斯托区域, via del Palazzo Vertemate, 皮乌罗（桑得⾥奥) 
电话: +39 0343 37485, 开放时间: 3月至11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consorzioturistico@valchiavenna.com 
palazzovertemate.it

Via Luigi Sacco 5,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25511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
comune.varese.it
varesecittagiardino.it

维特马特.弗朗奇宫⽆疑是公元十六世纪最迷
⼈的伦巴第豪宅之⼀。
整座建筑拥有优雅⽽清晰的线条, 内部有诸多
带您参观的丰富装饰。维特马特.弗朗奇宫由
两个商⼈兄弟联手建成。
虽是⼀个郊区住宅, 但其设计和建造均都充分
利⽤了各种工艺; 不幸的是; 其建筑师、室内
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名字都已随着时间⽽被遗
忘, 但是参观宫殿内部, 即可重构⼀幅两兄弟
打算追求的奢华和美丽的场景, 这些特色在木
星和水星两座⼤厅、朱诺的雕像、珀尔修斯
⼤厅 (光彩夺⽬的壁画拱顶、装饰华丽且图案

各不相同的木制天花板) 内即得到了印证。
最后的提示: 宫殿内举办丰富的⽂化活动, 
其中⼀些活动在可以俯瞰葡萄园的宏伟天台
上进⾏。

维特马特.弗朗奇宫
 皮乌罗

埃斯滕塞宫及其奇妙花园的历史源于“⼀见钟
情”: 据说, 摩德纳公爵和伦巴第奥地利统治
区的执政官弗朗切斯克三世·德斯特都十分热
爱美丽的瓦雷泽, ⽽且都向奥地利女皇玛丽
亚.特雷莎要求使其成为⾃⼰的封地。
从那时起, 历史写下新的⼀页: 埃斯滕塞宫⾸
先由公爵购得并委托建筑师⽐安奇进⾏了修
复, 使其成为⾃⼰的夏宫。
宫殿后方的⼀座花园采⽤了意式和法式风格, 
其灵感源⾃奥地利皇家住宅美泉宫的公园。
花园的主要特色体现在花坛中起伏的花田和
茎杆低矮的植物, 以及内部的⼀座⼤型中央喷

泉。如今，埃斯滕塞宫所在的地域是⼀片公
园, 与米拉博罗庄园的花园直接相连, 每天都
吸引着数以百计的游客前来欣赏美景。

埃斯滕塞宫的花园 
 瓦雷泽

皮乌罗
瓦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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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G.B. Vico,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281590 - +39 334968711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 
comune.varese.it
varesecittagiardino.it

Viale Cicogna 8, ⽐苏斯基奥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471134, 开放时间. 3月 (时间不定) 至10月, 周日9:30至12:00,14:30和19:0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info@villacicognamozzoni.it
villacicognamozzoni.it

托普利兹庄园是⼀座华丽的折衷主义风格住
宅, 位于圣山脚下的圣.安布罗乔镇。
庄园的名字源于波兰裔银⾏家朱塞佩·托普利
兹。他于1914年接手庄园, 对其进⾏改扩建的
同时, 重点关注了庄园的花园, 在斑岩构成的
石阶上引入了瀑布和喷泉的水流变换。
花园⽬前的占地⾯积为8公顷, 是多年来历经
各种工程后的成果。
⽽且得益于这些工程的影响, 花园与庄园别墅
⼀样体现出折衷主义风格。尤其要提到的是, 
水槽和喷泉的几何形状的灵感, 源⾃托普利兹
之妻多次游览且⾮常钟意的位于远东地区的

东方花园。宫殿的建筑群由瓦雷泽市政府接
手后, 今天⾯向公众开放, 也成为众多游客的
⽬的地, 栖息于此的动物包括斑点啄木鸟、
绿啄木鸟和松鼠。

托普利兹庄园的花园
 瓦雷泽

奇科涅.莫佐尼庄园是伦巴第⽂艺复兴历史上
的⼀颗“明珠”, 也是当地最著名的贵族度假
豪宅之⼀。⼀条宽阔的绿荫⼤道通往庄园所
在的⼴场: 多⽴克石柱 (由采掘⾃维吉乌的石
头制成) 
构成的拱廊内部敷设有红色斑岩地板, 
竖⽴在庭院的两侧, 与建筑本身形成了经典
的“U”字形态, U字的开口处即是⼀座景观⾮
凡的意式花园。在今天, 庄园别墅恢复了其在
古代的魅⼒, 为参观者展现位于高墙内宽阔的
壁画⼤厅、宏伟的入口阶梯、华盖床和花格
平顶之间的⽣活场景。特别令⼈感兴趣的是

⼀座图书馆, 众多的江湖艺⼈曾在此为宾客弹
唱、起舞并朗诵诗歌, 纪念庄园的多位主⼈。
值得游客参观的还包括⼀间豪华的会客厅和
另⼀片绿地: 前者的内部有⼀座宏伟的壁炉, 
后者则占据了庄园的北侧, 俗称“秘密花园”。

弗朗奇宫奇科涅·莫佐尼庄园
 ⽐苏斯基奥

瓦雷泽 ⽐苏斯基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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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le Camillo Bozzolo 5, 卡萨尔祖伊尼奥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624136, 开放时间: 3月至11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童可参与此处举办的趣味活动;
faibozzolo@fondoambiente.it
visitfai.it/villadellaportabozzolo

Piazza Litta 1，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28396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10:00-18:00; 门票: 付费参观, 
⼉童可参与此处举办的趣味活动; 
faibiumo@fondoambiente.it
visitfai.it/villapanza

洛可可风格的视觉陷阱、拱顶和墙壁上的壁
画及巴洛克风格的装饰: 我们⽬前位于伦巴第
⼤区内景观最为出名的“美食庄园”之⼀-波尔
塔·博佐洛庄园内, 其建造初衷是确保所有者
在此度过愉快的休闲和娱乐时光。
庄园体现出经典的“U”字形态, ⾯朝⼀座荣誉
庭院, 代表着对美感追求的建筑物将会让参观
者惊叹不已。在中央⼤厅和贵族楼层的画廊
中, 参观者可以欣赏到萨尔维奥内和波索两位
米兰画家于公元十八世纪在伦巴第创作, 
意义最为重要的环形壁画。
庄园的花园也⾮常引⼈注⽬, 由四座位于不同

