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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蒙特 —— 巴洛罗王国
皮埃蒙特大区地处意大利西北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皮埃蒙特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山脚下”，这也

是对这个大区位置的描述：位于阿尔卑斯山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西北山区（这里是2006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小山

脉经过大区的南部，之后在利古里亚大区与大海结合。在意大利于1886年统一之前，皮埃蒙特曾经隶属萨沃伊王

国，意大利最后一任国王在他被驱逐之前住在这里。（他的故居如今对外开放，属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遗产）。

这些山脉间甜美的沙质丘陵延绵起伏，如诗如画，令人陶醉。皮埃蒙特大区葡萄酒没有它们的兄弟托斯卡纳葡萄

酒那么享誉全球，然而这里的土壤和气候，与当地农民的辛勤与智慧完美结合，出产意大利毋庸置疑最杰出的酒

品：巴洛罗，这是一款伟大而深刻的葡萄酒，当之无愧为“葡萄酒之王”。皮埃蒙特大区缺少一个有力的对外交流

窗口。对于亚洲来说，米兰无疑是最合适的入口。我们的意大利资深旅行合作伙伴Italy BAO（量身订制的意大利

旅行）工作地点在皮埃蒙特大区（总部则位于意大利威尼托大区一座雅典式别墅中），该公司创始人祖籍为皮埃蒙

特。Italy BAO对旅行设计有着杰出的品味和高端的中国客户群（如今该公司在北京成立代表处）我们咨询了公司

创始人兼主席——意大利资深旅行骨灰级玩家西蒙史督拉（Simone Sturla），让他来给我们设计一条以皮埃蒙特

葡萄酒为主题的路线，同时不乏当地宏伟的建筑与悠久的历史——这方面在东方鲜为人知——以及其杰出的美

食。该地区冬季为滑雪胜地，夏季为远足郊游首选。我们的参观定在金秋十月——如火的丘陵与浪漫的树林在秋

色中更显妩媚。这时是著名松露的收获时节，黑白松露闻名全球，是当地美食的重要食材之一。西蒙建议把米兰设

为该旅程的第一站地——这是最能代表意大利的城市，有恢宏的建筑、成群的博物馆与设计工作室、炫目的娱乐

俱乐部，全球顶级时尚旗舰店在这里交辉相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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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一天
从米兰上高速向南行驶，直奔赛拉谷（Serravalle）

著名的时装奥特莱斯（Mcarthurglenn.com），这里名

牌层出不穷，往往能找到顶级名牌的高折扣价。如果

在米兰市区的购物已经足够，那便可以顺路去库罗内

谷（Val Curone）的科洛娜餐厅（corona1702.com）品

尝当地传统的山珍美味（食材全部来自当地精选——

慢食主义理念在这里融会贯通。该餐厅位于通往热那

亚的著名古道：盐之路。从1702年起归属丰塔纳家族，

根据当地供货商提供的精选食材设定菜单。史上著名

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从意大利杰

出文豪邓南遮、总督卡多尔纳、出版商利科尔蒂到著

名自行车赛手科比。就连英国女王也于1857年在这里

留下骑士勋章。这里独特的小镇有如童话般美好的氛

围，引人入胜。这一天最后一站为拉雅酒庄的品酒之

旅（www.la-raia.it）。该酒庄本身为考古建筑，并为当

地艺术家萨尔瓦多里（Salvadori）展出作品。生物动

力葡萄酒——歌维的土地（terroir di Gavi）（被大

红虾评定为两支杯）该大区是意大利贵族的摇篮，

家族之间斗争不断，于是会建很多城堡，这种特殊

建筑至今仍然驻立在皮埃蒙特美丽的丘陵上。这是

一个很好的追忆历史时光的机会，西蒙提醒我们：

这是最简单最快捷的了解不同文化的方式。不远处

耸立着欧维利奥城堡（Castello di Oviglio），这是

萨沃伊家族的财产（也是意大利国王皮埃蒙特王宫 

www.castellodioviglio.it），这里从不同的角度表现

历史与朗格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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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马尔凯斯阿尔菲利庄园

