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三个小镇”、“三座城”

有些地方您从来没去过，如果不曾提起，您想不到会去那儿！

*圣佩莱格里诺、乔恰里亚、圣玛格达莱纳小镇

*伦巴第.阿尔卑斯魅力之城

*那不勒斯.千面之城

*威尼斯.欢乐之城

意大利布伦巴纳山谷

布伦巴纳山谷山脉的环境是阿尔卑斯山脉整个意大利一侧最丰富的一侧，这取决于

多种因素，比如：多角度的隔绝、大气湿度的变化、大量的水坝、海拔高度的显著变化、

地质结构和人类的存在塑造了这块土地。Orobee 和 Palalpes 地质的不同构成受到来

自于平原的气候影响，表现在植物的多样性上有最明显的结果。 你只能在低谷找到栗

树，因为在低空，它的自然位置被矮林所占据。在 600 到 1500 米之间有山毛榉、角梁、

榛子和其他树木，如桤木、灰烬、白杨和桦树。



布伦巴纳山谷最传统的食物是在意大利家喻户晓的奶制品，它们是福尔马德穆特、

布兰齐和 Taleggio。每种奶制品都有特定产地保证。福尔马德穆特是口味丰富、半熟

的酱奶酪，味道细腻有味，不太咸或有香料味。它是从七月到九月在高山草屋里制作的。

在剩下的时间里，它是在山谷底部的牛奶场里生产的。福尔马德穆特必须成熟至少 45

天，像布兰齐奶酪可以有一个温和和微妙的味道或强烈，芳香和一点辣。玉米粥、福尔

马德穆特和布兰齐是许多传统菜肴的主要成分。最有名的当然是 Taragna 玉米粥，其

中奶酪和玉米粥中的黄油融为一体。



你能找到的蔬菜有：蘑菇、frèr e perseghì （一种特殊的蘑菇），还有黑或白色

的块菌，其中的地方荣耀主菜是 Casoncelli alla Bergamasca。它们填充了磨碎的奶酪

和面包，切碎的可可豆，欧芹，大蒜，有时还有鸡蛋和牛奶。你也可以找到 Nosec （香

草卷心菜卷）、土豆面包 Carona、奶酪和瓦尔托塔啤酒。

圣佩莱格里诺 San Pellegrino Terme

圣佩莱格里诺是意大利北部贝加莫省的一个小镇，位于伦巴第大区，有 5000 个居民，

距离米兰 70 公里。

圣佩莱格里诺位于布伦巴纳山谷的中心，四周被 Orobie 山包围，是一个著名健康疗

养度假区和居住区，由于生产矿泉水圣佩莱格里诺而世界知名。

圣佩莱格里诺由凯尔特人建立，在公元八世纪时定名，当时 Auxerre 主教驻扎于查理

曼大帝在圣佩莱格里诺的专门议会。

圣佩莱格里诺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统治之下 350 多年(1428 -1797 年)，在十八世纪后期

成为温泉疗养区，受益于其硫酸-碱性水，恒定的温度为 26 度。



20 世纪，小镇成为了一个优雅的水疗胜地。小镇的名气随着 1904 年大赌场和 1905 年

大酒店的建成而飙升。这两个富丽堂皇的建筑是意大利新艺术风格的代表作。

赌场直到 1917 年一直作为单纯的赌场经营，但同时也主办了很多戏剧和文化活动、各

种会议、 时装表演、 艺术展览和演出晚会。

到目前为止它已被完全恢复，并延长了相邻的剧院。目前用于会议、 活动和大型展会。

大饭店定位于高级社会阶层。顾客包括萨沃伊国王和王子、作家如诺贝尔奖得主

Eugenio Montale 和萨尔瓦托雷卡西莫多，演员和运动员。每年圣佩莱格里诺和大酒店都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足球俱乐部 Inter FC 的避暑胜地。

圣佩莱格里诺温泉水疗中心是 20 世纪早期新艺术风格典范，配备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发电工程和组织结构。

