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和西班牙全程自驾游行程目的地介绍

行程特色：

 6 月中法国卢瓦河一带酒庄，尽享野营、城堡游、花园和名人故居探访、

品尝特色葡萄酒

 波尔多酒庄访谈

 法国南部酒庄特级产区游览和特色美食鹅肝的故乡加斯科尼

 西班牙主打 10 个知名酒庄并且参加 7 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在 Vilafranca

delPenedès（巴塞罗那郊区）举行的爵士节，70,000 种葡萄酒和 Cava

品嚐。

卢瓦尔河谷产区位于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两岸，岸上古堡和葡萄

园此起彼伏，互相掩映，美不胜收。卢瓦尔河谷被称为法国的“花园”，那里

有着美不胜收的古堡和美味无比的葡萄酒。



卢瓦尔河谷的葡萄酒清新活泼，轻盈鲜美，给人的味蕾带来无比的享受。

卢瓦尔河谷葡萄酒的酒体一般不会过于厚重，酒精度也不会过高。

卢瓦尔河谷主要有四个葡萄品种：长相思（Sauvignon Blanc）、白诗

南（Chenin Blanc）、勃艮第香瓜（Melon de Bourgogne）和品丽珠

（Cabernet Franc）。其中，长相思葡萄酒酸爽可口，带有青草的气息；白

诗南葡萄酒分为多种多样的风格；勃艮第香瓜葡萄酒果香飘逸，新鲜怡人；

品丽珠葡萄酒风味丰富，具有一定的陈年潜力。

卢瓦尔河谷产区下面可分为 4 个子产区，即中央产区（Centre Vineyards）、

都兰产区（Touraine）、安茹-索米尔产区（Anjou Saumur）和南特产区

（Nantais）。

南法是法国南部葡萄酒产区的简称，它覆盖了法国地中海沿岸全部的葡萄园，

这里西接西班牙，沿着地中海向东前进，经过佩皮尼昂（Perpignan）、蒙



彼利埃（Montpellier）、尼姆（Nimes），一直到达意大利，这里涵盖了大

量法国的旅游胜地，包括著名的蔚蓝海岸（Cote d’Azur）。这里的葡萄酒产

区主要包括最东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中部的朗格多克（Languedoc）

和西南部的露喜龙（Roussillon）产区。这里的特级园产区包括：

1. 米内瓦-拉里维尼（Minervois La Liviniere）

2. 拉扎克-特拉斯（Terrasses du Larzac）

http://wine-world.com/area/france/provence


3. 克拉普（La Clape）

加斯科尼（Gascony），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脚，西临大西洋，南部与西班牙

接壤。这里不仅有美景美酒，还有地道的美食和特色的民宿，让人流连忘返。

美丽的加斯科尼，森林和葡萄园星罗棋布，向日葵花田和中世纪城堡错落其

间，如诗如画的风景沿着丘陵缓慢舒展，其美丽程度丝毫不逊于波尔多。



除了葡萄酒，加斯科尼还出产一些法国最好的雅文邑（Armagnac）白兰地。

这种蜂蜜色泽的白兰地被称为“法国人的专属酒”，一般只供法国人自己饮用，

在国际上并不出名。

加斯科尼的鹅肝（Foie Gras）号称全法国最好吃的鹅肝。在这里，鹅肝可不

是什么稀罕物，而是每日必不可少的主要食物。随便走进一家餐馆，你就可

以享用到当地农民自家制作的地道鹅肝。



漫游法国最美酒乡村和城堡，22 个城堡一网打尽

维朗德里城堡位于中部-卢瓦河谷地区，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它位于三层台

阶般展开的花园顶部，它也是卢瓦河畔最后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型城堡。城堡的建

筑风格和美丽的花园都无比和谐，维朗德里最著名的还属这三层的花园，它集美丽、

变幻与静谐于一体。

1.不可错过的景点：水园

水园是这里最宁静的地方，水池起着重要的作用，喷泉的清越之声撒落在大片大片的

草地上，带来安宁与静谐，在这样沉静的氛围中让自己返璞归真。

城堡菜园

维朗德里的菜园它装饰着鲜花和蔬果，布局如棋盘般整齐，又集萃了如此多的植物品

种，随着季节的更替，种植的花果蔬菜不断在更新，就像一幅永远在变幻的三维果蔬

图，时时都给人带来欣喜。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villandry.fr



2.尘封的珍宝：寓教于乐的花园

花园里有药类植物园，那里既有药用植物，还有用来烹饪作香料的植物，穿过千金榆

组成的迷宫，大人和孩子都喜欢让自己迷失在这充满阳光的花园里，感受大自然的温

暖。

温情与欢愉的花园

在一片精心修整的花园里，黄杨丛修剪成了许多音乐符号，还有心形，涡形、蝴蝶形、

扇形等形状，那是爱情的话语甜蜜的爱情， 激越的爱情，朝三暮四的爱情，悲痛的

爱情。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villandry.fr

3.如何前往维朗德里城堡 ?

驾车：- 从巴黎出发 (240 Km) : A10号高速公路，n°24 号出口 (Joué-lès-Tours)，然后

上 A85号高速公路，方向索米尔（Saumur），n°8 号出口(Villandry)

- 从南特出发 : A11号高速公路，然后上 A85号高速公路， n°8号出口 (Villandry)

乘火车：最近的高速铁路车站 : 图尔火车站或 Saint-Pierre-des-Corps 火车站(离城堡

20分钟的车程)从图尔出发 : 可搭乘出租车，公交车“Fil Vert”，7、8 月每日开通，或

骑自行车前往，沿着“自行车游卢瓦河”标出的线路。（从图尔出发 15 公里）

4.开放时间

花园全年每天开放。个人可以借助导览折页或者语音导览器参观。

城堡：（闭园时间前 30分钟停止售票）

2月 6 日至 29日：09：00 - 17：00

3月 1 日至 26日：09：00 - 17：30

3月 27 日至 6月 30 日：09：00 - 18：00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09：00 - 18：30

9月 1 日至 30日：09：00 - 18：00

10月 1 日至 29日：09：00 - 18：00



10月 30日至 11 月 13日：09：00 - 17：00

11月 14日至 12 月 16日停止开放

12月 17日至 31 日：09：30 - 16：30

5.门票价格

个人：

- 城堡和花园：成人 10.5 欧元，成人带录音导览： 14.5 欧元

- 仅参观花园：成人 6.5 欧元，成人带录音导览：10,5欧元

团队(15 人以上为团队) :

- 城堡和花园： 成人 8 欧元，成人带录音导览：12欧元

- 仅参观花园：成人 5 欧元，成人带录音导览： 9 欧元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villandry.fr

6.实用信息

地址：Château et Jardins de Villandry - 37 510 Villandry

电话 : + 33 (0)2 47 50 02 09 – 传真: + 33 (0)2 47 50 12 85

联系方式 : info@chateauvillandry.com

mailto:info@chateauvillandry.com


昂布瓦兹王家城堡位于中部-卢瓦河谷地区，坐落在昂布瓦兹市内。这里曾经是中世

纪的一座要塞，后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15 世纪末-16世纪初)时期为

国王所有。欧洲许多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都受国王邀请，来到昂布瓦兹的宫廷，例

如雷奥纳多•达芬奇，他的墓如今就在城堡的小教堂里。

1.回顾历史：国王的决定

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下令将王室寝宫加高一层，他曾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对它情

有独钟，和查理八世一样，他热爱这座城堡，决定将它从中世纪的要塞改造成文艺复

兴的宫殿。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mboise/guo-wang-de-sheng-huo

2.不可错过：沿着达芬奇的脚步

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奇才于 1516年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来到昂布瓦

兹，3年后他在这里辞世，根据他的遗愿埋葬在王家城堡里。他的墓就在圣•于贝尔

教堂里。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mboise/bu-rong-cuo-guo

3.尘封的珍宝：神秘的地宫和美妙的花园

除了参观奢华的王室寝宫，现在还可以参观地宫和通往王室寝宫的塔楼，需预约。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mboise/chen-feng-de-zhen-bao

4.如何前往昂布瓦兹王家城堡 ?

高速公路 A10号，昂布瓦兹出口，沿 D31号省道行驶 15公里，上 N152 号国道。

A28号高速公路，图尔立交桥，图尔南部方向，上 A85号高速公路。

A85号高速公路，出口 Bléré Amboise Chenonceau，昂布瓦兹方向从省道 D31来城堡

高速列车 (Tours-Saint-Pierre-des-Corps火车站) 离城堡 20公里，或乘火车在昂布瓦兹

车站下车

5.开放时间



城堡除每年 1月 1 日、2 月 4日、12 月 25日外，全年对外开放。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amboise.com/zh-cn/page/shedule

6.门票价格

个人：

- 成人 11.20 欧元

团队 (20 人以上为团队) :

- 成人 8.50 欧元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amboise.com/zh-cn/page/tarifs

7.实用信息

导览参观或自由参观，带语音导览设备。

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

昂布瓦兹城堡被列为历史遗迹，坐落在悬崖之上，城堡有一个私人入口，为残障人士

提供参观的便利，但需由健康人士陪同参观。

更多周边游览景点：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mboise/wo-de-zui-ai

洛什王家旧城位于卢瓦河谷地区，起先，这座小镇只是安德尔河谷里的一个驿站，是

从昂布瓦兹到普瓦捷的古商路上的一站。公元 1000年左右，洛什发展成了一座中世

纪的小城市，10世纪，由于布洛瓦公爵和安茹公爵之间绵绵不绝的战火，洛什开始

得到飞跃发展，安茹公爵若弗鲁瓦一世决定迁都洛什并在此建起了一座教堂，他的儿

子富尔克•纳勒建起了巨大的四边形塔楼，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的身影。



1.回顾历史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这里曾是法国最美丽的要塞城市之一，高达 36米的雄

伟塔楼曾是当时最大的塔楼之一，也是现今保留最完整的塔楼。由安茹公爵富尔克•
纳勒于 11世纪初修建，这座军事建筑的典范曾被路易十一改造成监狱。塔楼附近的

王家寝宫则是法国文艺复兴艺术的瑰宝，也曾在法国历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曾是

瓦洛尔王朝的王宫们最喜爱的居所。寝宫一面敞开对着平台，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和安德尔河谷，王室寝宫曾接待过圣女贞德、查理七世的宠妃阿涅斯•索亥尔、布列

塔尼的安娜。

2.游览参观

从塔楼的小屋进入旧城，经过护堡，人们立刻能感受到中世纪监狱的气氛：路易十一

塔楼、铁锤、审讯间、布满涂鸦的房间、黑牢、 坚实的防御工事、地宫等；而王室

官员的寝宫边的花园却和这压抑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中世纪花园里搭建着蔓藤花

棚，片片青青的草坪，柳树形成的天然屏障都给人带来静谐和宁静。在王室寝宫里，

陈列着美丽的弗拉芒挂毯，盔甲和绘画，就像 Jehan Poyet的著名的里杰装饰屏画----
基督受难 (十五世纪).

3.如何前往洛什王家老城 ?