高度的⼤型露台, 以及⼀条壮观的石头阶梯构
成。花园的另⼀个特色体现在类似“剧院”的
构型, 即由⼀湾鱼塘限定边界的⼀块落差很⼩
的巨⼤草地。庄园的管理工作⽬前由意⼤利
环境基金会负责。
基金会为了完善游客的参观体验, 使⽤同时代
的陈设替换了部分因丢失或被盗的家具。

波尔塔·博佐洛庄园
 卡萨尔祖伊尼奥

马尔凯⼈梅纳福利奥于公元十七世纪建成了
这座属于⾃⼰的度假庄园, ⽤于举办招待会
和庆祝活动。庞扎庄园在数次历经所有权变
更后, 于上世纪50年代找到了归宿: 热衷于当
代艺术的朱塞佩.庞扎.⽐乌默伯爵接手了这
座庄园。
庄园的别墅随后被改造为⼀座纯粹的艺术工
作室, 国际知名的画家和雕塑家入驻于此, 他
们⽤⼤量的环境和概念艺术作品装饰了别墅
的⼤厅和各个房间。
在今天, 别墅内收藏有超过100件作品, 与公
元十八至二十世纪之间的家具融为⼀体。

庄园⾃1996年赠予意⼤利环境基金会以来进
⾏了重组, 后于2001年⾯向公众开放: 从此时
起，庞庄庄园和于内部举办的诸多趣味满满
的当代艺术展接待了⽆数的参观者。

梅纳福利奥·丽塔·庞扎庄园 
 瓦雷泽

卡萨尔祖伊尼奥 瓦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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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的地下空间和筑有城堞的高墙，
教学游乐场和互动博物馆一定会让小
不点儿们倍感兴奋。

照片:

右图_ MUBA-⼉童博物馆

与孩子们共同散步
 旅⾏的灵感

如果您正在搜索伦巴第⼤区内的⽂化及旅游景
点, 寻找那些可以捕捉⼩不点⼉或青少年们的
注意⼒和好奇⼼, 且同时可以确保成⼈及其⼦
女获得几个⼩时的绝对乐趣和放松的⽬的地, 
那么伦巴第⼤区绝对不会让您患上“选择恐惧
症”。从已经为有孩⼦的家庭提供⼀系列游乐
项⽬的米兰出发, 距离城市圈⼀⼩时的距离内
就有诸多不同类型的⽬的地。
那么, 我们还是从米兰开始吧! 地处维托利亚
门⼈居区, 位于米兰⼤法院后方的贝萨纳环形
庄园内有⼀座改为俗⽤的⼩教堂 (封闭拱廊的
中⼼处曾是马焦雷医院的旧墓园), 其建筑空间
于2014年成为MUBA-⼉童博物馆的所在地。
这座专为⼉童设⽴的中⼼亦承办⼤量的展览、
娱乐和教育讲习班活动并设置有⼀片游乐区。
在威尼斯门花园 (以著名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
的名字命名) 内, 专门为带着孩⼦的家庭准备
了两处展现历史的景点: ⾃然历史市民博物馆 
和距离不远的天⽂馆。
前者长期展出古⽣物学领域的藏品和各种⾏星
的⽴体模型, 同时还引入了丰富的教学活动日
程; 后者则可以让孩⼦们了解天体形态并学习
如何并识别星星。在另⼀座城市绿肺“森皮奥
内公园中, 步⾏、⾃⾏车⽕灾草坪上踢球是⾮
常棒的选择。公园内有两处理想的景点可以
让您与孩⼦们共度数个⼩时的欢乐时光: 1.市
民水族馆, 展现海洋世界的形态、颜色和声音; 

2.宏伟的斯福尔扎城堡, 位于其中的埃及博物
馆和武器博物馆 (这两座博物馆深受部分游客
的喜爱且内部环境保存完好), 以及筑有城堞的
塔楼或地牢内的通道。
除此之外, 值得探访的还包括三座城市博物馆: 
1.考古学博物馆 (新的展览布局为⼉童专门设
计了⼀条游览线路); 2.⼉童三年展博物馆 
(⼀片让孩⼦们更接近设计世界的空间); 
3.获得“WOW尖叫⽬的地”称号的漫画博物
馆。距离米兰不远的科尔马诺⼩城内设⽴有⼉
童和玩具博物馆, 内部陈列着欧洲最重要的⼀
批玩具收藏。
在特莱维⾥奥⼩城, 设⽴了⼀座以探险为主题
的互动工坊 (位于科学博物馆内)。 对于那些
热衷于飞⾏或梦想成为飞机员的⼈士，名为
Volandia的飞⾏博物馆和公园 (位于瓦雷泽省
的索马伦巴多⼩城) 将引领他们深入了解航空
史。在克雷莫纳省的⾥沃尔塔-阿达⼩城, 
沿着树木繁茂的阿达河盘矗⽴着⼀座史前公

园, 三十种史前物种重现在娱乐和稍许恐怖的
氛围中。阿达河也是⼀条值得游客乘船漫游的
河流: 从特雷佐.阿达镇登船出发, 顺流⽽下即
可抵达科莫湖; 同样, 沿着马尔特萨那运河 
(连接阿达河和米兰城) 乘船⽽下, 游客们还可
以欣赏位于河畔的古建筑。 
对于年轻的体育爱好者来说, 利维涅⼩城为他
们准备了两座设施齐全的乐园: 
1.Mottolino Fun Mountain (冬季和夏季都很
受欢迎, 设置有⾃⾏车公园和落叶松公园 
(在前者内可参与⾃由式山地车骑⾏课程，
在后者内可以参与高海拔漫步活动); 
2.Carosello 3000 Livigno (⼀处⾮常受欢迎
的冬季滑雪胜地, 在夏季专⽤于跑步和山地⾃
⾏车骑⾏活动)。
对于越野爱好者，位于科莫省奇⽂纳⼩城的
冒险地域“丛林入侵者公园 ” (Jungle Raider 
Park) 是他们的不二之选, 内部设置了四条拉
索吊桥并放置着各种障碍物, ⾏动难度取决于