最近圣佩莱格里诺温泉水疗中心进行了全面翻新，每年接待超过 15 万人次，高品质的

服务和美丽的景观做到了世界级水准。



圣佩莱格里诺位于布伦巴纳山谷的中央，是冬季登山的极好起点，附近几个滑雪场都

有适合夏天远足的山径。圣佩莱格里诺距离米兰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便于欧洲各地的游客抵

达附近的贝加莫国际机场（距离 25 公里）。该机场是最重要的意大利枢纽，直飞 100 个

欧洲城市，每年运送 1000 万名旅客。

乔恰里亚 Ciociaria

圣佩莱格里诺是意大利北部贝加莫省的一个小镇，位于伦巴第大区，有 5000 个居民，距离

米兰70 公里。在皮奇尼斯科有一座名叫Sotto le Stelle的酒店。

Casa Lawrence 是一座古老的别墅，这里曾在英国作家 D. H. Lawrence1919 年的小说《The

Lost Girl》中出现过。这儿是劳伦斯的故居，也是我最向往的地方，站在窗口，乡间一览无

余，沉思在作品中。

美食：意大利最好的羊乳干酪 sheep pecorino cheese 之一，搭配无花果和桑葚果酱食用。

甜酒 ratafia liqueur 和黑樱桃的配搭是乳酪餐后的消食。

Casa Lawrence, C.da Serre Loc. Cervi, Picinisco, Frosinone; +39 0776688183

http://www.casalawrence.it/


当地出名的羊乳干酪 pecorino、猪油和蓝纹乳酪

Sotto le Stelle 是在 Picinisco 镇上的豪华度假村。

(Via Giustino Ferri, 1/7, Picinisco; +39 3466027120)

早餐，镇上的老奶奶敲门送上手工编制的早餐篮，里面有新鲜山羊乳清干酪 goat ricotta

"fusciella" ； 中餐是野生菠菜"orapi," 由山羊粪肥料供给养料的美味稀缺食品。



Hotel Del Sole酒店是一间家庭经营的酒店，位于拉齐奥（Lazio）和阿布鲁佐（Abruzzo）

边境的乔恰里亚（Ciociaria）地区，距离Sora城中心仅有1公里，其典雅的客房铺设了木地



板，配有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空调。

福纳斯山谷 Villnösstal

福纳斯山谷是多洛米蒂山最高峰盖斯勒峰之下的一座山谷，位于意大利多洛米蒂地区。福纳

斯山谷因盖斯勒峰而闻名于世。山谷拥有古老的圣玛格达莱纳小镇、圣玛格达莱纳教堂、圣

约翰教堂、普埃兹-盖斯勒国家公园等景点。

多洛米蒂的山峰座座称奇,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亲眼目睹这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震

撼。冬日,这里是滑雪胜地,夏日,这里是徒步天堂。在众多的名峰中,“最上镜山峰”的雅号大

概要属盖斯勒峰了。而坐落在盖斯勒峰峰脚下深邃绵长的福纳斯山谷,也赢得了“南蒂罗尔

珍珠”的美誉。



多洛米蒂山区周边风景：

卡蕾莎湖/Lago di Carezza

Carezzza 坐落在茂密的森林拉缇蚂蜂（Monte latemar）山脚下，深绿静谧的湖水点缀着

彩虹般的美丽色彩。Carezza 的水源来自地下泉水，它的宽度和深度因季节的与天气的变化

而变化，出现不同的水位变化。



阿尔卑斯之光

这个彩虹之湖是多洛米蒂地区的秘藏仙境，坐落在茂密的森林和拉提玛峰之下。小巧的湖面，

深绿静谧的湖水如水晶般晶澈，完美的景致构图，美得遗世而独立。湖的广度和深度还会因

为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水位和颜色变化。

索拉比斯湖 lago di sorapiss

Sorapiss, 32043 Cortina d'Ampezzo, Italy

+39 0472 838536

科尔蒂纳丹佩佐地区的景点

惊人的色调、清澈、新鲜，在温暖的季节里很适合游泳。6-7 月布满鲜花。 俗称“蒂凡尼”