A10号高速公路，然后上 A85号高速公路，从出口国道 N143 下高速公路，上省道

D764从图尔火车站转乘到洛什的高速列车。

图尔-卢瓦河谷国际机场，每天有伦敦-图尔的航班，每周有费加里（科西嘉岛）-图尔

的航班。

4.开放时间

洛什王家老城除每年 1月 1 日、12月 25 日外，全年对外开放。

1月 2 日 – 3月 31日：09：30-17：00

4月 1 日 – 9月 30日： 09：00-19：00

10月 1 日-12 月 31日： 09：30-17：00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loches.fr

5.门票价格

个人：



- 全价票 8.5 欧元

- 半价票 6.5 欧元

11岁（包括 11岁）以下儿童免费

团队 : (10 人以上为团队)

- 成人 4.5 欧元

- 学生票 (每个班) 10欧元

所有门票价格：http://www.chateau-loches.fr

6.实用信息

地址：Cité royale de Loches - 37600 Loches

电话: +33 (0)2 47 59 01 32

传真 : +33 (0)2 47 59 17 45

联系方式 : chateauloches@cg37.fr

7.朗斯耶故居与花园 – 洛什

在洛什王城的中心，可以参观画家爱玛纽埃尔∙朗斯耶（1835-1893）的故居。艺术家

是诗人埃雷迪亚的朋友、维欧雷∙勒∙杜克和居斯塔夫∙库尔贝的学生，他被看作是同时

代最好的风景画家。朗斯耶故居可以欣赏到其日本艺术藏品上百幅作品和皮拉奈斯、

卡纳勒多、古斯塔夫∙多雷、米勒、雨果、柯洛的雕刻艺术作品或和德拉克罗瓦的素

描。房子周围，花园根据当时的一副水彩画得到了重建。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loches/wo-de-zui-ai

mailto:chateauloches@cg37.fr


布雷泽城堡建于 11至 19世纪之间，为参观者提供可能探访一座依然住人的高雅住宅

以及一个非同寻常的地下遗址！在城堡下面隐藏着卢瓦尔河城堡群(Châteaux de la
Loire)一个还未被人们了解的的奇观之一，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岩石建筑群！

1.不容错过之处：文艺复兴风格的侧翼建筑，德勒-布雷泽侯爵(Marquis de

Dreux-Brézé)的居所

各间私人套房在今年开放参观，这令那些喜欢参加导览参观的爱好者们开心不已。门

厅、侯爵夫妇的卧室以及他们的餐厅最近还被城堡主人使用过，它们仿佛一直沉浸在

侯爵夫妇建在时的氛围中。餐厅被列为历史古迹，散发出一种名副其实的剧院装潢效

果，厅内除了展示武器和盔甲收藏之外，还有 15把中世纪风格的座椅，上面带有德

勒-布雷泽家族 (Dreux-Brézé)的纹章。侯爵夫人的厨房里保留有她收藏的珍贵的铜制

厨房用具，这里一直是她烹饪的地方，直到她于 1991年去世。

地下堡垒：一座位于城堡下面的城堡

这里的地下世界可以参观，它仿佛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书。人们在这里能够见到昔日

领主的筑防住宅、开凿的巡查道、洞穴吊桥、领主储藏室、地下压榨工场、厨房及其

面包房、冰窖以及其他挖掘的地道。这个矿石世界通向欧洲最深的干涸城壕，其深度

达 18 米。



2.尘封的珍宝：16 至 19 世纪的城堡：一座依然住人的高雅住宅

布雷泽城堡(Château de Brézé)是科尔贝家族(famille Colbert)的财产，被列为历史古迹

(Monuments Historiques)，从 2000年起开放参观。城堡内保留有 19世纪穆兰(Moulins)
市的主教——皮埃尔.德.德勒-布雷泽大人(Monseigneur Pierre de Dreux-Brézé)的套房，

这是迄今依然保留的最漂亮而且最罕见的新哥特及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内部建筑典范

之一。

城堡的生活

仆人的房间以及一间浴室及其奇特的毛巾架都是布雷泽城堡生活的一部分。黎塞留卧

室(Chambre de Richelieu)展览它原来配置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时期的家具，大长廊是

城堡的昔日宴会厅，今后它将归属德勒-布雷泽(Dreux-Brézé)家族的先人，并且展览多

位王室成员的肖像：路易十六(Louis XVI)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他们的儿子——不幸的路易十七 (Louis XVII)等等。

3.如何前往？

自驾车抵达：从索米尔(Saumur)前来，走 93号省道(D93)，方向：沙塞/瓦兰

(Chacé/Varrains)。从希农(Chinon)前来，经过丰特弗罗修道院(Fontevraud l’Abbaye)之
后走 93号省道(D93)

乘坐火车抵达：索米尔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火车站(Gare SNCF de Saumur)

乘坐飞机抵达：图尔-卢瓦尔河谷机场(Aéroport Tours Val de Loire)或者昂热-马尔塞机

场(aéroport Angers-Marcé)

GPS导航地址：北纬 47 10,28’，西经 00 03,26’

4.时间

2月 1 日至 3 月 31日以及 10 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每天 10点-18点

4月 1 日至 6 月 30日以及 9 月 1 日至 30日：每天 10点-18点 30

7月 1 日至 8 月 30日：每天 10 点-19 点 30

9月 1 日至 30日：每天 10 点-18点 30

休息：12月 25日以及 1 月 1 日至 31日



5.票价

个人：

成人个人票价：11.5 €

儿童（7至 14 岁）：6 €

折扣票（大学生，登记在册的求职人士）：9.5 €

团队：

成人团队票价：9.5 €起

6.实用信息

地址：Château de Brézé 49260 Brézé

电话: 02 41 51 60 15 ; Fax : 02 41 51 65 15

联系方式 : s.noyer@chateaudebreze.com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breze/wo-de-zui-ai

mailto:s.noyer@chateaudebreze.com


远离日常生活的繁琐，回归自然，在从未被驯服的原生态卢瓦河和隐藏着獐鹿和野猪

的丛林之间，巍然耸立着香波堡，从巴黎南部出发，不到两小时的车程就来到香波堡，

它为您打开了卢瓦河谷的大门。卢瓦河，这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

大河，以它独特的魅力被列入了 « 鲜活的文化、风景名录 »。香波堡是法国文艺复

兴时期最雄伟、最博大的城堡，是卢瓦河谷之游不可错过的一站。穿过巨大、威严的

石柱，让我们回到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享受法国的生活艺术。

1.香波堡，卢瓦河谷最珍贵的珠宝

受达芬奇大师的影响，傲然耸立的香波堡屹立在广袤的森林中，周边的森林庇护着众

多的猎物，这座雄伟的宫殿是法国文艺复兴艺术的瑰宝，它的雄姿凌驾在索洛涅沼泽

地上。香波堡来自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个梦想，这位法国国王从意大利战场归来，带来

了众多的意大利艺术家，其中就有天才大师达芬奇。没人知道香波堡的建筑师到底是

谁，但传说建筑的灵感来自达芬奇的草图，特别是城堡中著名的双螺旋楼梯。

是文艺复兴艺术的瑰宝，香波堡标志着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它巧妙地将意大利

建筑理念和法国的建筑传统相结合，它的比例完美和谐，它的庄和严雄伟不由得让人

心生敬畏，它的体量宏伟而不笨拙，它的装饰精美而不琐碎，是建筑史上罕见的瑰宝。

沿着达芬奇楼梯，登上香波堡的楼顶，从塔楼的顶部欣赏别具特色的香波堡屋顶，小

塔、烟囱上尖状的瓦片，令人晕眩的天窗，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俯瞰整个香波领地。

香波堡不是国王常驻的宫殿，而是狩猎的行宫。弗朗索瓦一世喜欢归隐在此，全情投

入最喜爱的娱乐活动，狩猎，当时，只有贵族才有狩猎的资格。弗朗索瓦 一世实际



在此逗留的时间很短，按照当时的习俗，每次走时连家具也一起搬走，走后便四壁空

空，最后，香波堡在他去世时仍未完工，随着时光流逝，香波堡并未被人遗忘，弗朗

索瓦一世之后的法国国王和名人也来此逗留，为城堡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就有著

名的太阳皇路易十四。

不容错过的景点： - 放映厅 (香波堡介绍短片)， - 双螺旋楼梯 , - 弗朗索瓦一世和

路易十四套间 , - 三楼精美雕琢的拱顶， - 露台 , - 北面花坛

2.香波堡森林

步行或骑自行车，静静地享受香波森林的安宁与静谐。1000公顷的森林向公众开放。

在这里，动物自由地生活，专门设置的观察站，既不打扰它们的生活，又可观察它们

的一举一动。

更多信息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ambord/chen-feng-de-bao-cang

3.参观香波堡

自由参观或导览参观，寓教于乐，香波堡向公众推出多种参观、游览活动，游客可以

回到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的辉煌年代， 让'预言家蝾螈'或'托马兄弟'为我们滔滔

不绝地讲谜语和神奇的故事，让大人和小孩都留连在这些故事中。

更多信息游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ambord/chen-feng-de-bao-cang-0

4.如何前往香波堡领地 ?

驾车从巴黎出发 (不到两小时)：从布洛瓦出发，上 A10 号高速公路，波尔多方向，15
公里，从 Mer出口（16号出口）或布洛瓦出口（17号出口）出高速。

离城堡 200米处有收费停车场: 4€

乘火车 (时间: 1h30)，从巴黎 Austerlitz车站上车，在布洛瓦站(Blois)下 (5 月至 8月

有布洛瓦至香波堡的班车)

5.开放时间

城堡除每年 1月 1 日、11月 11 日、2 月的第一个周二 ，全年对外开放。

3月 26 日至 10月 31 日： 9：00-18：00



11月 1 日至 3月 25 日： 9：00-17：00

闭馆前半小时为最后入馆时间。

6.门票价格

个人

- 成人 : 11 €

- 家庭成员中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免票

- 欧盟国家内 18-25 岁的青年（请出示身份证件）

- 优惠价格 : 9€

团队 (20 人以上为团队)

- 成人：9 欧元

- 儿童/大学生：3 月 1日至 10 月 31日，预定价格 3 欧元

预定服务电话： +33 (0)2 54 50 50 40/41 (导览参观，自然陈列室等)。

7.实用信息

地址：Domaine National de Chambord - 41250 Chambord

电话 : +33 (0)2 50 40 00

传真 : +33 (0)2 54 20 34 69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s://www.chambord.org/fr/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ambord/wo-de-zui-ai



希农皇家堡垒位于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région Centre Val de Loire)。堡垒俯瞰希农城，

由安茹伯爵(Comtes d’Anjou)、金雀花王朝(Plantagenêts)建造，这座堡垒令人联想到法

国与英国之间紧密交织的历史。1429 年，圣女贞德(de Jeanne d'Arc)与王储——日后的

查理七世(Charles VII)之间的历史性会面就发生在堡垒的大厅内。

1.法国历史上的胜地

希农王家要塞的起源

希农王家要塞位于三个省份的交界处：安茹、普瓦图和都兰。希农王家要塞所处的岩

石悬壁自古以来因为其地理优势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城堡的建造年份不会晚于十世纪：布卢瓦伯爵“舞弊者”蒂波在此建造了塔楼。不过是

金雀花王朝的安茹伯爵即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自 1154年起大规模建造城堡，才把它改

造成了今天的外观。

1205年，经过长期的围攻，法国国王菲力浦∙奥古斯都攻下了要塞，建造了库德黑主

塔楼。

见证了重大的历史事件

1308年，希农城堡见证了圣殿骑士团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骑士团首领雅克∙德∙莫莱和

其他几位尊贵人物被监禁于此，之后在巴黎被审判并处以火刑。



百年战争期间，查理七世于 1427年将宫廷迁移至此。1429年 3 月，他在此接见了圣

女贞德。贞德向他确保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并说服他在兰斯加冕。

十七世纪，黎塞留成为城堡主人后城堡开始衰落。1808年，城堡被移交给地方议会

即今日的地方总理事会。

2.不同寻常的活动

进入第三个千年的要塞

经过欧洲史无前例的五年的修复工作，这座要塞被重新赋予昔日的军事辉煌和凝聚

力，欢迎来到这座历经三千年的要塞! 去攻占那些塔楼去吧，它们散布在刚修复好的

150米城墙上。沿着皇家套间参观路线，游客可以沉浸到要塞的民事和军事史中，顶

着某位大人物的身份，重复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大事件。同时还可以欣赏一下按照

15世纪图尔风格修复的皇家套间。

3.如何前往希农王家要塞 ?