距离地⾯的高度。 
想要寻求古老历史情感的游客, 位于帕维亚波
河南区中⼼地带的扎瓦塔雷洛城堡是最佳的选
择。这⾥定期举办中世纪盛装游⾏活动, 
⽽且还为⼩不点⼉们准备了完整的教学和娱乐
活动日程。
当然, 这⾥也不乏令⼈毛骨悚然的传说: 
据传在死于妻⼦奇亚拉.斯福尔扎的彼得罗.维
尔梅伯爵的灵魂仍在城堡内徘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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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大区内的景观是国际电影大作
和艺术电影中的“主角”。

打板儿, 开拍!
 旅⾏的灵感

多年来, 这些景观“征服”了电影的构想。
米兰⼈创造的奇景不计其数, ⽽且在电影史上
留下了厚重的⼀页, ⽽且乡村和被废弃区域, 
以及湖畔旁边伟⼤的古宅和豪宅的出镜次数
与各省内的著名景点基本相同。
正是从这⾥开始, 诸多的贵族度假豪宅成为了
著名电影的拍摄地: 1932年, 美国导演埃德蒙
顿·古尔丁在同名的庄园内拍摄了电影《特雷
梅佐《⼤酒店》, 参演的好莱坞明星包括: 
埃德蒙顿·格莱塔·加尔波、约翰·巴⾥摩尔和
胡安·克劳福德。十年后的1942年, 马⾥奥·索
尔达蒂在气氛有点阴沉的普林尼亚娜庄园
(位于科莫湖畔的托尔诺⼩镇) 以福加扎罗同
名⼩说为剧本拍摄了《Malombra》。 
⾃2002年开始，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选择
入驻巴尔⽐亚内洛庄园 (位于莱诺⼩城, ⽬前
为意⼤利基金会所有=), 拍摄了史诗级电影《
星球⼤战》
第二部中阿纳金.斯凯沃齐与阿米达拉公主亲
密接吻的著名场景，使得科莫湖区的多座庄
园后来成为了国际知名⼤作的取景地。 
科莫湖也⽆数次出现在超级电影⼤作《瞒天
过海 》（2004年）的场景中。这部电影的导
演是史蒂⽂·索德伯格, 演员为布拉德·皮特、
马特·达蒙、朱莉娅·罗伯茨和凯瑟琳·泽塔琼
斯。他们在拍摄期间共同入住于电影同仁乔
治·克鲁尼所拥有的奥兰德拉庄园 (位于拉⾥
奥) 内。切尔诺⽐奥的多座庄园亦出现在电影
场景中: 由马伦·格⾥斯导演, 约翰·图尔图洛
和艾米丽·沃森主演的《La Partita》
(2001年) 在埃尔巴庄园中取景; ⽽理查德·厄
尔、利亚姆·尼森、劳拉·⾥尼和安东尼奥·班 
德拉斯主演的《怀疑的阴影》则以埃斯特庄
园为背景。1984年, 塞尔吉奥·莱昂即在梅尔
奇.厄⾥尔庄园 (位于贝拉吉奥) 内拍摄了
《美国往事》。庄园的全景也让罗伯特·德尼
罗⾮常着迷。 

美丽的湖畔村庄瓦雷纳和毗邻的修道堂庄
园，是安东尼奥.阿尔巴内塞执导的⼀喜剧片
《Uomo d’acqua dolce》(1996年) 的电影场
景。两年前的1994年, 精彩的喜剧《像两条
鳄鱼》(导演为贾科莫·坎皮奥蒂, 演员为詹卡
洛·贾尼尼、法布⾥齐奥·本迪沃⾥奥和瓦雷
莉亚·格⾥诺) 中的多数场景于莱科省内的列
尔纳⼩镇拍摄。 
继续前往伦巴第的其他地域: 帕维亚老城区
中⼼及其塔楼、⼤学的校园和科佩尔托廊桥
是还原尼古拉·果⼽理形象的故事片《⼤衣》 
(1952年, 导演: 阿尔贝托·拉图阿达, 演员: 雷
纳托·拉谢尔) 的取景地; 其他在此取景的电影
包括⽂艺片《恐惧和爱》(1988年) 、根据安
东.切科夫的同名⼩说改编的《三姐妹》
(由玛格丽特·冯.特罗塔执导, 主演为法尼·阿
尔丹特、格莱塔·斯卡奇和瓦雷莉亚·格⾥诺) 
和音乐剧《爱的魅影》(1981年, 演员为蒂诺·
⾥希、马尔切罗·马斯特罗依亚尼和罗米·施

耐德）。距离此地不远的提契诺树林和农舍
中, 马尔切罗·马斯特罗依亚尼和索菲亚·劳伦
还⼀起主演了维托⾥奥·德·西卡执导的《向
日葵》，其中的部分场景于贝雷瓜尔多的趸
船浮桥上拍摄。
曼托瓦的托雷-奥利奥村庄内建有另⼀座趸
船浮桥, 出现卢奇亚诺·理加布埃执导的电影
《Radiofreccia》(1988) 的数个镜头中。位
于克雷莫纳城中⼼的主教教堂、托拉佐塔楼、
阿仁伽⾥奥宫是《La Febbre》(2004年, 
导演为亚利桑德罗·阿拉特⾥, 演员为法⽐奥·
沃罗和维拉利亚·索拉⾥诺) 和《La cura del 
Gorilla》(2006年, 导演和作家桑德洛内·达奇
尔⾥) 两部电影的拍摄场景。
在曼托瓦城堡和松奇诺⼩镇在电影
《Il mestiere delle armi》(2001年, 导演: 
厄尔马诺·奥尔米) 中出镜。2009年, 厄尔马
诺·奥尔米专门为特利纳山谷区域内的古老葡
萄园及酒庄拍摄了⼀部充满热情的纪录片

《葡萄酒悬崖》。 1938年⾃杀的米兰诗⼈兼
摄影师安东尼娅·波齐的独特⼈格是两部纪录
片（《Poesia che mi guardi》，2009年; 
《Il cielo in me》，2014年) 和⼀部传记电影
（《Antonia》，2016年) 的拍摄灵感。
拍摄工作于萨西纳山谷区域内的帕斯图罗⼩
镇拍摄，波奇家族在这⾥拥有⼀座夏季住宅。

照片:

右图_  巴尔⽐亚内洛庄园前
的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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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i, Ville
e Giardini
#inLombardia

Destinazione WOW!
#inLombardia

Cammini
#inLombardia

Cult City
#inLombardia

inBici
#inLombardia

Lifestyle
#inLombardia

Sapore
#inLombardia

Natura
#inLombardia

Relax & Wellness
#inLombardia

收藏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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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加莫及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的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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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庄园和花园 #inLombardia
 其他迷⼈的景点