蓝色。



本行程全为自驾，因为公共交通不发达，到达小镇要换铁路、公交二三次，自驾是最便捷的。

从米兰出发往西到伦巴第，往南到那不勒斯；

从米兰出发往东到威尼斯，往北到多洛米蒂山区。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主要的城市：那不勒斯和威尼斯。



基础信息

名称：坎帕尼亚大区

首府：那不勒斯

面积：13 670,95 km²

人口：5 851 433

地理位置：40°50′00″N 14°15′00″E，位于亚平宁半岛南部，亚平宁山脉南麓，

西临第勒尼安海，北起利里河，南至波利卡斯特罗湾。

气候条件：属地中海气候，沿海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山区冬季多雾多雪，气温较

低。

下辖地区：阿韦利诺省、贝内文托省、卡塞塔省、那不勒斯省、萨莱诺省



详细信息

大区概述：

坎帕尼亚大区地处地中海和欧洲的心脏位置，这里环境优美、气候温和，有着众

多无法复制的可供游览的地方：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古迹、遍布整个大区的迷人自

然风光以及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令它成为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此外大区的文

化生活也十分丰富，经常举办各种大型文化演出、音乐会和当代艺术活动。

大区独有特点（1~3 条）：

那不勒斯——披萨的发源地

维苏威火山及庞培古城——历史遗迹

阿马尔菲海岸——自然风光

大区区旗含义及历史由来（大区区旗图片）：



地形地貌：

大区总面积的 51％是丘陵，34％是山地，剩下的 15％为平原，靠近海岸的地区

分布有火山带。

面积：13 670,95 km²

人口：5 851 433

交通：

飞机:欧洲和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都有飞往那不勒斯 Capodichino(卡波迪格诺)机

场的直飞航班(www.gesac.it，电话:848 888777)。也可以先飞往罗马

Fiumicino(菲乌米奇诺)(电话:0665951)，然后乘飞机或火车到达那不勒斯。

火车:可在意大利境内任何一个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 Napoli Centrale(那不勒斯

中央火车站)。(www.trenitalia.it，电话:892021, www.italotreno.it，电

话:060708)



经济（大区经济情况）：

GDP 在意大利各个大区之中排名第七，其中阿韦利诺省是大区内最富有的省，

人均 GDP 可达到 19,000 欧元。

主要产业（工业、农业、手工业等）：

农业食品行业是坎帕尼亚大区的支柱产业，主要经济作物有：洋蓟、苹果、板栗、

榛子和柠檬，此外花卉养殖也是大区重要的经济支撑。

旅游（包括知名景区概述）

*那不勒斯千面之城：



在那不勒斯，可供参观的历史艺术瑰宝数不胜数：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的历史古城区，其中包含着古代建筑、各种教堂、地下墓穴、地下游览和