从图尔市西南驾车，上高速公路 A85号，只需 40分钟，N°9 号希农出口（Chinon），

然后上省道 D751号。

4.开放时间

每年除 1月 1 日、12月 25 日外，全年全天对外开放。

1月 2 日至 2 月 29日： 9：30-17：00

3月 1 日至 4 月 30日： 9：30-18：00

5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9：30-19：00

9月 1 日至 10月 31 日： 9：30-18：00

11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 9：30-17：00

所有开放时间：http://www.forteressechinon.fr/en/opening-times

5.门票价格

成人票价：8.5 欧元



优惠票价：6.5欧元

7岁以下免票

所有门票信息：http://www.forteressechinon.fr/en/prices

6.实用信息

希农王家要塞地址：Forteresse royale de Chinon - 37500 Chinon

电话 : +33 (0)2 47 93 13 45

传真 : +33 (0)2 47 93 93 32

联系方式 : forteressechinon@departement-touraine.fr

更多周边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inon/wo-de-zui-ai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forteressechinon.fr/en

舍农索城堡位于卢瓦河谷地区中部，它曾是国王的领地，国王的住所，这座优美无比，

屹立在谢尔河上的城堡不仅以设计的独特闻名于世，还有它传奇的历史，这是一座受

到法国历史上杰出女性所喜爱，由她们经营、受她们保护的城堡，例如普瓦捷的戴安

mailto:forteressechinon@departement-touraine.fr


娜，卡特琳娜•德•梅蒂西斯等。今天，舍农索城堡是法国除凡尔赛宫以外，参观人数

最多的城堡。

1.不容错过的时刻：

这是一个文化的胜地，交流与传播的胜地，舍农索城堡拥有丰富的藏画，收藏的大师

级作品之多使它跻身于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之列，它还拥有众多著名的弗兰

德挂毯。舍农索城堡还在许多领域走在时代的前列，它是唯一一座用 iPod提供录音

导览的城堡，并有 11种语言可供选择。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s://www.chenonceau.com

2.城堡生活：多种服务和活动

菜肴精美的餐厅，城堡的桔园，茶座，自助餐厅，蜡像馆，春夏季乘舟游谢尔河，参

观普瓦捷的戴安娜花园和卡特琳娜•德•梅蒂西斯花园，菜园，16世纪的农庄和花卉

作坊，舍农索城堡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www.chenonceau.com/zh/les-jardins/le-jardin-de-diane?rub=jardins

3.特别参观：神话般的美景

7月 1 日至 31日每天晚上，城堡举办夜游花园活动，神奇的参观路线，伴随着杰出

的意大利小提琴家 阿尔坎杰罗•科雷利的音乐漫游花丛。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www.chenonceau.com/zh/actualites/promenade-nocturne?rub=actu

4.如何前往舍农索城堡：

- 高速公路 A10 号，也叫阿基坦高速公路 (出口 Blois 或 Amboise 出口)- 高速列车

Saint-Pierre-des-Corps火车站下车 (或图尔火车站) – 区间火车 图尔-舍农索- 最近的

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

5.开放时间：

1月 1 日至 2 月 21日： 9：30 - 17：00

2月 22 日至 3月 25 日： 9：30 - 17：30



3月 26 日至 5月 31 日： 9：00 - 19：00

6月 1 日至 30日： 9：00 - 19：30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9：00 - 20：00

9月 1 日至 31日： 9：00 - 19：30

10月 1 日至 11月 1 日： 9：00 - 18：30

11月 2 日至 11月 13 日： 9：00 - 18：00

11月 14日至 12 月 31日： 9：30 - 17：00

节日开放时间:

5月 1 日(4 月 30、5 月 1), 5 月 8 日(5 月 5、6、7、8日), 圣灵降临节(5 月 14、15、16
日)9:00 -19:30售票处停止售票 30分钟内可进入城堡。

15种语言参观引导：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荷兰语、俄

语、葡萄牙语、波兰语、中文、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韩语。

6:门票价格

个人：

携带游览手册参观城堡、花园、多姆展厅（Galerie des Dômes ）和阿特拉日展厅（Galerie
des Attelages）:成人 13欧元

携带语音导览参观城堡、花园、多姆展厅（Galerie des Dômes ）和阿特拉日展厅（Galerie
des Attelages）: 成人 17,50欧元

团队 (20 人以上为团队)：携带游览手册参观城堡、花园、多姆展厅（Galerie des
Dômes ）和阿特拉日展厅（Galerie des Attelages）: 成人 10欧元

携带语音导览参观城堡、花园、多姆展厅（Galerie des Dômes ）和阿特拉日展厅（Galerie
des Attelages） (录音导览 / 每年 9 月至 4月，需预约): 成人 14 欧元

7月和 8 月的每天晚上：花园夜游活动 6.00 欧元

提供 11种语言的语音导览：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文、日语、

荷兰语、俄语、葡萄牙语、波兰语。

7.实用信息



地址：Château de Chenonceau - 37150 Chenonceaux

电话 : + 33 (0)2 47 23 90 07 - 传真: + (0)2 47 23 97 78

联系方式 : info@chenonceau.com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enonceau/wo-de-zui-ai

1803年，塔列朗（Talleyrand ）应拿破仑的要求购置了瓦朗塞（Valençay ）城堡，以

便在此给予所有欧洲贵宾奢华接待。坐落在贝里的瓦朗赛城堡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建筑

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和古典主义风格。城堡所有厅堂都装饰着精美的家具，城

堡的领地上有一座法国式园林还有一座英式风景园林。

1.不可错过：曾是一座古老的封建堡垒

瓦朗塞公园和城堡在路易十三时期初现雏形，原来它不过是一座古老的封建堡垒。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建筑风格也在悄悄地变化，和谐地揉入了初期文艺复兴风格和古

典主义风格。1803年，时任拿破仑外交大臣的塔列朗买下了这座华丽的城堡，他终

于能接待法兰西帝国的贵宾。

全家休闲游

mailto:info@chenonceau.com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enonceau/wo-de-zui-ai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enonceau/wo-de-zui-ai


瓦朗赛城堡珍藏的家具主要体现了路易十六时期和法兰西帝国时代的风格，那些精美

的家具是城堡的骄傲。城堡的公园和森林占地 53多公顷。游览的主要内容包括参观

藏品、品鉴美食、游览拿破仑迷宫、庭院和花园，还可以步行或乘坐电瓶车游览王子

森林。

提供的服务和新动向

建于 1810年堪称名副其实瑰宝的瓦朗赛剧院(Théâtre de Valençay)保留了其全部的昔

日装潢及布景，可以在有一位导游陪同的私人参观活动时参观。其中包括下厅，它是

在重建目前的城堡之前、被毁坏城堡的唯一遗迹，另外还包括文艺复兴厅，它是由雅

克一世.代斯唐普(Jacques Ier d’Estampes)从 1540年起建造的富丽堂皇居所的最后遗

迹。 瓦朗赛城堡(Château de Valençay)从今以后将有一条全新的参观路线、一种儿童

语音导览器，并且开放一个可以欣赏城堡一览无余景致的观赏花园。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valencay.fr

2.如何前往瓦朗赛城堡?

A10号高速公路或 A85号高速公路，省道 956，从 Chelles sur Cher 出口出

图尔或 Saint Pierre des Corps高速列车站或瓦朗赛火车站下车。

3.开放时间

全年对外开放:- 3月 26 日至 4月 30 日： 10：30 - 18：00

- 5 月 1 日至 31日： 10：00 - 18：00

- 6 月 1 日至 30日： 9：30 - 18：30

- 7 月 1 日至 8月 31日： 9：30 - 19：00

- 9 月 1 日至 30日： 10：00 - 18：00

- 10 月 1日至 11月 13 日：10：30 - 17：30

4.门票价格

个人

-成人票价 : 12.50 欧元



- 优惠票价 : 9.50 欧元

- 儿童(4-6 岁) : 4.50 欧元

- 导游带领参观小剧院：4.50欧元

- 导游带领参观城堡）：4.50欧元

- 电瓶车 : 13,00 欧元 (4 人)

导览参观地下大厅（30分钟）：2.50欧元

参观者生日免费。(请出示身份证明)

团队 （15人以上为团队）

- 成人票价 参观花园和城堡: 8 欧元

- 优惠票价 参观花园和城堡+电瓶车: 11 欧元

- 语音导览器：3 欧元

- 7 至 17岁青少年: 7欧元 (除特殊学生假日外)

- 小学生票价: 4欧元（除特殊学生假日外)

*优惠票价：（大学生、待业人员、残疾人士、教师、记者、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

文化部工作人员。需出示相关证件）

5.实用信息

地址：Parc & Château de Valençay - 2 rue de Blois - 36600 Valençay

电话：02 54 00 10 66 - accueil@chateau-valencay.fr

mailto:accueil@chateau-valencay.fr


丰特莱修道院位于卢瓦河谷地区，是欧洲最大的修道院之一，也是安茹王朝最大的王

室墓园所在地。丰特莱修道院以它雄伟的气势、别具一格的建筑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1804年拿破仑将它改建成监狱，因此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而成为了令人

恐惧的监禁之地，最后一批囚犯于 1985年走出这樊笼。如今，它已是文化交流中心

（由法国文化交流部命名），是音乐会、研讨会、展览会的胜地。它还接待艺术家来

此居住，展出他们创造的作品。

1.不可错过：王室修道院

由罗伯特•德•阿尔贝赛勒（Robert d'Arbrissel）建于 1101年，丰特莱修道院是修女修

道的场所。有着王家血统的修女在此修行，阿基坦的埃莉诺女公爵在此走过了人生最

后的岁月。今天修道院的教堂里还保留着亨利二世、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女公爵、狮

心查理国王、昂古莱姆的伊萨贝勒女伯爵的墓和卧像。

隐修之城

丰特莱修道院在 1101年至 1804年之间是一所隐修之城，精美无比的建筑无处不考

虑到精神的修行和每日的手工劳动，这就是修女们的日常生活。跟随着修女的脚步，

走进另一个世界，神秘的罗曼风格的厨房，优雅的回廊，修女们的住所，巨大的餐厅。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fontevraud/bu-rong-cuo-guo-0



2.尘封的珍宝：修道院不为人知的一面

丰特莱修道院打开最隐秘的大门，以主题参观的形式带您走入隐秘的小径：'地下组织

'，'法国大革命前修道院最后几天'，'监狱中心'，还有'嬷嬷们的日常生活'，欢迎家庭

前来参观.

丰特莱监狱

19世纪初，拿破仑将丰特莱修道院改造成监狱，由此避免了被摧毁的命运。在围墙

内增加了新的墙垛和隔间，以适应囚禁犯人的新职能。今天这里的一砖一石还留着曾

经悲惨世界的印记。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fontevraud.fr

3.如何前往丰特莱修道院 ?