城堡

贝加莫

卡瓦尔纳⼽城堡  (受限)
via Castello di Cavernago 1, 卡瓦尔纳⼽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840024, 开放时间: 仅限预约, 举
办活动期间需付费参观。residenzedepoca.it/
matrimoni/s/location/castello_di_cavernago

科莱尼城堡 
Piazza B. Colleoni 1, 索尔扎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4948138, 开放时间: 4月至9月, 
每月的最后⼀个星期日; 营业时间: 15:30-18:00, 
仅限跟随导游免费参观; 
info@castellocolleoni.it 
castellocolleoni.it

卡雷皮奥伯爵城堡 
Via Conti Calepio 22, 卡斯特利·卡雷皮奥 (贝加莫)  
电话: +39 331753 1149,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日
为15:00-18:3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castello@fondazioneconticalepio.it
fondazioneconticalepio.it

格鲁梅洛城堡 
via Fosse 11, 格鲁梅洛德尔蒙泰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4420817 - +39 3483036243,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
请; info@castellodigrumello.it. 
castellodigrumello.it

卢拉诺城堡  (受限)
Via Mazzini 13, 卢拉诺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800530-717, 开放时间: 仅在举办
活动时开放; info@associazionegiovanniseccosuardo.it
pianuradascoprire.it/cultura/il-castello-di-lurano-198

苏尔迪城堡 
Via degli Asini 6, ⽐安扎诺 (贝加莫) 
电话: +39 039 380374 - 3483515018, 
开放时间: 7月至8月, 周四和周六导游参观至17:3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cortedeisuardo.com

⼦爵城堡 
Via Vittorio Emanuele II 36/A, Brignano Gera 
d’Adda (贝加莫); 电话: +39 0363 815011, 开放时
间: 全年开放, 每月第⼀个周日的14:30-17:00; 
门票: 付费参观; 
proloco@comune.brignano.bg.it 
comune.brignano.bg.it

帕加扎诺⼦爵城堡   (受限)
Piazza Castello 1, 帕加扎诺 (贝加莫) 
电话: +39 0363 814629 - +39 3291923261, 
开放时间: 3月至6月和9月至11月, 每月的第1个和第
3个周日, 10:00-18:30; 门票: 付费参观;
info.castello@comune.pagazzano.bg.it
castellodipagazzano.it

乌尔涅诺要塞 
Via Rocca, 乌尔涅诺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4871519, 开放时间: 庭院和公园全
年开放, 9:00-21:00, 举办活动和表演期间开放时
间不定; 门票: 庭院和公园免费; 要塞仅限团体或特
殊开放日期间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同时适⽤于个⼈); 
cultura@urgnano.eu
urgnanoturistica.it

布雷西亚

博诺利斯城堡 
Piazza S. Maria 36, 蒙蒂基亚⾥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650455,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

周六15:00-19:00, 周日10:00-12:00和15:00-19:0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montichiarimusei.it

博尔纳托城堡和奥兰多庄园  (受限)
博尔纳托区域Via Castello 24, Cazzago San 
Martino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725006 - 339 
1667402,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日10:00-12:00
和14:30-18:0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castellodibornato.com

布雷诺城堡 
Piazza Gen. Ronchi, 布雷诺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4 22970 - 0364 322623 - 333 
4505194, 开放时间: 4月-9月, 开放时间不固定; 
门票: 付费参观。
prolocobreno.info

克鲁萨内卡尔玛涅拉城堡 
克鲁撒内区域, Via Castello 1, 伊赛奥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89019, 开放时间: 12月至次年10月; 
门票: 可申请跟随导游免票参观。 
rosmunda.it

德洛城堡  (受限)
Via Roma 71, 德洛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420765550, 开放时间: 仅在举办活动
时开放。

格尔佐内城堡  (受限)
格尔佐内区域Vicolo della Foresta 8, Darfo Boario 
Terme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484595374, 
开放时间: 仅限预约; 门票: 收费参观。
lontanoverde.it

奥尔多弗雷迪城堡 
Peschiera Maraglio, 伊索拉山岛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283177915 - 030 9825294, 
开放时间: 需预约; 门票: 免费参观。
oldofrediresidence.it

帕登格城堡 
Via Castello 1, 加尔达湖畔帕登格镇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908889, 开放时间: 仅在举办活动
时开放。 
comune.padenghesulgarda.bs.it

波尔沛纳扎城堡 
Piazza Biolchi, Polpenazze del Garda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674012, 开放时间: 高墙区域全年
开放, 0:00-24:00; 门票: 高墙区域和主塔提前预约
后免费参观。
lagodigarda.it/Castello-di-Polpenazze-del-
Garda/1103-82-1.html

博尔特塞城堡  
博尔特塞区域Via C. Ciano, San Felice del Benaco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62541, 
开放时间: 仅可在活动期间参观外部区域。 
comune.sanfelicedelbenaco.bs.it

普艾涅格城堡  
Piazza Beato Don Baldo, Puegnago del Garda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55531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0:00-24:00; 门票: 免费。 
comune.puegnagodelgarda.bs.it

奎斯蒂尼城堡  (受限)
via Sopramura 3/A, 洛瓦托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208519177, 开放时间: 5月至6月, 
星期日和节假日11:00-16: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
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castelloquistini.com

索亚诺城堡 
Via Castello, Soiano del Lago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337733577, 营业时间: 6月至8月(9月
时间不定), 周五至周日19:00-21:00, 根据活动日程
可能出现变化; 门票: 免费。
prolocosoianodellago.it

国民城堡和塔楼 
Via Torre del Popolo, Palazzolo sull’Oglio (布雷西
亚) 电话: +39 030 7405522, 开放时间: 城堡庭院
全年开放, 塔楼、通道和地下空间开放时间基于活
动日程; 门票: 城堡庭院免费参观; 塔楼、通道和地
下空间: 仅限活动期间或预约后跟随导游免费参观。 
comune.palazzolosulloglio.bs.it

Palazzo Torri, Corte Franca  (受限)
Nigoline区域Via S. Eufemia 5, Corte Franca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826200 - +39 
3355467191,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palazzotorri.it

安福要塞 
SS237, 安福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83224, 
开放时间: 5月至9月; 开放时间: 周六至周日;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roccadanfo.eu