（Marches i Alfier i , www.marches ia l f ier i . i t）

这里是牵犬寻松露的宝地。松露是一种非常珍稀

的蘑菇，享誉全世界。而狗或者猪是寻找松露的

最好工具，因为这些的动物的嗅觉极其灵敏。还

有“松露人”，他们所拥有的相关知识和对当地

的谙熟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寻宝的关键

所在。马尔凯斯家族，乃马尔丁诺村镇的郡主，

早在1696年他们的名字就与皮埃蒙特紧密相连

了，他们把中世纪堡垒改造成一座巴洛克风格的

居所。同年开始酿造葡萄酒（这里的葡萄酒品质

极高，其中Barbera d’Ast i super iore A l f i era

被大红虾评定为三支杯）。在树林里度过一个愉

快的早晨之后来这里的欧兰杰郡王府品酒最惬

意不过了，这里的酒窖令人陶醉，拥有250个大型

木桶，令人震撼。附近是孟菲拉托阿斯踢加诺

（Monfer rato Ast ig iano）地区，这个地区城堡

林立，有各种巴洛克小镇以及古塔，是整个欧洲

历史建筑最密集的地区。值得一看的是冠恰酒庄

（ganc ia . i t），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名

列。地下长达一公里的小径是这里的地下宝藏。

这一天在位于圣斯特凡诺贝尔伯（S . Stefano 

B e lb o）的毛乌立野外酒店（Rela i s  Mau r i z i o , 

www.re la i s s anmaur i z io . i t）愉快的结束行程。

这个豪华酒店建立在一座十七世纪的大寺院里。

可能是皮埃蒙特最好的酒店，在一个精美而典雅

的环境中提供海盐理疗SPA。晚餐下榻Guida da 

Cost ig l io le餐厅（米其林一星），餐厅位于酒店

之内，十分便利。附近还有四个高尔夫球场。我

们现在已经抵达朗格地区的中心地带，已经等不

及探寻这款葡萄酒之王。

第三天 ——  巴洛罗王国

探寻历史，让我们来参观位于格林查内的加富尔酒

庄（意大利共和国总理——卡梅罗本索的酒庄，他是

意大利首相加富尔的公爵）。该酒庄坐落于一座古堡，

能上溯到十一世纪。我们可以蜻蜓点水式的了解这个

酒庄最好的酒品。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在著名

法国酿酒师殴达尔德的合作下，才酿出传奇般的葡萄

酒王巴洛罗。该产区最著名的酒庄之一便是达米兰

（Damilano, www.damilano.it）该酒庄的卡努比不仅

仅只是一支葡萄酒，而是承载了整片土壤的精神。另

一个值得关注的酒庄是切莱托（Ceretto, www.ceretto.

it），整个酒庄的建筑本身便是一派奇观，品酒厅与酒

窖位于葡萄园之上。皮埃蒙特人十分重视当地的葡萄

酒，见证之一便是不久前建成的WIMU，是新一代的

葡萄酒博物馆，专门针对朗格地区的葡萄酒。当地人

不仅重视美酒，还有美食。这里是慢食主义（Slow 

Food, www.slowfood.it）运动的发源地，为了促进富饶

的传统美食。该运动在很短时间内便得到世界各地的

相应，慢食主义关注的不仅是食物的本真性，还关注

食材从耕种到收获的整个传统过程。从种子到收获，

每一步都要做到纯天然，这样得出的才是真正的大自

然食材。该运动的总址也是品味大学的地址所在，位

于波棱佐城堡，是另外一处萨沃伊家族地产。来自全

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这里欢聚一堂，学习慢食主义、当

地菜谱和美食传统。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意大利

著名能多益（Nutella）的源产地正在此地。除了工业化

榛子酱，这里的榛子酱其实种类很多。而我们最青睐

的还属文奇榛子酱（Venchi, www.venchi.it），在库内

奥附近。享受美酒醉意，以及各类美味的当地腊肠和

甜点之后，我们之后一天的行程将往高山处行驶，使

我们的身体得以平衡。品味大学也是酒店和餐厅所在

地。具体见, www.agenziadipollenzo.com。

第四天
从朗格地区出发，我们向大山脉中行驶，继续眼前

的山中美景，呼吸新鲜的空气（意大利本身便没有空气

污染问题，而这里风景更是独好）蜿蜒的山路把我们

带到菲内斯特莱雷堡垒（Forte di Fenestrelle, www.

fortedifenestrelle.it），这里有继中国万里长城之后世界

第二长城墙。这里在固定日期组织夜间参观，有向导带

领一起参观并探寻堡垒的奥秘。可惜我们不能参加这

个活动，因为要直奔圣米克千年大寺院（Sacra di S.

Michele），这里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绝对不可错过，

位于都灵这个神秘、迷人、宏伟而活力四射的城市之

上。你们听说过著名的都灵尖塔和她神奇的历史吗？

（按托内利尖塔，高167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里

是欧洲境内最高建筑。尖塔始建于1863年，原本是犹

太人社区，后被意大利政府收回并献给国王埃马努埃

二世）如今里面是震目奇幻的国家电影博物馆。尖塔周

围是阿尔卑斯山延绵的山脉，风景如画。城墙之外，还

可以找到一些国王的故居，都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名列，如今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参考资料：利沃利

城堡参见www.castellodirivoli.org（建于十一世纪），从

1997年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建筑，如今

是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各种临时展。维纳利亚皇宫参

见 www.lavenaria.it（维纳利亚皇宫亦从1997年起成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建筑，是萨保德国王的故

居所在地。很可能是意大利规模第二大的皇宫）；卡

萨尔塔皇宫是世界第一大故居，拥有两百万以上立

方米的容积。由卡尔罗埃马努埃二世提出建设构想，

作为打猎休憩之地，而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大型花

园。苏培尔加大教堂参见www.basilicadisuperga.

com萨沃伊家族为多利奥阿梅德奥公爵于1706年带

军打败路易十四世西法军队。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和

战争胜利，建成了这座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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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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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程看似只有短短几天，然而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当然更好：如一个星期，或者更多时间。另外，我们还

没来的及跟你们讲述这里作为欧洲最大的滑雪基地之一，以及这个大区迷人而浪漫的湖边景色（著名哲学家尼

采非常热爱这里）。当然，我们今后会有机会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大区：皮埃蒙特大区四季分明，每个不同的

季节都会给人不同的感受，令人流连忘返。从米兰坐火车到都灵极其便利，目前铁路系统有两家运营公司，他们

是Trenitalia, www.trenitalia.it , 和ITALOTRENO, www.italotreno.it)。后者是私人运营公司，服务更好，设备

更新（头等舱的商务包间值得推荐），只是该列车不停于市中心火车站。

您想预订一条像刚才那样完美的意大利旅游路线吗？

请登陆www.cruitaly.com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所有您需要的讯息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