开车从昂热、图尔、普瓦捷都只需 1 个小时车程。从巴黎乘高速列车只需两小时。离

3 大国际机场均不到 80 km 路程 (昂热机场，普瓦捷机场、图尔机场)

4.开放时间

每天开放。

每年 12月 25日休息。

1月 23 日至 4月 28 日：10 :00 – 17 :00

3月 1 日至 6 月 30日：9 :30 – 18 :30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9 :30 – 19 :00

9月 1 日至 10月 31 日：9 :30 – 18 :30

11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10 :00 – 17 :00

售票处在闭馆前 30分钟停止营业。

5.门票价格

个人：



- 成人 10.00 欧元 (淡季)

- 青少年（8 至 18岁）：7.00 欧元

- 免费：8 岁以下

团队 (15 人以上为团队) :

- 成人 7.00 欧元 (淡季)

6.餐饮&住宿

餐厅：提供由主厨改良的乡土菜及索米尔葡萄园区(saumurois)的葡萄酒；美食露天咖

啡座；提供新鲜沙拉及三明治 。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fontevraud.fr/Manger-a-Fontevraud/Manger-a-Fontevraud

丰特弗罗酒店：+ 33 (0)2 46 46 10 10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fontevraud.fr/Dormir-a-Fontevraud/L-hotel

丰特弗罗餐厅：由 2013年博古斯金奖获得者蒂博.鲁格热里(Thibaut Ruggeri)精心制作

的卓越晚餐

电话：+ 33 (0)2 46 46 10 20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fontevraud.fr/Manger-a-Fontevraud/Le-Restaurant

7.实用信息：

地址：Abbaye de Fontevraud - BP24 - 49590 Fontevraud-l’abbaye

电话：+33 (0)2 41 51 73 52

传真：+33 (0)2 41 38 15 44

联系方式： welcome@fontevraud.fr

mailto:welcome@fontevraud.fr  


雪瓦尼领地位于中部-卢瓦河谷地区，紧邻布洛瓦城堡和香波堡，是卢瓦河谷中家具

艺术和装饰艺术最璀璨的城堡，它那富丽堂皇的内部装饰令人惊叹。

1.一座神秘的城堡

城堡内奢华的内部装饰是布洛瓦著名的装饰艺术大师 Jean Monier的杰作。Jean
Monier曾受到玛丽•德•梅蒂西斯的资助，送他到意大利学习装饰艺术，学成之后，玛

丽• 德•梅蒂西斯将他派往卢森堡宫廷，任职期满，他回到了故乡布洛瓦，这时的他

已是声名卓著，应邀来到雪瓦尼城堡再次展示他的才能。

2.水上漫步

游客可乘电瓶车游览雪瓦尼城堡的公园，再乘船在运河游览，划开安宁、平静的水面，

看运河两岸丰富的植物和动物 (4 月至 11月).

3.尘封的珍宝

雪瓦尼城堡就像散落在草坪中的一颗珍珠，而雪瓦尼的草坪也是经过一丝不苟的修

剪，如城堡一样美轮美奂。2006年建成的 «学徒花园» 从城堡一直延展到桔园，这

座花园带着强烈的现代艺术风格，围绕着中轴线用花卉植物构建起严谨的结构，而斑

斓的色彩如彩蛇翻舞，在结构与色彩之间，这座花园在演绎永恒的反差与和谐。城堡

的菜园也是花园，城堡厅堂里鲜艳的花束就来自这里。色彩在这里流动，一千零一朵

鲜花和蔬果在蓝天白云下让人无法不心动，它将不同色彩的最原 始用途集中在一起。



«丁丁历险记»的作者艾尔吉就是以雪瓦尼城堡为原型，去掉其两翼，就成了故事中的

姆兰萨尔城堡（Moulinsart），长期展览«姆兰萨尔的秘密 » 以实物大小的比例展示

了城堡里发生的故事。

4.如何前往雪瓦尼城堡 ?

驾车从巴黎出发：

A10号高速公路，巴黎-波尔多方向，从布洛瓦出口下高速，190公里。从高速公路出

口至城堡 20分钟的车程。

乘火车：

布洛瓦火车站

高速列车 Vendôme 车站 (Vendôme – 布洛瓦 30 公里)

5.开放时间

1月 1 日-3月 31 日： 10：00 － 17：00 无中间休息

4月 1 日-9月 30 日： 9：15 －18：30 无中间休息

10月 1 日-12 月 31日：10：00 － 18：45 无中间休息

6.门票价格

个人自由参观：

参观城堡、公园和花园： 成人 10.50 欧元

参观城堡、展览：姆兰萨尔的秘密： 成人 15.00 欧元

参观城堡、公园和运河：成人 15.50 欧元

参观城堡、展览：姆兰萨尔的秘密、：成人 20.50 欧元

7.实用信息

地址：Château de Cheverny - 41700 Cheverny - France



电话 : +33 (0)2 54 79 96 29 – 传真 : +33 (0)2 54 79 25 38

联系方式 : domainedecheverny@chateau-cheverny.com

更多周边浏览信息：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everny/wo-de-zui-ai

继承悠久、辉煌的历史，1972年建立的索米尔国家马术学院以举世闻名的索米尔黑

骑士马术团为核心。索米尔黑骑士马术学院位于卢瓦尔河地区, 是法国马术训练基地

总部。黑骑士马术团的骑士，国家马术学院的资深教研人员，为法国，乃至世界培养

最高级别的骑士。2010年以来成为法国国立马术学院的组成部分之一。

1.学院的使命

1972年的国家马术学院培养最高级别的骑士，学院拥有完整的研究计划，资料中心，

黑骑士马术团，资深的教研人员，为法国骑士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adre-noir/bu-rong-cuo-guo

2.马术学院的来源

mailto:domainedecheverny@chateau-cheverny.com


16世纪末， Duplessis Mornay 在索米尔建起了一座新教大学，Saint-Vual 先生担任骑

术学院的院长。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adre-noir/bu-rong-cuo-guo-0

3.黑骑士马术团的骑士

索米尔国家马术学院的教研人员均为黑骑士马术团的骑士。他们是骑术专家，不仅有

着精湛的技艺，而且还担任着传承知识与理论的 使命他们训练良驹，在马术场、障

碍赛场上驰骋，在国内、国际大赛上展示英姿，同时也为骑士培训准备好马.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ifce.fr/cadre-noir/

4.如何前往？

自驾车大约需要 3分钟：- 巴黎(Paris)/ 索米尔(Saumur)：走 A.11 高速公路，之后走

A.85高速公路

乘坐火车（1小时 40 分钟）：

- 巴黎蒙帕纳斯大西洋高速火车站(TGV Atlantique Paris Montparnasse)/ 昂热-圣洛火

车站(Angers St Laud)/ 索米尔(Saumur)

-巴黎蒙帕纳斯高速火车站(TGV Paris Montparnasse) / 圣皮埃尔德科尔(St Pierre des
Corps)/索米尔(Saumur)

乘坐飞机：- 索米尔机场(Aérodrome de Saumur)：相距 1 公里– 昂热-马尔塞机场

(Angers Marcé)：相距 30公里

5.开放时间

仅开放导游带领参观，从周一下午至周六中午。

休息：周六下午、周日、周一上午以及节假日。

参观出发时间（展示日的上午不安排导游带领参观）：

-2015年 2 月 9 日至 4月 11 日+ 2015年 10月 19 日至 10月 31日 14:30 / 16:00

- 2015 年 4月 13 日至 10月 17日 10:00 / 10:30 / 11:00 / 11:30 / 14:00 / 14:30 / 15:00 /
15:30 / 16:00



星期一 , 每周三（仅在学校假期以及整个夏季）15点至 17点，请您前来骑术学校

(Cadre Noir)参加游戏解谜活动，并且尝试赢取公众展示日的门票。

6.票价

个人：

- 成人：8 €

- 16 岁以下的儿童：6 €

- 2 名成人+2名儿童的家庭票：25 €

团队（20人起）：

- 成人 6,5 欧元

7.实用信息

国家马术学院地址：

Ecole Nationale d'Equitation Avenue de l'école nationale d'équitation - 49400 Saint Hilaire
Saint Florent

电话 : +33 (0)2 41 53 50 50 – visites.cadrenoir@ifce.fr

mailto:visites.cadrenoir@ifce.fr


这一巨大的白色页岩装饰的美丽城堡是卢瓦河奔向大西洋前河畔最后一座城堡，那些

建于 15世纪和 17世纪的雄伟、瑰丽的建筑仿佛带着您魔幻般走进历史，重游昔日的

辉煌。它见证了南特市以及整个布列塔尼历史的变迁，这座饱经风雨的布列塔尼公爵

城堡屹立在城市的中心，向世人展示它那无可比拟的丰富文化遗产。由弗朗索瓦二世

公爵和他的女儿，布列塔尼的安娜修建的要塞环抱着一座 15世纪受文艺复兴风格影

响的公爵寓所，从 1862年起它就被列为历史古迹。

1.城市历史的博物馆

南特历史博物馆走在当代博物馆学研究的最前沿，各类多媒体设备将馆内 850件珍藏

品展示到极致。从公爵的城邦到今日繁华的都 市，它为南特市勾勒了“一幅城市的画

像”。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nantes/bu-rong-cuo-guo-0

2.不可错过的一段过去, 一段历史

布列塔尼-南特公爵城堡建立于 15 世纪，代替了两个世纪前在高卢-罗曼时期的墙垣上

建起的公爵寓所。被列为历史古迹的城堡要 塞和宫殿仿佛在述说着昔日的雍容华贵、

极力展示建筑艺术的璀璨，耸立在市中心的城堡曾经是作为军事防御的要塞而修建。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nantes/bu-rong-cuo-guo

3.夜色中的城堡



尘封的宝藏，夜色中的城堡，走过沉睡的吊桥，从主甬道进入城堡，一束暖暖的桔色

灯光透过门帘从屋里照射出来，仿佛布列塔尼的安娜仍在寝宫入 住。城壕的花园里,
壕沟外护墙上昏暗的灯光让人感到无时会跳出一个中世纪的人物来，让自己在这奇幻

的南特城堡中遨游吧。

4.如何前往城堡 ?