威内托⼦爵要塞  
Via Rocca 2, Lonato del Garda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13006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fondazioneugodacomo.it
 
科莫

巴拉德罗城堡 
Via Castel Baradello, 科莫 电话:  +39 031 211131, 
开放时间: 6月至9月, 周日和 节假日10:00-17:3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spinaverde.it

克雷莫纳

圣洛伦佐·德·皮琴纳迪城堡 
San Lorenzo de’Picenardi区域Via Verdi 25, 
Torre de’Picenardi (克雷莫纳), 
电话: +39 0375 395012 - +39 3356931143, 

标志对照

 餐饮 

110余处历史古迹和景点。 
等待着您莅临并探索的古迹和建筑珍宝。 
标志对照

 活动（展览和演出）  残疾⼈设施  盲⼈设施 

本手册中的所有信息在印刷前经过更新, 但是鉴于景点开放条件和残疾⼈便利设施可能出现变化, 导致个别情
况下他们的参观旅程可能受限, 建议您在安排⾏程之前联络景点获得详情。



78 79

开放: 仅限活动期间和预约后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castellosanlorenzo.it

奥斯特罗城堡 Mina della Scala  (受限)
Via Eugenio Montale 6, Casteldidone (克雷莫纳) 
电话: +39 3476098163 - +39 3490599041, 
营业时间: 4月至10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仅
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ostellocastellominadellascala.com

莱科

克雷诺·普利尼奥城堡 
Corenno Plinio, Dervio (莱科) 
电话: +39 0341 804113, 开放时间: 5月至9月, 
每月第⼀个星期六; 门票: 免费参观。
建议提前预约; 
biblioteca@comune.dervio.lc.it
dervio.org

⽆名要塞
瓦莱塔区域Via Don Morazzone, Vercurago (莱科) 
电话: +39 0341 420525,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 
santuario@somaschi.org
santuariosangirolamo.org

奥雷西亚城堡的塔楼 
Castello区域, Dervio (莱科) 
电话: +39 0341 804450 - +39 340 0727285, 
开放时间: 5月-9月, 周六-周日10:30-12:30和
14:30-17:30; 门票: 塔楼需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vicepresidente.proloco.dervio@outlook.it
dervio.org

俗名“巴巴罗萨”的马佳纳塔楼 
马佳纳区域, Via della Torre di Federico 2, 
Mandello del Lario (莱科), ù电话: +39 0341 
732912 - +39 339 7391647 
开放时间: 4月至9月; 开放时间: 周日10:00-12:00; 
门票: 免费，免票参观需申请; 
museotorremaggiana@gmail.com
prolocolario.it
  
⼦爵塔 
Piazza XX Settembre, 莱科 
电话: +39 0341 282396, 开放时间: 除8月、周⼀和
主要节假日外全年开放 
segreteria.museo@comune.lecco.it musei lecco.org

曼托瓦

斯蒂维尔雷城堡 
Via S. Carlo Borromeo 1, 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638037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日10:00-12:00和
15:00-18:0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gardasistemaculturale.it/result.asp?id=216

蒙扎巴诺城堡  
Via Castello 30, 蒙扎巴诺 (蒙扎) 
电话: +39 0376 800502, 开放时间: 5月至8月, 
15:30-19: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免费参观。
monzambano.gov.it

明乔河畔彭蒂城堡  
Via Castello, Ponti Sul Mincio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813351,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comune.pontisulmincio.mn.it

威尼斯古堡   (受限) 
Via Tione 8, Villimpenta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667508, 开放时间: 5月-9月, 周六
17:30-19:30, 周日10:30-15:00; 门票: 活动期间和预
约后免费参观。
castelloscaligerovillimpenta.it 

贡萨加宫 (Volta Mantovana)   (受限)
Via Beata Paola Montaldi 15, Volta Mantovana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803114, 开放时间: 全年
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enotecagonzaga.com

得特宫   (受限)
Viale Te 13,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323266,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museicivici.mn.it 

索尔费⾥诺要塞  
Via Vicinale del Castello, 索尔费⾥诺 (曼托瓦) 
电话: +39 3487303150 - +39 3804187911, 
开放时间: 3月至9月, 周二至周日9:00-12:30和
14:30-18:3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prolocosolferino.it

苏萨拉塔楼  (受限) 
Piazza Castello 1, Suzzara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5131 - +39 3333 759171, 
开放时间: 根据活动日程变化; 门票: 活动期间免费, 
免票参观需申请。
comune.suzzara.mn.it

阿瑞吉庄园 
Castellaro Lagusello区域Via Castello 66, 
Monzambano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88855,  
时间: 3月至12月; 开放时间: 周六至周日10:30-
13:30和15:00-19:3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monzambano.gov.it

米兰

博罗梅奥·阿达城堡 
Piazza G. Perrucchetti 3, Cassano d’Ada (米兰) 
电话: +39 0363 360221, 开放时间: 仅在举办活动
时开放。

美第奇奥城堡  
Piazza Vittoria 10, 梅莱尼亚诺 (米兰) 
电话: +39 02 982081, 开放时间: 3-6月和9-10月; 
开放时间: 随季节变更;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
需申请。
prolocomelegnano.it

圣科伦巴诺兰布罗城堡  (受限)
Via Ricetto, San Colombano al Lambro (米兰) 
电话: +39 3292165986 - +39 3332930003, 
开放时间: 4-7月和9-10月, 16:00; 门票: 仅限跟随
导游付费参观。
visitasancolombano.com

阿彼亚特格拉索⼦爵城堡 
Piazza Castello 9, 阿彼亚特格拉索 (米兰) 
电话: +39 02 94692458,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8月的第二周和第三周关闭), 时间不定; 门票: 免
费。comune.abbiategrasso.mi.it

库萨格⼦爵城堡 
Piazza Soncino, Cusago (米兰)
电话: +39 02 901661 - +39 3493108542, 
已暂时关闭。prolococusago.org 

⼦爵城堡 Trezzo sull’Adda  (受限)
Via Valverde 33, Trezzo sull’Adda (米兰) 
电话: +39 02 9092569, 开放时间: 3月至9月, 周日
和节假日15:00-18:00;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
申请。prolocotrezzo.com

帕维亚

贝卡利亚.丽塔城堡 
Piazza Castello, Gambolò (帕维亚) 
电话: +39 0381 938256, 开放时间: 9月-6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archeolomellina.altervista.org 
lomellina.org/territorio/musei

