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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罗旺斯：紫色的浪漫

新版《一帘幽梦》播出后，普罗旺斯一下子成了众多女人心里成就爱情的地方。紫色的薰衣草、

热情奔放的向日葵、靓丽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这一切都让女人们开始向往，并在心里长出了启

程的翅膀，梦想让普罗旺斯成就自己那不尽如人意的爱情，就像剧中的紫菱和费云帆⋯⋯ 

浪漫薰衣草 灿烂向日葵(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其实，普罗旺斯并不只有薰衣草、向日葵和浪漫的爱情，这里还有充满激情的都市马塞、尼斯，

也有温文尔雅的大学城艾克斯、古罗马风格的阿尔勒和教皇般威严的阿维尼翁，更有那些逃过世

纪变迁的中世纪小村落。荒芜的峡谷、整齐的田野、原始的山脉⋯⋯所有这些都被包围在不到150

平方英里的普罗旺斯之中。

你很难找到什么地方能象普罗旺斯一样，将过去与现在如此完美的融合。穿越在普罗旺斯的古城

和小山村里，你会发现，数百年前的城墙和建筑至今还完好地站在那里，沉静地叙述着历史。任

何人到了这里都要学会放下惯有的匆忙步伐，去慢慢地品味阳光下摇曳的树叶、石墙上见人不惊

的小鸟和空气中弥漫的熏衣草香。它代表着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生活方式，一种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如果旅行是为了摆脱生活的桎梏，

这里会让你忘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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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古迹遍布的阿尔勒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区域划分：

我们所说的普罗旺斯，全称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Provence-Alpes-C�te d'Azur）。普

罗旺斯大区共由六个大省组成：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Alpes-de-Haute-Provence）、上阿尔卑斯

省（Hautes-Alpes），阿尔卑斯滨海省（Alpes-Maritimes），罗讷河口省（Bouches-du-Rhone），

瓦尔省（Var）和沃克吕兹省（Vaucl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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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部分为普罗旺斯区域

境内有艾克斯、马赛等名城，还有阿尔勒、阿维尼翁、尼姆市等，并出产优质葡萄酒。此地区物

产丰饶、阳光明媚、风景优美，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就吸引着无数游人，至今仍是旅游胜地

。

方位：

普罗旺斯（Provence）位于法国东南部，毗邻地中海和意大利，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内陆的丘陵

地区，中间有大河“Rhone”流过。从文化和旅游等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普罗旺

斯的范围要往西延伸至罗讷河或加尔省西南部（越过罗讷河和尼姆市，直到Vidourle河），往北则

要到德龙省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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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普罗旺斯的最棒体验

   

1、紫色倾情，迷醉在薰衣草的世界

作为法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普罗旺斯最吸引人的当然是薰衣草。每当夏季来临，紫色烂漫的薰衣

草陆续绽放，整个普罗旺斯好象穿上了紫色的外套，自行车上、牛头上、少女的裙边到处插满深

紫浅蓝的花束，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熟透了的浓浓草香。只见田里一笼笼四散开来的薰衣草和挺拔

的向日葵排成整齐的行列伸向远方，田边斜着一两棵苹果树，不远处竖着几栋黄墙蓝木窗的小砖

房子，整个地区因薰衣草而变得浪漫多情起来。 

(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除了欣赏美丽的薰衣草，这里还有“薰衣草节”及嘉年华值得逛逛。薰衣草节的内容是镇上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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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老少穿着上个世纪的布衫，骑坐着一百年前的脚踏车、马车，牵着他们的牛羊鸡鸭，带上用薰

衣草做的肥皂香水、塞满薰衣草花籽的药枕头和当地产的蜂蜜牛扎糖水果香瓜或陶器泥塑到村外

的树林里摆摊子。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有关薰衣草的各种小物件，如香水、香薰油、干花等，丰富

有趣。

旅人提示：有关薰衣草的路线及分布区参见七。

   

2、在阿维尼翁桥上，一起跳舞

在阿维尼翁桥上

人们跳舞

一直跳舞跳舞

所有人围成圈子来跳舞

英俊的男子们这样跳舞

美丽的姑娘们也这样跳舞

官员们这样跳舞

孩子们也这样跳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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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阿维尼翁桥本就是欧洲中世纪建筑的杰作，如今随着一首老歌《在阿维尼翁桥上》的流传，更是

声名远播，成为阿维尼翁古城一个著名的景点。它如同维纳斯的断臂一样，静静地横卧在罗纳河

上，以其残缺之美，迎接着四方来客。

黎明的断桥，格外的美，那感觉就像被天使柔软的翅膀拥抱。天色每隔几分钟天就有一丝变化，

那雄壮而俊拔的阿维尼翁桥就这样完美地驻立在金红色的朝霞之中，驻立在碧绿与金黄相交融的

罗讷河上，挺拔的腰身倒影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沿河畔而走或坐在畔边的椅子上，在这似亮非

亮似醒非醒的异乡清晨，尽情欣赏这水天相映的美；在这黎明的朦胧中，看早起的鸭子摇摆而去

，留下一波春水⋯⋯

旅人提示：关于阿维尼翁断桥的更多信息参见四（3）。

   

3、在阿尔勒，找寻梵高笔下的那抹颜色

“我想画上半打的向日葵来装饰我的画室，让纯净的或调和的铬黄，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上⋯⋯”

“我越是年老丑陋，令人讨厌，贫病交加，越要用鲜艳华丽，精心设计的色彩，为自己雪耻。”