乘坐高速列车 : 从巴黎出发 : 2 小时

自驾车 : 从巴黎出发，经由 A11号高速公路 – 从波尔多出发，经由 A83 号高速公路

– 从雷恩出发，经由 RN 137号国道。

轻轨 : 1 号线 – 安娜女公爵站下车

公共汽车 : 4 号线

乘坐大巴 : 即停大巴 : 亨利四世路，安娜女公爵停车场 – 大巴停车场 : gare
routière, allée Baco

5.开放时间

南特城堡除每周一外，其他时间均对外开放

- 9 月 1 日至 6月 30日： 每天 10 点至 19点开放庭院、城墙、城壕花园。

城堡内部的博物馆和展览：除周一关门外，其他时间每天 10点至 18点

- 7 月 1 日至 8月 31日：每天 9 点至 20点开放庭院、城墙、城壕花园，有时晚上还

会组织夜间游览活动。

城堡内部的博物馆和展览：每天 9点 30 至 19点

每年 1月 1 日，5 月 1日，11 月 1 日，12月 25日关门。

所有开放时间：http://www.chateau-nantes.fr/en/opening-times

6.门票价格

个人门票：

- 博物馆或展览 成人 5 欧元

- 博物馆和展览 成人 8 欧元



- 博物馆门票+ 成人带讲解参观 4 欧元

所有门票价格：http://www.chateau-nantes.fr/en/admission

7.实用信息

博物馆中几乎所有展厅 (32 个展厅中 29 个) ，部分城墙都采取了专门措施，方便行

动有障碍的残障人士参观。部分参观路线有专门的音响设施，方便失明或视力低弱的

人士参观；对于耳聋或听力有障碍的人士，也有专门的设施方便参观。

更多信息，请致电 : +33 (0)2 51 17 49 88.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nantes.fr/en

更多周边浏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nantes/wo-de-zui-ai



布洛瓦王家城堡位于卢瓦河谷地区，它真实地展示了卢瓦河谷城堡艺术与历史的全

貌，来到这里宛如读到了卢瓦河谷游览的导言。

1.王家住所

法国历史上曾有 7位国王、10 位王后下榻于此，布洛瓦王家城堡展示了文艺复兴时

期法国王室的权威，也演绎了宫廷的日常生活，王室寝宫精美的家具，色彩斑斓的内

部装饰无不叙述着昔日的辉煌。

2.城堡参观

自由参观，导游讲解参观和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活动，布洛瓦王家城堡向游客展示它

的美丽和财富，描述它的故事和建筑，在它悠远的历史上曾发生过那么多闻所未闻的

故事，迷宫般的通道，角色游戏，游客们在这里将体味到前所未有的感动。可能会接

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任务：将国王弗朗索瓦一 世从不可思议的事件中解救出来。

3.法国博物馆的光荣称号

布洛瓦王家城堡有着引以为豪的 35000件艺术作品，被称为法国的博物馆，部分藏品

在弗朗索瓦一世侧翼的王家寝宫，路易十二侧翼的美术馆里展出。还会不定期地举行

一些艺术作品展。

法国建筑艺术的宝典

布洛瓦城堡瑰丽多彩的建筑艺术让人想起卢瓦河谷从中世纪到 17世纪的多座城堡，

它的侧翼就展示了 4种不同的风格，体量非凡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俯瞰着内部庭院，

围绕着庭院展开的更是法国建筑艺术的宝典，从哥特式到文艺复兴风格，再到古典主

义风格，不一而足。1845年，它第一个作为历史古迹得到修复，也由此作为典范，

成为此后城堡修复的参考。



4.如何前往布洛瓦王家城堡 ?

- 驾车 Autoroute A10号高速公路：巴黎/波尔多，从布洛瓦出口出高速（170公里），

然后上国道 RN 152 : 巴黎 / 奥尔良/ 布洛瓦 (180公里)

- 火车从巴黎出发(d'Austerlitz 车站) / 布洛瓦 : 1h40； 巴黎 (Montparnasse 车站) /
Vendôme 车站 : 42 分钟 – Vendôme / 布洛瓦 (30 公里) )

=> 城堡离火车站步行只需 8分钟

5.开放时间

- 1 月 2 日至 3月 31日： 9：00 / 12：30 - 13：30 / 17：30

- 4 月 1 日至 6月 30日： 9：00 / 18：30

- 7 月 1 日至 8月 31日： 9：00 / 19：00

- 9 月 1 日至 30日： 9：00 / 18：30

- 10 月 1日至 11月 1 日： 9：00 / 18：00

- 11 月 2日至 12月 31 日： 9：00 / 12：30 - 13：30 / 17：30

6.门票价格

- 成人票价 : 10.00 欧元

- 优惠票价 : 7.50 欧元

- 儿童票价 (6-17 岁) : 5.00 欧元



卢瓦河畔肖蒙领地是原生态卢瓦尔河上的观景台, 可以欣赏到这条皇家河流的最美丽

景色, 绵延三十余公顷，每年接待超过 385000 名游客。卢瓦河畔肖蒙领地包括城堡(十
五-十九世纪)、马厩、亨利•杜谢纳（Henri Duchêneson）设计的园林公园以及国际花

园节(四月底至十月中旬)。该领地还陈列着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佳作，并经常举行著名

摄影家作品展。

1.不可错过

卢瓦河畔肖蒙城堡俯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卢瓦尔河谷，同时展示了

哥特时期的防御性建筑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娱乐性建筑。卡特琳娜•德•梅蒂西斯

（Catherine de Médicis）是肖蒙城堡的主人, 她是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和罗明

坚（Ruggieri）的忠实仰慕者，也是自己的占星家, 把肖蒙城堡转让给了戴安娜•德•
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肖蒙城堡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经历了一个激烈的文化动荡

时期，这个时期里勒•雷•德•肖蒙（Le Ray de Chaumont）家族先后接待了雕塑家尼尼

（Nini）、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女作家热尔梅娜•德•斯塔

尔（Germaine de Staël）。褒格丽公爵夫妇是肖蒙城堡最后的私人业主, 为其注入了超

乎寻常的现代感、创造力和亲切感。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aumont/bu-rong-cuo-guo

2.国际花园节



1992年以来, 国际花园节构成了全世界景观设计领域一道不容错过的亮丽风景。过去

的 21届国际花园节已设计了近 550个花园, 均可谓是明日花园的原型。既充满创意

又人才辈出, 国际花园节旨在通过引入全新的鲜花装饰技艺、创新的材料及创造性的

思路和方法来振兴园林艺术。 项目的多样性、创造力及高质量使得国际花园节在全

球享有盛誉，成为新一代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布景师及园艺师展示其作品不可错过

的盛会除国际花园节外, 烟雾谷（le Vallon des Brumes）、苗圃花园及教学花园的实验

性花园全年均向公众开放。

3.艺术和自然中心

«艺术和自然»这个主题是卢瓦河畔肖蒙领地艺术项目的中心，可以在城堡及公园里细

细品味应邀参展的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该领地是第一个完全致力于自然与文化、

艺术创作与景观规划、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艺术和自然中心。 国际知名

艺术家和居住在卢瓦河畔肖蒙的年轻才俊被鼓励参与到该领地的方方面面。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haumont/wo-de-zui-ai

4.如何前往卢瓦河畔肖蒙领地 ?

卢瓦河畔肖蒙领地位于图尔和布洛瓦之间，距巴黎 185 公里。

A10 号和 A85号高速公路，从布洛尔出口或昂布瓦兹出口出高速公路。

每天有多趟列车从巴黎 Austerlitz车站发车，经奥尔良至图尔，在 Onzain车站下车。

5.开放时间

- 每年 1 月 2 日至 3月 31 日 : 10 点开放至 17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6点 15)

- 每年 4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 : 10 点开放至 18点 30分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7
点 45)

- 每年 7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 : 10 点开放至 19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8点 15)

- 每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 10点开放至 18点 30分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7点

45)

- 每年 10月 1日至 10月 29日 : 10点开放至 19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8点 15)

- 每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6日 : 10点开放至 18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7点 15)

景区关闭前 45分钟停止售票。



12月 25日、1 月 1 日不对外开放

“国际花园节”期间开放时间：

- 4 月 21日至 8 月 31日 : 10点开放至 20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9点)

- 9 月 1 日至 9月 30日 : 10点开放至 19点 30 分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8 点 30)

- 10 月 1 日至 10月 29 日 : 10点开放至 19 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8 点)

- 10 月 30 日至 11月 6 日 : 10点开放至 18 点 (售票处最后营业时间为 17 点)

6.门票价格

卢瓦河畔肖蒙领地门票(*)：成人：17 欧元/12 至 18岁的青少年：11.00欧元/6至 11
岁的儿童：6.00欧元/6岁以下的幼童免费(*) 凭此票可参观领地上所有景点：花园节，

城堡，马厩、公园。

卢瓦河畔肖蒙领地门票(*) 连续 2日票 ：成人：25.00 欧元/12至 18岁的青少年：15.00
欧元/6至 11岁的儿童：8.00 欧元/6岁以下的幼童免费(*) 凭此票可参观领地上所有

景点：花园节，城堡，马厩、公园。

国际花园节门票(*)：成人：12.50 欧元/12至 18 岁的青少年：7.50欧元/6至 11岁的

儿童：5.00欧元/6 岁以下的幼童免费(*) 凭此票可参观花园节作品展，公园，不含城

堡、马厩参观。

城堡、公园及马厩门票(*)：成人：13.00 欧元/12至 18 岁的青少年：8.00欧元/6至

11岁的儿童：5.00欧元/6岁以下的幼童免费(*) 凭此票可参观城堡，马厩和公园，不

含花园节参观。

起新推出 10种语言的多媒体互动式导览，只需在其他费用基础上多支付 4 欧元。

7.实用信息

地址：Domaine de Chaumont-sur-Loire - 41150 Chaumont-sur-Loire

电话 : +33 (0)2 54 20 99 22 – 传真 : +33(0)2 54 20 99 24

联系方式 : contact@domaine-chaumont.fr

mailto:contact@domaine-chaumont.fr


从浪漫庭园的开阔草坪开始，布里萨克城堡的各个立面就向上延展着它们那令人称奇

的建筑。高大厚重的塔楼以及筑有防御工事的基座堪称封建时期的遗迹，它们环绕一

座经典的建筑，在日出时体现布里萨克城堡各个宏伟正立面的不对称之美。布里萨克

城堡还意味着一个从未离开过他们安茹地区(Anjou)土地的家族历史。从这里的第一位

领主勒内.德.科塞(René de Cossé)到 16世纪初，相继有 20 几代人在此致力于城堡的保

护和美化、收藏与装饰工作。如今这里是第 13位布里萨克公爵的府邸。

1.不容错过的葡萄园的自酿葡萄酒

城堡的葡萄园忠实于安茹地区的葡萄种植传统，它的一款美味而且夺目的成熟结晶便

是安茹桃红葡萄酒(Rosé d'Anjou)。这款葡萄酒可以在石板酒窖中品尝，它让每位游客

将他们在卢瓦尔河谷地区逗留时的鲜活而且愉快的记忆带回家。 迷人的布里萨克小

村依傍一座山坡而建，为酒农们的圣主圣樊尚修建的圣樊尚教堂(église Saint-Vincent)
俯瞰山坡。宁静的布里萨克小村拥有古老巷陌、菜园以及石灰华房屋。主路风景秀丽

的曲折下坡道通往布里萨克城堡庭园的入口处， 它如同一条相距不远并且堪称保护

者的天然纽带，将一座小村的历史及其城堡的历史连接在一起。

浪漫的庭园

这个极具浪漫气息的灵感庭园为漫步的人们提供多条漫游路线，邀请人们凝望城堡。

这些漫步路线都冠以诗意的名字：墓园小径、让 娜.塞瀑布(cascade Jeanne Say)、花

匠小屋、五个世纪的葡萄园，每条路线都能让人们回忆起几个世纪以来曾经钟爱过这

座城堡的男男女女。

2.尘封的珍宝：地下水道

这项长 250米的杰出民用工程曾经让流经庭园的欧邦斯河(Aubance)在涨水时改道，从

而避免花圃被河水淹没。地下水道中有设计巧妙的照明设施，处于岩石渠道水流中的

页岩拱顶依然保留原貌。



歌剧大厅

当游客推开布里萨克城堡剧院的大门并且进入时是何等惊奇！这个专门用于上演歌剧

的演出大厅诞生于布里萨克侯爵夫人让娜.塞 (Jeanne Say)的雄心勃勃的梦想，它曾经

在 1890年至 1916年举办过歌剧节。这位城堡女主人自己就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女高音，

她曾经在此接待过巴黎艺术界及社交界的名流们。

3.如何前往

经由公路抵达 : 布里萨克-坎塞(Brissac-Quincé)小镇距离昂热(Angers)15 公里。两座城

市之间有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快速路连接。

乘坐火车抵达 : 昂热高速火车站(gare TGV d’Angers)与城堡相距 17公里。从这个火车

站乘坐火车前往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Paris Montparnasse)需要 1 小时 30 分钟。