贝雷瓜尔多城堡 
Via Castello 2, Bereguardo (帕维亚) 
电话: +39 0382 930362, 开放时间: 仅限预约。
comune.bereguardo.pv.it

科佐城堡  (受限) 
Via G. Marconi 13, 科佐 (帕维亚) 
电话: +39 3331840870, 开放时间: 仅限预约。 
agriturismoalcastellodicozzo.it

拉迪拉⼽城堡 
Via F.lli Zoncada, Lardirago (帕维亚) 
电话: +39 0382 3786217,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门票: 免费, 仅限预约。
collegio.ghislieri.it 

洛美洛城堡 
Piazza Castello 1, Lomello (帕维亚) 
电话: +39 0384 85005, 开放时间: 4-6月和9-10
月, 周日15:00-18: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prolocolomello.blogspot.it

马拉斯皮纳城堡  (受限) 
Piazza Umberto I, Varzi (帕维亚)
电话: +39 347 2621747, 开放时间: 仅限跟随导游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castellodivarzi.com

蒙特塞盖尔城堡  (受限) 
Castello区域Piazza del Municipio, Montesegale 
(帕维亚) 电话: +39 0383 99030, 开放时间: 视
活动日程⽽定; 门票: 活动和展览期间免费参观。 
comune.montesegale.pv.it

莫尔尼科城堡  (受限)
Via C. Bevilacqua 2, Mornico Losana (帕维亚) 
电话: +39 3920502526, 开放时间: 仅限举办活动
期间。castellodimornico.it

奥拉马拉城堡 
Oramala区域Val di Nizza (帕维亚) 
电话: +39 3496431041, 开放时间: 6-10月, 
周日15:00-17: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spinofiorito.com

普罗卡义尼城堡 (Cusani-Visconti)  
Via Stazione, Chignolo Po (帕维亚) 
电话: +39 3474246765, 开放时间: 3-11月, 
周六和周日14:30-18: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
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castellodichignolopo.it
 
圣高登齐奥城堡  
San Gaudenzio, Cervesina (帕维亚) 
电话: +39 0383 3331, 开放时间: 仅在活动期间开放。 
hcsg.it/it

圣阿莱西奥城堡 
Via Luigi Cadorna 2, Sant’Alessio con Vialone 
(帕维亚) 电话: +39 0382 94139, 开放时间: 2-11月 
(短时开放); 门票: 付费参观。 
oasisantalessio.it

萨尔蒂拉纳城堡  (受限)
Piazza Ludovico di Breme 4, Sartirana Lomellina (帕维亚)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9:00-12:00和14:00-19: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
+39 0384 271023 sartiranaarte.it

斯卡尔达索莱城堡  (受限) 
Piazza Castello, Scaldasole (帕维亚) 
电话: +39 338 7340233,  开放时间: 仅限预约。 
castellodiscaldasole.it

瓦莱乔城堡  (受限) 
Via Vittorio Emanuele 13, Valeggio (帕维亚) 
电话: +39 0384 1851853 - +39 02 303126195, 
开放时间: 可申请跟随导游免票游览。 
castellodivaleggio.it

伏格拉城堡  (受限) 
Piazza della Liberazione, Voghera (帕维亚) 
电话: +39 0383 336316, 开放时间: 9-10月, 时间
视活动日程⽽定; 门票: 活动和展览期间免费参观。 
comune.voghera.p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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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得里奥

贝斯塔宫 
Via Fabio Besta 8, Teglio (桑得⾥奥) 
电话. +39 0342 781208, 开放时间: 5-9月, 
周二至周六9:00-13:00和14:00-17:00, 
节假日: 8:00-14:00。参观时间可能出现变化。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韦诺斯塔⼦爵城堡 
Via S. Faustino, Grosio (桑得⾥奥) 
电话: +39 0342 847233 - +39 3463 31405,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仅可免费参观
格洛伊索岩画公园。parcoincisionigrosio.org

瓦雷泽

马斯纳格城堡  (受限)
Via Cola di Rienzo 42,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820409,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9:30-12:30和14:00-18:00; 门票: 付费参观; 
museo.masnago@comune.varese.it
comune.varese.it

奥罗纳⼦爵城堡 
Piazza Cavour 9, Fagnano Olona (瓦雷泽) 
电话: +39 0331 616511, 开放时间: 仅限于特别开放
日或活动期间跟随导游参观; 
presidente@proloco-fagnanoolona.org
proloco-fagnanoolona.org

圣维托⼦爵城堡  (受限)
Piazza PC Scipione 2, Somma Lombardo (瓦雷泽) 
电话: +39 0331 256337, 开放时间: 4-10月; 
营业时间: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10:00-11.30, 
14:30-18:00;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castellovisconti@libero.it. 
castelloviscontidisanvito.it

皇室住宅

米兰 

皇家庄园 - 现代艺术画廊 
Via Palestro 16, 米兰 
电话: +39 02 88445947 - +39 02 4548740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二至周日9:00-17:00; 
门票: 付费参观。gam-milano.com
 

别墅和花园

贝加莫

贝加莫“洛伦佐·罗塔”植物园 
上城区 - “景观之窗”Scaletta di Colle Aperto
电话: +39 035 286060, 3-10月; 开放时间: 每日不
固定; 门票: 免费参观

阿斯蒂诺区域 
⽣物多样性山谷Via Astino 
开放时间: 4-10月; 开放时间: 每日不固定; 

票: 免费 电话: +39 035 286060 
两个区域内举办: 导游导览活动, ⼉童、家庭和成⼈
工坊, 展览, ⽂化聚会。针对学校提供教学项⽬。 
ortobotanicodibergamo.it 

阿⾥尔迪宫  (受限) 
Via Pignolo 86,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225422; 
门票: 付费参观, 免票参观需申请。visitbergamo.net

莫罗尼宫 
Via Porta Dipinta 12,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244870 - +39 3343198083 
开放时间: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或在博物馆展览
期间付费参观; info@fondazionepalazzomoroni.it 
fondazionepalazzomoroni@gmail.com 
fondazionepalazzomoroni.it  

特尔奇宫 
Piazza Terzi 2,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233350, 开放时间: 需预约并付费参观; 
info@palazzoterzi.it 
palazzoterzi.it