考古博物馆。新堡和皇宫被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权贵们的官邸府宅围绕，沃

美罗山顶地区也有很多经过修复的景点值得一看。

*维苏威火山：



无论谁提起坎帕尼亚，都会说到维苏威火山。"Muntagna(那不勒斯方言，意思

为山)是那不勒斯人对这座世界闻名火山的亲切称呼，它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也

是那不勒斯海湾的完美背景。雄伟的火山锥既给人们带来了一丝不安感同时又深

深的吸引着人们。这种具有荒野之美的风景，吸引着远足者，在火山顶部俯瞰从

索伦托半岛到波西利波海角的全景，让人激动万分、难以忘怀，尤其是在微亮的

黎明时分和灿烂的日落之时，景色更是无与伦比。

*庞贝古城：



维苏威火山在公元 79 爆发，将整座城市掩埋在 6 至 7 米厚的火山灰和火山砾层

下。大部分从家园逃离出来的居民，都被发现死在了海岸边上。剩下的一些居民

妄想着在家中的地下室里躲过一劫，但最终窒息死亡：他们的身体变成了一具具

痛苦的模型，这是将石膏液体灌注到疆石中复制而成，这些疆石则是尸体在被火

山灰和岩浆包裹后凝结形成的，他们也是这场悲剧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证据。漫

步在庞贝遗址中，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这就像是在进行一次时间旅行:你的生

活环境回到了远古时代，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公众生活环境，特别是私人生活环

境。

*坎皮佛莱格瑞地区：



这里保留了古代历史的深邃和神秘，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艺术、独特的火山

地貌和无数的自然景区，以及神话传说和神秘故事，让这个地区成为了世界上独

具特色的自然和文化旅游景区。



*卡普里岛：

这里是全球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是一个自然奇迹，大地、天空、海洋和自然光

线在巨大的临海悬崖上的完美组合。这里有大量的海边岩洞，形态各异的悬崖，

陡峭岩壁上的绿色植被和无与伦比的风景。大自然、艺术、文化与世俗的混搭风

格，使这座岛屿成为了世人最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



*索伦托半岛：

迷人的自然风光，使索伦托半岛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半岛上有

众多艺术特点鲜明的传统城镇，而这片土地最大的魅力在于它那美丽的自然风

光，滨海大道就是意大利风景的奇迹之一。这里有大片斜向大海的柑橘园、葡萄

园和橄榄园，道路着海岸线曲折前行，海岸下是石灰质悬崖、峭壁、小海湾和礁

石，风景美如画作。



*阿马尔菲海岸：

阿马尔菲海岸那无与伦比的美景，令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之陶醉。悬在空中的郁郁

葱葱的绿色梯田，波光粼粼的大海，丰富的艺术和建筑遗产，使其成为世界上最

知名的地方之一：野性的、大胆的、浪漫的阿马尔菲海岸是到意大利旅行中必不

可少的一站。



*卡塞塔与马泰塞：

这个区域由于优良的地理位置和肥沃的土壤自古被称为”幸福的土地”。受到沃

尔图尔诺河的灌溉，享有温和的气候，全省延伸从海上到亚平宁山脉，茂密的植

被交替着历史伟大和富含文化的地方。卡塞塔地区的广阔平原延伸至大海，此处

最有名并且吸引众多游客参观的古迹是美丽的卡塞塔皇宫。



*卡塞塔旧城：

令人难忘的卡塞塔旧城是意大利保存最完好、最美丽的中世纪村庄之一。鹅卵石

铺就的街道，古老的教堂和贵族的宫殿，仍然能让人感觉到昔日传统的强烈存在，

沿着中世纪的街道漫步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文化（宗教）：天主教

习俗（特有节日）：

圣热内罗节（那不勒斯，五月的第一个周日及 9 月 19 日和 12 月 16 日）

圣安托尼奥（索伦托，每年 2 月 14 日）

特色活动：

那不勒斯摇滚节（每年 7 月或 8 月）

阿马尔菲海岸古典音乐节（每年 3 月开始到 10 月末）

海上四国赛舟会（四个古代海上共和国比萨、威尼斯、阿马尔菲及热那亚轮流举
办）



威尼斯活动&节日

狂欢节

威尼斯狂欢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狂欢节之一，始于 1926 年。狂欢节上的面具

展览十分独特，在狂欢节期间，威尼斯居民可以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节日宴会

一般在七月的第三个周日举行。它纪念了 1577 年瘟疫的结束。这个盛宴以烟花

汇演闻名，从星期六晚上十点开始，成千上万的威尼斯人汇聚到圣马可盆地的游

艇或露台上观看演出。展出后，大约 40 分钟，威尼斯的年轻人前往丽都等待黎

明。

历史舰队比赛



在每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 从 1489 年起，船赛丰富地展示了几百年来近

百种威尼斯人的船只。包括大型的军舰，复制古老的罗马和中世纪的船只，沿着

大运河航行。当然也有许多小船。有几场比赛。船只的颜色丰富多彩，非常适合

拍照

其他活动

在日落前沿着大运河乘坐水上巴士。 Vaporettos 不便宜，需要七欧元，但景点

值得一看：令人惊叹的建筑，柔和的海边阳光和迷人的威尼斯船只。



Gondola

如果能负担得起就可以乘坐 Gondola。虽然很贵，但也可以讲价（同样地，他

们也可以缩减时间）。在乘坐之前，确保达成价格和时间的协议。尽可能将价格

讲到最低，然后说还是太贵，接着走开就可以。有两三个人将会把你追回来，一

个接一个地，每个人都提供比前一个更低的价格。这样价格可能会下降 20 到 30

欧元（即使这样，还是要准备 80 欧元）。

一些游客手册会禁止游客要求降低 Gondola 价格。桨手们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规