乘坐飞机抵达 : 南特-大西洋机场(aéroport de Nantes Atlantique)与城堡相距 1小时 20
分钟车程经由公路抵达

4.开放时间 :

2013年 3 月 26 日至 6月 30 日以及 9月 1 日至 10月 31 日 :

除周二以外每天 –10：00－12：00 以及 14：00 －17：30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每天 – 10：00 －17：30

11月 1 日至 3月 31 日– :学校假期期间，除周二以外每天 14：00－16：00

5.票价

个人：

成人 : 10 €

8至 16 岁 : 4,50 €

8岁以下：免费

优惠票价 : 8,50 €



仅参观庭园 : 5,00 €

团队：

团队 : 8,00 €

初中生及小学生团队 : 6,00 €

高中生及大学生团队 : 8,00 €

6.实用信息

地址：Château de Brissac 49320 BRISSAC QUINCÉ

电话 : 02 41 91 22 21

网站 : www.chateau-brissac.fr

邮箱 : chateau-brissac@orange.fr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brissac/wo-de-zui-ai

http://www.chateau-brissac.fr/2006/english3.htm
mailto:chateau-brissac@orange.fr


索米尔城堡坐落在卢瓦河谷地区，位于著名的国王之谷的必经之路上。建立于 11世

纪末的城堡曾几度成为防御工事，休闲别墅，王室高级官员在索米尔的住所，监狱，

存放武器弹药的仓库。高高耸立的城堡俯瞰着整座城市，还有滚滚奔腾的卢瓦河。1906
年，索米尔市政府从国家手里收购了城堡，部分修复后，如今市政博物馆就坐落在城

堡里。

1.不容错过

高高耸立的八角形塔楼，带着中梃的古老窗户，哥特式三角楣，装饰着百合花的雉堞，

精美无比的索米尔城堡象神话故事中的城堡， 它的剪影优雅地倒映在卢瓦河－－这

条守护了 10个世纪的古老河流中。

详细介绍：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saumur/bu-rong-cuo-guo

2.尘封的珍宝：精美绝伦的藏品

城堡中珍藏的艺术品多为 14世纪到 18世纪的装饰艺术品，从陶瓷到马术用品，不一

而足。索米尔城堡无疑收集了装饰领域最精美的宝藏。

更多详细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saumur/chen-feng-de-zhen-bao

3.如何到达索米尔城堡



GPS 定位: WGS 84。

高速公路 A10号, A85号或 E60号省道 D347 号，然后上省道 D947号，出口索米尔

市

火车：至高速铁路索米尔站下（Gare TGV de Saumur）

4.开放时间

3月 30 日至 6月 14 日以及 9 月 16日至 11月 3 日：周二至周日以及节假日的周一，

10点-13点以及 14 点- 17点 30；

6月 15 日至 9月 15 日：每天 10点-18点 30。

5.门票价格

4月 1 日至 6 月 30日以及 9 月 1 日至 11月 2 日：

全票价：6 €

折扣票价（7至 16 岁）：4 €

家庭票价（2名成人，2 名儿童）：18 €

成人团队票价（12人起）：4.5€

7至 16 岁团队票价（12人起）：3.5€

7岁以下儿童免费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全票价： 7 €

折扣票价（7至 16 岁）：5€

家庭票价（2名成人，2 名儿童）：20 €（每增加 1 名儿童需另付 1€）

成人团队票价（12人起）： 5.5 €

7至 16 岁团队票价（12人起）：4.5 €

7岁以下儿童免费



6.实用信息

索米尔城堡地址：Château musée de Saumur - 49 400 Saumur

电话 : +33 (0)2 41 40 24 40

联系方式: chateau.musee@ville-saumur.fr

这一巨大的白色页岩装饰的美丽城堡是卢瓦河奔向大西洋前河畔最后一座城堡，那些

建于 15世纪和 17世纪的雄伟、瑰丽的建筑仿佛带着您魔幻般走进历史，重游昔日的

辉煌。它见证了南特市以及整个布列塔尼历史的变迁，这座饱经风雨的布列塔尼公爵

城堡屹立在城市的中心，向世人展示它那无可比拟的丰富文化遗产。由弗朗索瓦二世

公爵和他的女儿，布列塔尼的安娜修建的要塞环抱着一座 15世纪受文艺复兴风格影

响的公爵寓所，从 1862年起它就被列为历史古迹。

1.城市历史的博物馆

南特历史博物馆走在当代博物馆学研究的最前沿，各类多媒体设备将馆内 850件珍藏

品展示到极致。从公爵的城邦到今日繁华的都 市，它为南特市勾勒了“一幅城市的画

像”。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nantes/bu-rong-cuo-guo-0

2.不可错过的一段过去, 一段历史

mailto:chateau.musee@ville-saumur.fr


布列塔尼-南特公爵城堡建立于 15 世纪，代替了两个世纪前在高卢-罗曼时期的墙垣上

建起的公爵寓所。被列为历史古迹的城堡要 塞和宫殿仿佛在述说着昔日的雍容华贵、

极力展示建筑艺术的璀璨，耸立在市中心的城堡曾经是作为军事防御的要塞而修建。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nantes/bu-rong-cuo-guo

3.夜色中的城堡

尘封的宝藏，夜色中的城堡，走过沉睡的吊桥，从主甬道进入城堡，一束暖暖的桔色

灯光透过门帘从屋里照射出来，仿佛布列塔尼的安娜仍在寝宫入 住。城壕的花园里,
壕沟外护墙上昏暗的灯光让人感到无时会跳出一个中世纪的人物来，让自己在这奇幻

的南特城堡中遨游吧。

4.如何前往城堡 ?

乘坐高速列车 : 从巴黎出发 : 2 小时

自驾车 : 从巴黎出发，经由 A11号高速公路 – 从波尔多出发，经由 A83 号高速公路

– 从雷恩出发，经由 RN 137号国道。

轻轨 : 1 号线 – 安娜女公爵站下车

公共汽车 : 4 号线

乘坐大巴 : 即停大巴 : 亨利四世路，安娜女公爵停车场 – 大巴停车场 : gare
routière, allée Baco

5.开放时间

南特城堡除每周一外，其他时间均对外开放

- 9 月 1 日至 6月 30日： 每天 10 点至 19点开放庭院、城墙、城壕花园。

城堡内部的博物馆和展览：除周一关门外，其他时间每天 10点至 18点

- 7 月 1 日至 8月 31日：每天 9 点至 20点开放庭院、城墙、城壕花园，有时晚上还

会组织夜间游览活动。

城堡内部的博物馆和展览：每天 9点 30 至 19点

每年 1月 1 日，5 月 1日，11 月 1 日，12月 25日关门。



所有开放时间：http://www.chateau-nantes.fr/en/opening-times

6.门票价格

个人门票：

- 博物馆或展览 成人 5 欧元

- 博物馆和展览 成人 8 欧元

- 博物馆门票+ 成人带讲解参观 4 欧元

所有门票价格：http://www.chateau-nantes.fr/en/admission

7.实用信息

博物馆中几乎所有展厅 (32 个展厅中 29 个) ，部分城墙都采取了专门措施，方便行

动有障碍的残障人士参观。部分参观路线有专门的音响设施，方便失明或视力低弱的

人士参观；对于耳聋或听力有障碍的人士，也有专门的设施方便参观。

更多信息，请致电 : +33 (0)2 51 17 49 88.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nantes.fr/en

更多周边浏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nantes/wo-de-zui-ai



阿泽勒丽多城堡位于中部-卢瓦河谷地区，建在安德尔河的一个小岛上。今天我们看

到的城堡是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富有的财政官吉尔•贝特洛（Gilles Berthelot）修建的，

他既吸收了来自意大利的新艺术风格，又完美体现了法国建筑艺术，阿泽勒丽多城堡

宛如绿波中一颗珍珠，又如出浴的美人，将身影投射在安德尔河的柔波里。阿泽勒丽

多城堡的风格和造型无不反映了法国文艺复兴初期建筑艺术的细腻和精美，它因此也

被列为历史古迹。

1.奢华的内部装饰

从沙龙到王家寝宫，阿泽勒丽多城堡以奢华的内部装饰和家具让您目不暇接。这些寝

宫和沙龙都在等着您的参观，还有墙上的绘画和挂毯，它们讲述着法国王室的故事。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zay-le-rideau/bu-rong-cuo-guo

2.一座建筑的复活

阿泽勒丽多城堡初建于 11世纪，英法百年大战时毁于一旦，在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得

以重建。它是法国建筑艺术与新的意大利艺术风格的完美结合，阿泽勒丽多城堡是名

副其实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瑰宝。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zay-le-rideau/bu-rong-cuo-guo-0

3.精美雕琢的钻石

巴尔扎克一次在午餐中描述阿泽勒丽多城堡犹如“镶嵌在安德尔河上雕琢精美的钻

石”。它是卢瓦河谷中最著名的城堡之一。相对其他城堡，它的体量较小，主体两部

分被安德尔河和一座风景园林围绕。城堡的入口建成凯旋门的形状，装饰着始建者吉

尔•贝特洛和他妻子名字的起首字母，而楼梯下部的裙边上则装饰着弗朗索瓦一世和

他妻子法国的克洛德的标志：蝾螈和白鼬。 现在看到的英式花园是在 19 世纪设计和

建成的，正是在那个时代修建了西边的水塘，1959年法国政府治理安德尔河稳定了

水流后又修建了第二个水塘。

4.如何去阿泽勒丽多城堡 ?

从图尔市 : n° 11 号出口, 省道 D 751 往希农方向（Chinon）

从普瓦捷市 : N 10号出口，到 Sainte Maure，然后上省道 D 760 、 D57 直到阿泽勒

丽多。

5.开放时间

4月 1 日至 6 月 30日： 9：30 － 18：00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9：30 － 19：00

9月 1 日至 30日： 9：30 － 18：00

10月 1 日至 3月 31 日： 10：00 －17：15

1月 1 日、5 月 1日、12 月 25日不对外开放。

闭馆前 1小时为最后入场时间。

(*) 除学生团队或课外团队。

6.门票价格

个人：

- 成人 6.50欧元



折扣价及团队和旅游业内人士价格 5.50 欧元

7.实用信息

阿泽勒丽多城堡地址：Château National d’Azay-le-Rideau - 37190 Azay-le-Rideau

电话 : +33 (0)2 47 45 42 04 – 传真 :+33 (0)2 47 45 26 61

联系方式: chateau.azay-le-rideau@monuments-nationaux.fr

了解更多请点击：http://www.azay-le-rideau.fr/en?fl_r=9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zay-le-rideau/wo-de-zui-ai

mailto:chateau.azay-le-rideau@monuments-nationaux.fr


昂热城堡坐落在卢瓦河谷地区，昂热市的中心。在这座巨大的中世纪防御工事的侧翼，

有着 17座塔楼。13 世纪，年轻的圣路易在他的王国边界上建起了这座城堡，从新石

器时代到 21世纪，这里从外观到功能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不灭

的印记，走入这巨大的城墙，我们可以看到华丽的居所，美不胜收的花园，这里还珍

藏着中世纪闻名遐迩的挂毯，编制着“启示录”中的著名故事。

1.城堡的历史

从新石器时代到 21世纪，这里的功能不断在发生变化，从驻扎着军队的防御工事，

到安茹公爵的休闲别墅，再到监狱，昂热城堡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ngers/bu-rong-cuo-guo

2.在这座城堡里，藏着一座美轮美奂的居所

以页岩和石灰岩为主建起的城堡，让人感觉到严峻、朴实无华，但它的内部却有着另

一番景象。经过吊桥，走入城堡，就可看到安茹公爵的别墅，哥特后期的建筑和花园

令人心旷神怡。果园、菜园、药用植物园、片片花圃让您流连忘返。

3.如何前往城堡 ?