朱塞佩·法卡诺尼庄园 
Via Vittorio Veneto 56, Sarnico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910900, 开放时间: 仅限举办活动期间; 
info@prolocosarnico.it
iseolake.info

格⾥斯蒙蒂·菲纳尔迪庄园 
Via Volturno 11/A,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234066, 开放时间: 仅限举办活动期
间; info@villagrismondifinardi.it
villagrismondifinardi.it

裴森迪.阿里尔迪庄园 
Via Agliardi 8, Paladina (贝加莫)
电话: +39 333427379 - +39 035 225422, 
开放时间: 预约后付费参观; 
mariacarolina.agliardi@gmail.com
bergamogiardiniedimore.it

布雷西亚

维维奥内高山植物园  
Paisco区域Via Nazionale 74, Paisco Loveno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4 636160 - +39 328 
2278539, 开放时间: 4-9月0:00-24:00; 
门票: 免费。consorziovalleallione.it

安德雷.海勒植物园 
Via Roma 2，Gardone Riviera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36 410877, 开放时间: 3-10月; 开放时
间: 9:00-19:00; 门票: 付费参观。
hellergarden.com
 
感官花园 
Via Panoramica 23, Gardone Riviera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21022, 门票: 预约后免费参观。
dimorabolsone.it

针叶树培育植物园 
Paradiso区域, Ome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652177,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0:00-
24:00; 门票: 免费。
comune.ome.bs.it

贝托尼·卡扎格庄园 
SS45 bis, Gargnano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72082,  门票: 仅限活动期间免费
参观露台。
gargnanosulgarda.it

马佐蒂庄园 
Viale Mazzini 39, Chiari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70082369, 开放时间: 公园全年开
放, 时间不定; 门票: 公园免费, 活动期间或申请后可
免票参观。
comune.chiari.brescia.it

加尔达岛的庄园、公园和花园  (受限-部分
花园可通过高尔夫场地⼩车参观。仅限手动轮椅, 电
动轮椅受限) 
加尔达岛, San Felice del Benaco (布雷西亚) 
电话: +39 3286126943, 开放时间: 3-10月, 周二至
周五和周日; 门票: 仅限跟随导游付费参观, 免票参
观需申请。
isoladelgarda.com

科莫

卡尔卡诺庄园 
Via Piave 4, Anzano del Parco (科莫) 
电话: +39 3409462516, 开放时间: 公园, 6-9月每
月的⼀个周末; 庄园: 时间不定。门票: 公园付费参
观, 庄园于举办活动期间可免费参观。
villacarcano.it

米利厄斯·维格尼庄园   (受限)
Loveno区域Via G. Vigoni 1, 梅纳焦 (科莫) 
电话: +39 0344 36111- +39 0344 361232, 开放时
间: 1-7月和9-11月, 周四14:30;  门票: 仅限跟随导
游付费参观。
villavigoni.it

雷蒙迪庄园  
Viale Raimondi 54, Vertemate con Minoprio (科莫) 
电话: +39 031 900224, 开放时间: 视活动日
程⽽定; 门票: 举办活动和展览期间付费参观。 
fondazioneminoprio.it

莱科

植物园 
Via Fatebenefratelli 6, Valmadrera（莱科）
电话: +39 0341 581960 - +39 3488826415, 
开放时间: 3-10月, 周六14:00-18:00; 门票: 免费 
(包括预约); servizicivici@comune.valmadrera.lc.it. 
valmadrera.gov.it

加斯帕雷·德·彭蒂植物园 
Via A. Galli 48, Calolziocorte (莱科) 
电话: +39 0341 240724 - +39 0341 621011, 
开放时间: 3-7月; 开放时间: 周六和周日下午;门票: 
免费;  info@comunitamontana.lc.it
comunitamontana.lc.it

夏娃花园
largo G. Agnesi, Montevecchia (莱科) 
电话: +39 3358145937,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时间
不定; 门票: 预约后免费参观; 
lorenzolimonta.ll@gmail.com

贝塔雷利庄园的花园   (受限)
Via Bertarelli 11, Galbiate (莱科) 
电话: +39 0341 542266,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周六8:30-11:30; 门票: 免费; info@parcobarro.it 
parcobarro.lombardia.it

柏树庄园  (受限)
Via IV Novembre 18, Varenna (莱科)
电话: +39 0341 830113, 开放时间: 花园, 3-11月 
(日期不定) 8:00-18:00; 门票: 花园需付费参观; 
info@hotelvillacipressi.it 
hotelvillacipressi.it
 
格雷皮庄园 
Via Monte Grappa 21, Monticello Brianza (莱科) 
电话: +39 039 9207160,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门票: 预约后或活动举办期间免费参观; 
info@villagreppi.it villagreppi.it

索米·皮切纳尔迪庄园  
Viale Sommi Picenardi 8, Olgiate Molgora (莱科)
电话: +39 3880960728 - +39 3204988295, 
开放时间: 4-9月 (10月开放日期不定); 
门票: 预约后和7-8月固定的活动日付费参观; 
info@villasommipicenardi
villasommipicenardi.it

苏巴利奥庄园 
Via E. Bianchi 1, Merate (莱科) 
电话: +39 039 9992716 - +39 3939682989, 
开放时间: 仅限特别开放日期间参观; 
info@villasubaglio.it
scoprirelabrianza.com/it/villa-subaglio.html

洛迪

罗氏宫殿  
Piazza Gen. Dalla Chiesa 1, Borghetto Lodigiano 
(洛迪) 电话：+39 0371 26011, 开放时间: 全年开
放, 时间不定; 门票: 举办聚会活动时免费参观。 
comuneborghetto.lo.it

丽塔·卡⾥尼庄园  
Via Montemalo 28, Orio Litta (洛迪) 
电话: +39 0377 944591 - +39 3394396148, 
开放时间: 仅限预约; villalitt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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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托瓦 

狩猎宫贡萨加丰塔纳森林 
Strada Mantova 29, Marmirolo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295933, 开放时间和门票: 全年开
放, 门票不定。八月开放时间缩减, 开放日期不定; 
门票: 免费。

⽐西尼庄园  
SP Ferrarese 35, Carbonara di Po (曼托瓦) 
电话: +39 0386 41549,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八月开放时间缩减, 开放日期不定; 门票: 免费。