矩，就是针对那些要求打折的顾客，从其旅游路线中抽走最有趣但是小众的部分，

从“折扣”客户的旅途中切出最有趣和最着名的部分。降价桨手得不到利润，就

可能会降低旅游的舒适度，所以其实可能不太值得。



威尼斯人，特别是他们中的船夫仍保留着很守旧的想法：900 年的传统下要求所

有的船夫必须是男性，而且大多数是本地人。只有少数几个德国人和一个单身女

士，即使 10 年后也没有出租许可证。这个女士只被允许载她酒店的客人。

渡船 Traghetto

如果 Gondola 看起来有点贵，替代方法就是用渡船穿越大运河。这只需要花费

2 欧元就能使用。这些船曾被并用作市政渡轮。在五十年代，有三十多个停船点，

但现在只有七个。而且还有一些只有在人们去上班的时候才能运行。到任何交叉

口的长度只有几分钟。许多游客喜欢参观里亚托桥附近的露天市场。



如果无事可做的话，也可以去购物。 威尼斯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挤满了小商

店。 最常见的当地特色是狂欢节面具，玻璃和大理石纸。价格可能会有很大的

变化，所以在对东西的相对价值充分了解之前，尽量谨慎购买。与大多数旅游城

市一样，“原件”和“威尼斯制造”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中国制造的。 穆拉诺是

以玻璃制造而闻名的岛屿。几乎在每个商店，你会发现“穆拉诺的原产玻璃”的

条目。如果它真的在穆拉诺制造，价格会很贵，通常会上涨到数千欧元。 所以

如果你想买便宜的纪念品，不用买真的穆拉诺玻璃。 你还可以在穆拉诺观看玻

璃制作演示，但请务必确定当天是否有演示，一般冬天都没有相关的活动。



岛上时光 Islands

穆拉诺的玻璃博物馆和布拉诺的花边博物馆当然值得一游。在布拉诺你会发现一

些特别漂亮的街道和房屋，每家的房子都会上不同的颜色。虽然在托尔切罗除了

古老的教堂，以及所谓的“王座” 以外基本上看不到特别多的建筑，但是岛上

的和平与安宁很难在威尼斯的其他地方看到。仅仅在岛上走一走也是个不错的体

验。这里有许多著名的墓葬，令人难忘的是有一块专门为死者子女开辟的地方。

那里也有免费的厕所。

去过威尼斯，一定要把这些美景尽收眼底。在小巷里穿梭，或者是乘水上出租车

到岛上的不同地方。晚上你可以去坐在一个露天区域，看当地人和游客来来往往，

十分美妙。许多博物馆和教堂也允许游客前去参观。这些奇妙的景点足以让你在

旅程中忙忙碌碌。

由于威尼斯现在几乎只有游客和当地商人，它到 9 点就很安静，在晚上几乎没有

什么可做的(除了吃）。不过也有少数例外，比如一些古典音乐会。



I 如果你有兴趣探索与意大利食品有关的一切事情，你可以去的距离圣马可广场

2 分钟路程的一个食品画廊。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典型的意大利特色：像经典葡萄

酒，橄榄油，香醋，意大利干酪等，与数百区域特色的柠檬酒一起。优雅友好的

服务人员会讲多种语言。如果你不喜欢购物，你可以随时浏览店铺，并向乐于助

人的经理请教烹饪技巧和产品的历史。

寄一张明信片也很好。威尼斯的邮政服务历史悠久，当地也一般都进行书面沟通。

避免使用（GPS）邮戳。这些邮票是由民营公司通过使用黑色邮箱的烟草店出售

（公共的为红色）。 但其中收费太多，也会有一些延期交付或者寄送失败的情

况。


	基础信息
	详细信息
	旅游（包括知名景区概述）
	威尼斯活动&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