高速公路 A10, 出口

从勒芒来 : 高速公路 A 11 号或国道 N 23 号往南特方向



从南特来 : 高速公路 A 11号 或国道 N 23 号往勒芒方向

从图尔来 : 高速公路 A 85 号，然后上高速公路 A 11 号，往南特方向

从雷恩来 : 国道 N 157号到 Laval, 然后上国道 N 162号直到昂热

4.开放时间

昂热城堡开放时间 :

每年 5月 2 日至 9 月 4日： 9：30 － 18：30

每年 9月 5 日至 4 月 30日： 10：00 － 17：30

闭馆日：每年 1月 1 日，5 月 1日，11 月 1 日，11月 11日，12 月 25日。

5.门票价格

个人参观：

- 成人 8.50欧元

- 成人优惠价 5.50欧元

- 18 岁以下免费参观，欧盟国家 26岁以下年轻人免费参观。

团体 (20 人为一团体) :

- 成人 6.50欧元

6.实用信息

昂热城堡 –地址： 2 promenade du Bout-du-Monde - 49100 Angers

电话 : +33 (0)2 41 86 48 77 – 传真 : +33 (0)2 41 87 17 50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angers.fr/en?fl_r=20

更多周边游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angers/wo-de-zui-ai



朗热城堡位于中部-卢瓦河谷地区，安茹省和图兰省的交界处，朗热城堡由两部分构

成：富尔克•纳勒塔楼和路易十一城堡。富尔克•纳勒塔楼是法国最古老的塔楼，而路

易十一城堡则融汇了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面向城市的一面是法国封建时期的建筑风

格，面向庭院的一面展示了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从 2009年开始，朗热城堡的主体

两部分都会装上新的声光装置，展示城堡前所未有的一面。

1.在法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建筑

朗热城堡展示了法国中世纪一名炙手可热的贵族的日常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蜡像让

我们又回到历史的那一刻，经历在此发生的惊心 动魄的事件。

两个城堡，两种建筑技艺

第一个城堡俯瞰着卢瓦尔河，于 994年起由强大且备受争议的安茹伯爵伏尔克∙耐拉

修建。城堡主塔是今天法国最古老的主塔之一。城堡损坏比较严重，比如主塔，因此

目前城堡搭着脚手架正在修缮之中，以恢复中世纪的原貌。修缮工程和起重设备会带

您去体验千年之前的时光。

庭院另一边是第二座王家城堡，是路易十一在十五世纪末（1465年）下令修建的。

路易十一希望通过城堡的塔楼和巡逻道控制卢瓦尔河右岸。其雄伟的建筑正面也有一

条巡逻道、塔楼，靠近城市的一头有一座吊桥。内庭侧面的窗户装饰十分细致，表明

了城堡的优雅宜居，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装潢的细腻。



具有历史意义的婚礼

1491年 12 月 6日，英法两国的命运因为城堡里举行的查理八世和布列塔尼公国女公

爵安娜的婚礼而发生改变。婚礼终结了布列塔尼公国的独立，从而依附于法国国王。

一场扣人心弦的现实主义表演将为您再现法国历史上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城堡里收藏有很多当时的挂毯、古董家具和艺术品，极好地体现了中世纪末细腻的生

活艺术：因为十九世纪末雅克∙奇克菲尔德收集了十分丰富的艺术藏品，城堡的十五

个房间布置得富丽堂皇。

2.花园和全景

参观朗热城堡时还可参观城堡的花园，它再现了中世纪开满鲜花的花园风格，还可参

观整个园林的景致，从观景台看去，穿过雪松和 红杉的枝叶，可俯瞰整个卢瓦河谷

的全景。

3.如何前往朗热城堡 ?

高速公路 A10号，A85号，第 8 号出口。

火车站下车后步行 5分钟，从图尔、索米尔方向每天有多趟列车。

图尔-卢瓦河谷国际机场，每天有伦敦-图尔的航班，每周有费加里（科西嘉岛）-图尔

的航班。

4.开放时间

朗热城堡全年对外开放

1月：10:00~17:00

2月、3 月：9:30~17:30

4月、5 月、6 月：9:30~18:00

7月、8 月：9:00~19:00

9月、10 月~11月 11 日：9:30~18:30



11月 12日至 12 月 31日：10:00~17:00

城堡关闭前 1小时停止检票

* 12 月 25日 14点至 17点

5.门票价格

个人：

- 成人 9.00 欧元

- 18 至 25 岁的年轻人 7.50 欧元

- 10 至 17岁儿童票 5 欧元

- 10 岁以下儿童免票

团队 (20 人起为团队) :

- 成人 7.00 欧元

(旅游业内人士价格：6.50欧元)

- 成人套餐（有导游陪同）40 欧元 + 门票价格

6.实用信息

残障人士的接待：城堡的地形很难接待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宠物狗如要与主人一起，

请带上狗链。

地址：Château de Langeais 37130 Langeais

电弧: +33 (0)2.47.96.72.60.

联系方式：contact@chateau-de-langeais.com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chateau-de-langeais.com

mailto:contact@chateau-de-langeais.com
http://chateau-de-langeais.com


14世纪末建于卢瓦河畔的这一城堡如今是卢瓦河谷东面的门户，也是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胜地。1928年，这座中世纪的堡垒就被列为文化古迹。

城堡保留着独有的特色：它的壕沟里仍然灌满了水，巨大的塔楼和雄伟的城楼都有着

圆锥形的屋顶。

1.城堡参观

在苏利公爵和妻子的寝宫里，展示了那个时代最精美、最璀璨的艺术。城堡内部有苏

利公爵和妻子的墓，荣誉厅，家族肖像画廊，国王的卧室，十八世纪的寝宫，又叫普

绪喀寝宫 （Psyché）----带大玻璃镜的寝宫 ，普绪喀挂毯都是苏利城堡的珍藏。

更多浏览信息：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sully/bu-rong-cuo-guo

2.神秘的身世

今天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苏利城堡是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修建、修复的成果，但城堡最初

的历史仍不为人知。

更多游览信息：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sully/chen-feng-de-zhen-bao

3.名师的杰作



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塔楼是当时卢瓦河畔的苏利的主人：吉德拉太姆依组织修建的，

他邀请了当时卢浮宫和樊尚宫的王家建筑大师雷 蒙•德汤普拉参与建设

4.如何前往城堡 ?

驾车：- A10号高速公路，出口北奥尔良，沿 Montargis 方向(RN60)，从 Châteauneuf
出口出国道。

A77 号高速公路从第 18号出口下高速。

国道 RN60 : 沿 Montargis方向，从 Châteauneuf出口出国道。

从奥尔良乘坐客车，有关客车时刻表及其他信息见 www.ulys-loiret.com

5.开放时间

2月 1 日至 3 月 31日，10 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每周二至周日开放， 10：00 - 12：00 ， 14：00 - 17：00. 导览参观：每天 15 点

4月 1 日至 6 月 30日，9 月 1 日至 30日：

每周二至周日开放， 10：00 - 18：00

导览参观：每天 14:30, 16:00

7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每天开放 10：00 - 18：00. 导览参观：每天 11:00, 14:30, 16:00

12月 25日、1 月不对外开放.

城堡在叙利和卢瓦雷音乐节的周日上午不开放，即：2015年 5 月 24日、31日及 6 月

7日的上午

最后入内时间为城堡关闭前 30分钟

6.门票价格

个人：

- 成人票：自由参观 7 欧元，含导游讲解 78 欧元

http://www.ulys-loiret.com/


- 家庭票：2 成年人+6 岁以上儿童 2人，17.5 欧元

- 半价票：失业人员，多子女家庭等

- 儿童票：6~17岁儿童，3.5 欧元自由参观，4 欧元含导游讲解

- 6 岁以下儿童免票

7.实用信息

地址：Château de Sully - 45 600 Sully sur Loire

电话 : +33 (0)2 38 36 36 86 – 传真 : +33 (0)2 38 45 02

chateau.sully@loiret.fr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hateausully.fr/en/history

mailto:chateau.sully@cg45.fr


达芬奇最后的居所----克洛•吕斯城堡，它离昂布瓦兹王家城堡只有 500米。卢瓦河谷

中心的这座小城堡记载了达芬奇最后的日子，城堡和公园都带我们来到达芬奇的世

界。

1.城堡的记忆

克洛•吕斯城堡始建于路易十一世时期，沿用了高卢-罗马时期的地基，后成为国王宠

臣的领地。

这座玫瑰色砖和石灰华石的城堡是在路易十一统治期间，在高卢罗马时代的建筑基础

上建造起来的。它起初归国王的宠臣、原厨房小学徒埃迪安.勒.鲁所有。1490年，查

理八世命人在西翼为自己的新婚妻子——布列塔尼的安娜——盖起了一座小礼拜堂。

尊贵的客人

列奥纳多.达芬奇于 1516年在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后抵达克卢庄园（如今的克洛.
吕塞城堡）。他带来的三幅重要作品如今陈列在卢浮宫：《蒙娜丽莎》，《圣安娜和

圣母子》，《施洗者圣约翰》，另外，他还携带了全部笔记簿和手稿。

在历经多年的漂泊之后，列奥纳多.达芬奇定居在克洛.吕塞城堡，这座城堡是他的第

一个也是唯一的个人住所。



弗朗索瓦一世在这里迎接他时说了以下这番话：“你将自由地思考、幻想、工作”。 达

芬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他作画、工作，一直到 1519年 5 月 2 日

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内长眠。

2.走进达芬奇的生活

列奥纳多.达芬奇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是在克洛.吕塞城堡度过的。他在这里投身于国王

弗朗索瓦一世的众多项目并且为自己的作品和工作收尾。克洛.吕塞城堡如同一份邀

约，邀您分享一位永恒天才的生活和作品。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clos-luce/bu-rong-cuo-guo

3.自然，打开密码的钥匙 ?

在花园中漫步，沿着神秘的小道，揭秘植物无声的语言，凝听大自然带来的最生动的

一课，让我们也来发现达芬奇的灵感之源。花园中的种种不仅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大

自然，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达芬奇的思想。

独一无二：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草图制作的模型

克洛.吕塞城堡的地下借助一个展览来展示“工程师达芬奇”，达芬奇的 40项发明创造

涉及军事工程、城市规划、机械、飞行器以及水利学。6部 3D动画让人们能够了解

达芬奇这些发明创造的功用。

自然，雷奥纳多.达.芬奇的灵感源泉

达.芬奇在观察自然的同时展开一切想象。因此，游客将在克洛吕斯公园的旅程中欣

赏到他的重要创造与发明。在启蒙之旅中，游客可了解到大师的灵感来源，为此，城

堡设置了 :

18台巨型的可操作机器

40幅再现大师的草稿和绘画细节的半透明画作

8个声讯站

相关主题包括景观、科技直觉、人体美、理想城、面部光线、生活力学等等.