米拉庄园 
Via Porta Antica 32, Cavriana (曼托瓦) 
电话: +39 0376 811430 - +39 0376 804053, 
开放时间: 公园全年开放, 7:00-23:00; 
门票: 公园免费参观, 庄园别墅预约后可免费参观。
comune.cavriana.mn.it 

米兰

因德罗·蒙塔内利公共花园 
Via Palestro, 米兰; 
电话: +39 02 88455555,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日期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comune.milano.it

皇家庄园的花园 
Via Palestro 16, 米兰; 
电话: +39 02 88455555, 开放时间: 全年开
放, 日期不定; 随成⼈进入的12岁以下⼉童免票参
观。comune.milano.it

森皮奥内公园 
Viale Emilio Alemagna, 米兰 
电话: +39 02 88455555;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日期不定; 门票: 免费参观。comune.milano.it

克莱⾥奇庄园 
Via Giovanni Terruggia 14, 米兰 
电话: +39 02 6470066,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参观时间随季节变更; 门票: 免票参观, 接受团体申
请。villaclerici.it

丽塔.莫迪涅尼庄园 
Viale Affori 21, 米兰; 
电话: +39 02 88462522, 开放时间: 不固定; 
图书馆: 周⼀至周六9:30-19:30, 周三14:00-19:30, 
公园: 6:00-23:00; 门票: 免费。
milano.it/biblioteche

蒙扎

阿雷塞·博罗梅奥宫 
Via S. Carlo Borromeo 41, Cesano Maderno (MB)
电话: +39 0362 513455, 开放时间: 9月至次年7月, 
时间不定; 门票: 付费参观。 
comune.cesano-maderno.mb.it

巴加蒂·瓦尔塞奇庄园  (受限)
Via Vittorio Emanuele II 48, Varedo (MB) 
开放时间: 视活动日程⽽定; 门票: 活动期间免费参
观; 可预约随导游付费参观。
villabagattivalsecchi.it

丽塔庄园 
Via B. Caprotti 7, Carate Brianza (MB) 
电话: +39 0362 987350, 开放时间: 花园全年开放, 
图书馆时间不定; 门票: 公园免费参观。 
comune.caratebrianza.mb.it

特⾥武尔齐庄园 
Omate区域Piazza Trivulzio 1, Agrate Brianza (MB)
电话: +39 039 634091 - +39 3484781311, 
开放时间: 仅在活动期间开放。
villatrivulzio.it

帕维亚

福尔纳切庄园  (受限）
Villa Fornace 11, Rocca de’Giorgi (帕维亚)
电话: +39 0385 241171, 开放时间: 4-7月和11-12月; 
门票: 仅限预约。
contevistarino.it

瓦雷泽

卡涅拉庄园 
Via Cagnola 21, Gazzada Schianno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461304, 开放时间: 博物馆, 
每月的第二个和最后⼀个星期日的16:00, 参观需预
约导游服务; info@villacagnola.it
villacagnola.it

米利厄斯庄园  (受限）
Via Fiume 38, 瓦雷泽; 
电话: + 39 0332 255354, +39 0332 255355 
开放时间: 花园, 春夏季8:00-22:00; 秋冬季8:00-
18:00; 门票: 免费; urp@comune.varese.it.

雷卡拉迪庄园  (受限）
Via Francesco Daverio,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25211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公园开放时间不定; 门票: 公园免费, 庄园别墅仅在
特殊开放日时供游⼈参观; cultura@provincia.va.it
provincia.va.it

彭蒂庄园  (受限）
Piazza Litta 2,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239130 - +39 0332287738，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植物园开放时间不定；
门票: 植物园仅限随导游参观; 
illeponti@va.camcom.it
assflova@virgilio.it
villeponti.it

365天免费参观伦巴第的多座艺术中心。一卡通信息参见lombardia.
abbonamentomusei.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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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贝加莫上城 +39 035 242226 贝
加莫下城 +39 035 210204 
奥⾥奥.阿塞⾥奥机场 
+39 035 320402 
> visitbergamo.net 
> 无线网络: BergamoWiFi

布雷西亚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Via Trieste 1 
+39 030 2400357 
Piazzale Stazione 
+39 030 8378559 
Piazza del Foro 9 
+39 030 3749438 
> turismobrescia.it 
> 无线网络: BresciaWiFi

科莫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Via Albertolli, 7 
+39 031 304137 
+39 031 269712 
> visitcomo.eu 
> 无线网络: FreeWiFiComo

克雷莫纳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iazza del Comune 5 
+39 0372 407081 
> turismocremona.it 
> 无线网络: Area Linea Com

莱科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iazza XX Settembre 23 
+39 0341 295720 
> comune.lecco.it 
> lakecomo.is 
> provincia.lecco.it/turismo 
> 无线网络: Wi-Fi Lecco

洛迪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iazza Broletto 4 
+39 0371 409238 
> turismolodi.net 
> 无线网络: 
   FreeLuna_COMUNE_LODI

曼托瓦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iazza Mantegna 6 
+39 0376 432432 
> turismo.mantova.it 
> mantova2017.it 
> comune.mantova.gov.it 
> 无线网络: Mantova free WI-FI

米兰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穿过维托⾥奥.埃玛努埃雷长廊后
的斯卡拉⼴场 
+39 02 88455555 
> turismo.milano.it 
> 无线网络: OpenWifiMilano

蒙扎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iazza Carducci 2 
+39 039 323222 
Piazza della Stazione 
> turismo.monza.it 
> 无线网络:       
   bWiFreeComuneMonza

帕维亚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Via del Comune 18 
+39 0382 399790 
Piazzale Stazione 
> vivipavia.it 
> 无线网络: Hot Spot Pavia

桑得里奥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alazzo Pretorio Piazza 
Campello 1 
+ 39 0342 526299 
Via Tonale 13 
+39 0342 219246 
> sondrioevalmalenco.it 
> valtellina.it 
> 无线网络: SondrioFree

瓦雷泽

inLombardia游客服务中⼼
Piazza Monte Grappa 5
+39 0332 281913
> comune.varese.it
> 无线网络: Varese Wifi

伦巴第米兰博物馆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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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您的体验#inLombardia

探访那些隐藏在童话般魅
⼒中的迷⼈景点、
宏伟的宫殿和植物奇观
环绕的度假豪宅, 探索⽆
与伦⽐的伦巴第⼤区。
在#inLombardia中获得
⽆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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