“达.芬奇花园 - 达.芬奇与自然”"



在达.芬奇公园的中央、文艺复兴平台的脚下，城堡在最知名的科研人员的协助下，

推出“达.芬奇花园 – 达.芬奇与自然”。这是克洛吕斯城堡有史以来首次在自然风景

地，活灵活现地展示植物图、地质和流体动力学研究、景观。游客将欣赏到：

- 达.芬奇绘制的一座橡木双层桥，该桥的三角式创新结构今天仍被广泛应用.

游客还可以在公园的沼泽中看到纷乱的旋涡和神秘的雾气。好奇的游客还可以在被制

作成自然布景的《岩间圣母》和《蒙娜丽莎》等名作上找出细节。泉水、瀑布和岩洞

吸引游客零距离地分享大师的感受。.

大师作品中鲜为人知的关于自然的一面:

- 在他的习作簿中找到数百张植物、花卉和风景的素描和草图。

- 植物学、地质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先驱性研究。

- 第一个猜想太阳在植物生长方面的作用的人。

- 第一个设想“地质年代”的原则及其在地球形成中的作用的人。

- 第一个懂得水流和旋涡的形成机理的人。

- 第一个透过对波浪的研究解释声音和光线传播的人。

4.如何前往克洛•吕斯城堡 ?

驾车前往 : 高速公路 A10号，出口 Château-Renault-Amboise(210 公里，约 2小时 15
分钟)

乘火车前往 :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 St Pierre des Corps 法国高速火车 TGV 1 小时车程

(离城堡 20 公里)

巴黎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乘坐火车 2小时可以直达昂布瓦兹

乘飞机前往 : Amboise- Dierre 机场(离城堡 15 公里) 或图尔机场 (离城堡 25 公里)

5.开放时间

1月: 10:00 - 17：00

2月 – 6 月 : 9:00 - 18：00

7月 –8 月 : 9：00 -19：00



9月 – 10月 : 9：00 - 18：00

11月 – 12月 : 9：00 - 17：00

售票处在闭关前一小时停止售票。

全年开放，除 12月 25日和 1 月 1 日外。

6.门票价格

个人：

旅游旺季 （年 3月 1 日至年 11月 15 日）

- 成人 15 欧元

- 儿童（7-18 岁） 10.50 欧元

旅游淡季 （年 11月 16日至年 2 月 28 日）

- 成人 13.00 欧元

- 儿童（7-18 岁） 10.00 欧元

团队 ：

旅游旺季 （年 3月 1 日至年 11月 15 日）

- 成人 11.50 欧元

- 儿童（7-18 岁） 9 欧元

旅游淡季 （年 11月 16日至年 2 月 28 日）

- 成人 10.50 欧元

- 儿童（7-18 岁） 7.50 欧元

7.实用信息

地址：Le Château du Clos Lucé - Parc Leonardo da Vinci

Demeure de Léonard de Vinci - 2, rue du Clos Lucé-37400 Amboise



电话 : +33 (0)2 47 57 00 73 –传真 : +33 (0)2 47 57 62 88

联系方式 : infos@vinci-closluce.com

更多开放时间与票价信息：http://www.vinci-closluce.com/en/information

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vinci-closluce.com/en/

西班牙篇

西班牙是世界上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产酒国。作为旧世界产酒国之一，这个

有着斗牛士精神的产酒大国并没有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地恪守旧世界的条条

框框，而是不断创新、汲取新的养分，因此被认为是旧世界中最前卫的产酒

国。

1
贝加西西里亚酒庄

图片来源：VEGA SICILIA

mailto:infos@vinci-closluce.com
http://www.vinci-closluce.com/en/


贝加西西里亚酒庄（Bodegas Vega-Sicilia）成立于 1864 年，酒庄位于西

班牙西北部的杜埃罗河岸（Ribera del Duero）产区。该酒庄出产的葡萄酒

堪称西班牙的“酒王”，其品质甚至可以与波尔多（Bordeaux）的顶级酒款媲

美。比如，1948 年份的贝加西西里亚尤尼科干红葡萄酒（Vega-Sicilia Unico,

Ribera del Duero, Spain）由 80%的丹魄（Tempranillo）酿成，堪称贝加

西西里亚最受瞩目的明星酒款。

2

平古斯酒庄

图片来源：Carlos Gonzalez Armesto

酒庄建筑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西班牙最昂贵、最令人垂涎的葡萄酒却出产

于此。平古斯酒庄（Dominio de Pingus）成立于 1995 年，虽然还很年轻，



却被认为是西班牙最具潜力的酒庄。该酒庄生产的酒款被称为“西班牙的膜拜

酒（Cult Wine）”。

庄主皮特·西谢克（Peter Sisseck）是个丹麦人，这位曾在格拉夫（Graves）

和加州（California）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的庄主慧眼独到地采用老藤葡萄

酿造自家的葡萄酒。2012 年，皮特买下了波尔多右岸的罗切隆酒庄（Chateau

Rocheyron），此举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在众星云集的波尔多，是不是将

要升起一颗野心勃勃的新星了？

3

桃乐丝酒庄

图片来源：WINERIST

如果有机会来到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产区，桃乐丝酒庄

（Torres）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酒庄。虽然酒庄建立于 1870 年，但桃乐丝



家族早在 17 世纪就开始在当地从事葡萄酒事业。如今，桃乐丝作为西班牙

最大的葡萄酒商，俨然已经成为西班牙葡萄酒的代名词。近几年，桃乐丝也

开始和中国的酒厂进行合作。

4
慕佳酒庄

图片来源：Enoturis

里奥哈（Rioja）顶级名庄慕佳酒庄（Bodegas Muga）是西班牙炙手可热的

酒庄，著名酒评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曾称它为“里奥哈的拉菲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连英国女王和星巴克 CEO 都对这个酒庄

的酒青睐有加。其中 2010 年份的慕佳阿罗红葡萄酒（Bodegas Muga Aro,

Rioja DOCa, Spain）得到了《葡萄酒观察家》（Wine Spectator）打出的

96 分的高分，2006 年的慕佳普拉多特级珍藏红葡萄酒（Bodegas Muga

Prado Enea Gran Reserva, Rioja DOCa, Spain） 更 是 获 得 了 酒 评 家 詹 姆

斯·萨克林（James Suckling）98 分的高分。



慕佳酒庄成立于 1932 年，虽然酒庄的历史并不算悠久，但其葡萄酒非常具

有西班牙传统风格。酒庄喜欢用长时间的橡木桶陈酿使酒液充分熟化，酿出

来的酒颜色深，单宁强劲，风格偏向法国葡萄酒。

5
洛佩兹雷迪亚酒庄

图片来源：WINERIST

洛佩兹雷迪亚酒庄（Lopez de Heredia）成立于 1877 年，是里奥哈三大最

古老的酒庄之一。酒庄坚持使用百年前最原始传统的酿酒方式：用重达数公

斤的传统木桶采收葡萄，在超过 130 年历史的大型木槽中用天然野生酵母进

行自然发酵，酒在橡木桶中陈酿数年（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至少 4 年，红

葡萄酒至少 8 年），达到适饮期才上市。



酒庄古老的地下酒窖存放着 800 万瓶葡萄酒，但每年却只上市 50 万瓶。这

个传统的老牌名庄共有 9 款佳作，干红产量有限，干白和桃红更是一瓶难求。

6
奥瓦帕乐酒庄

图片来源：HENDERSON SOMMELIERS

奥瓦帕乐酒庄（Alvaro Palacios）的庄主奥瓦·帕乐（Alvaro Palacios）是

西班牙传奇人物。他师从柏图斯酒庄（Petrus）的负责人让-皮埃尔·莫意克

（Jean-Pierre Moueix），并于 1989 年在普里奥拉托（Priorat）地区成立

自己的酒庄。酒庄使用非常低产的老葡萄藤、全新的法国橡木桶以及新式的

酿酒技术，酿出令人惊艳的单一葡萄园顶级酒款。酒庄的酒款还曾多次入选

《葡萄酒观察家》百大名酒。



7
帕加诺酒庄

图片来源：WINERIST

帕加诺酒庄（Vinedos de Paganos）的历史并不长，但其园内的葡萄藤树

龄多在 50 年以上。酒庄最顶级的酒款是尼塔（Nieta）干红，几乎每年都能

获得罗伯特·帕克和其他酒评家 95 分以上的高分好评。酒庄每年产量仅为几

百箱，算得上是里奥哈最难得的葡萄酒之一。



8
橡树河畔酒庄

图片来源：WINERIST

橡树河畔酒庄（La Rioja Alta）成立于 1890 年，是西班牙的传统名庄。酒

庄成立不久就已在国际大赛上获得诸多奖项。自 1930 年获得拉美酒展（Latin

American Wine Show）金牌以后，酒庄便宣布不再参与任何酒展或酒评大

赛。虽然不像其他酒庄一样标榜自己为“酒王”或“酒后”，但凭借着良好的口碑，

橡树河畔酒庄出品的酒款已迅速成为西班牙里奥哈的代表性佳酿，同时也是

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西班牙葡萄酒品牌之一。



9
瑞格尔侯爵酒庄

图片来源：Marriott International

如果要去里奥哈的阿拉维萨（Rioja Alavesa），瑞格尔侯爵酒庄（Marques

de Riscal）一定是不可错过的经典。酒庄内的标志性建筑充满了西班牙的传

统元素，又带有现代创新感，让人眼前一亮，过目不忘。瑞格尔侯爵酒庄于

1858 年创立，以酿造清新、优雅的葡萄酒著称，其酒款具有极佳的陈年潜力。

詹 姆 斯· 萨 克 林 曾 给 1945 年 份 的 瑞 格尔 侯 爵 酒 庄 红 葡 萄 酒（ Marques de

Riscal, Rioja, Spain）打出了 99 分的高分，并认为这款酒的风格与 1945 年

的拉图城堡红葡萄酒（Chateau Latour, Pauillac, France）风格相似。



10
阿塔迪酒庄

图片来源：Bodegas y Vinedos Artadi S.A

阿塔迪酒庄是里奥哈的代表酒庄之一。酒庄于 1985 年成立，与其他拥有上

百年历史的西班牙酒庄相比，阿塔迪尚显年轻。虽然阿塔迪在外观上没有其

它酒庄来得华丽，但是酿造纯粹、高品质葡萄酒的理念却将阿塔迪推向西班

牙葡萄酒界的第一梯队。酒庄采用生长于高海拔葡萄园的优质丹魄酿酒，其

纯粹感让人倍感惊艳。人们认为，未来的里奥哈顶级佳酿，或许会出自阿塔

迪酒庄。



关于 Banco SabadellPenedèsVijazz 爵士节

Banco SabadellPenedèsVijazz 被誉为同类最佳音乐季之一，被列为欧洲领

先的爵士音乐节之一。

VIJAZZ 食品，葡萄酒和咖啡、爵士乐完美地补充了从 Penedès 最好的酿酒

厂挑选 300 种葡萄酒的机会。

40 个地区生产商将帶來最好的葡萄酒和气球到 Sabadell VijazzPenedès 的

品尝空间。

品酒和配对由顶级酿酒师和侍酒师领导，并伴随着位于 Rambla de Sant

Francesc 的 Food＆Jazz 广场上的爵士音乐。

Vilafranca del Pendes 酒店距离巴塞罗纳和塔拉戈纳（Tarragona）仅有

30 分钟路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是巴塞罗纳和塔拉戈纳（Reus）。

乘坐汽车或公共交通工具很容易。

本地火车（RENFE）和巴士经常前往 Vilafranca。

如果驾驶，乘坐 AP7，出口 28（Villefranche Nord），29（Villefranche

Center）或 30（Villefranche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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