——文森特�威廉�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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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梵高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向往阳光更为明亮灼热、色彩更加强烈瑰丽的法兰西南部。188

8年2月，他离开巴黎前往位于普罗旺斯的阿尔勒。如果没有梵高，阿尔勒也许只是普罗旺斯一座

不算太出名的小城。但有了梵高，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弘扬于世的意义。在这里，梵高经历了

他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梵高《夜间咖啡馆》(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阿尔勒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其建筑都刷成鲜亮的颜色，并配有反差

色的门窗，到了这里你会立即明白梵高画中的颜色为什么那么鲜艳。公园、墓地、医院、郊外、

咖啡馆⋯⋯梵高都在画中描绘过。于是，城中有了一家家以梵高命名的商店、餐厅、咖啡馆，到

处都售卖着以其画作制作的复制品和明信片。你会发现，原来他笔下的种种都可以在这里一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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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型，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梵高纪念馆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的，那里曾是一所医院，也就是

梵高割去耳朵后，被送来救治的医院。此处鲜花多彩盛艳，和着后面明黄色的长廊，倒是有了几

分他笔下的感觉。你还可以坐在Place du Forum的咖啡厅里消磨一个下午，这里是根据他的名画《

夜间咖啡馆》所建造的梵高咖啡馆，那令人沉醉的景致，与一个世纪前梵高所画的画几乎没有差

别⋯⋯ 

梵高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旅人提示：1）要了解梵高在阿尔勒度过的时光，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一走“梵高之路”（Van

Gogh Trail），这是城里一条沿路有匾牌的徒步游路线。拿着游客中心发放的英文手册，你可以顺

着这条小路到达梵高进行绘画创作的地点。沿途每个景点都有一块带解说文字的布告牌，上面复

制了梵高于该景点创作的油画，还有详细的说明资料。也可参考Van Gogh walking

Tour网站：http://www.tourisme.ville-arles.fr/us/a4/a4a.htm。

2）除了阿尔勒，你还可以到距离阿尔勒25公里的圣雷米（Saint-Rémy），拜访梵高在此接受治

疗的在圣保罗精神病院。详情参见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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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断桥》(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4、在世界上最美的梧桐大道，品一杯香浓的法国咖啡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大道”的米拉波大道是来普罗旺斯不可错过的一站。大道建于十七世纪，以

戴高乐广场为中心，西起著名的狮子喷泉，东至雷恩国王喷泉。大道两侧遍植树龄60年以上的大

梧桐，掩映着诸多典雅的中世纪建筑、精美的喷泉与雕像，是艾克斯最出名的象征性市景，堪与

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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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漫步于此，阳光照耀在古老的石板路上，薰衣草的清香随风播洒，精美的各式喷泉叮咚作响；高

大的梧桐树下，三三两两的画家和学生们悠然地为游人作画，偶尔还能欣赏到流浪歌手的倾情演

唱。大道上一边是银行、保险公司，阳光照耀的一面则是咖啡馆。找一个露天咖啡厅坐下来，品

尝一下芬芳香浓的法国咖啡，遥望远处的圣维克多山，如入塞尚的画中。

米拉波大街最具风情的是节假日和夏日的晚上，届时整条大街火树银花，绚丽非常。而每到周末

，大街的人行道就有服装或小商品摆摊设点，就连上帝都休息的星期日，也会举办当地手工业者

的小商品展览。到了晚上，则常有街道艺术家在街上表演，特别是夏天，到12点都有音乐声。

旅人提示：米拉波大道上散落着众多咖啡馆，这其中又以“两个男孩” （Deux Garcons）咖啡馆

最为知名，塞尚曾经常出没于此，但如今的它主要为游客而设，其中的含义你们懂的。更多米拉

波大道的信息参见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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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5、在“千泉之都”艾克斯寻味塞尚的生平

1839年塞尚在艾克斯出生，从此他的艺术生命便和艾克斯纠结在一起，“一旦生于艾克斯，你就

再也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可以说，艾克斯城赋予了塞尚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而塞尚也成

为这座城市的灵魂和骄傲。走在艾克斯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自己被塞尚团团包围：塞尚大街、

塞尚广场、塞尚医院、塞尚中学、塞尚咖啡馆、塞尚理发店⋯⋯当地人会热情地告诉你，哪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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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故居，让塞尚名声大噪的圣�维多利亚山又在什么地方。旅游局还专门设计了一条用时大约2

小时的“塞尚之路”（Circuit de Cezanne）：在和塞尚有关建筑旁的路面上，镶嵌着有画家大名的

铜钉（刻着字母“C”印有脚印图案的青铜标牌），并据此制作了一张“追寻塞尚足迹”地图。

跟着这些铜钉走，也就等于找到了大师当年的生活轨迹。 

(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旅人提示：

1）艾克斯旅游局推出了几条以塞尚为主体的旅游线路，有兴趣的话可以沿着这些线路来寻味画家

的生平，感受这里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可以在游客中心免费获得有丰富信息的英文导游手册—

—《塞尚的足迹》。

城市中心的游览路线“沿着塞尚的脚步”：

沿着街道，游览塞尚曾经生活过的街区和地点，线路包含塞尚故居、塞尚父亲的帽店、塞尚经常

去的咖啡馆以及他上学的学校。费用：8 欧元，优惠价格4 欧元（包含塞尚画室的参观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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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画笔下的艾克斯地区景点”旅游路线：

这条路线展示了画家生活过和所画的一些景点，包括他在JAS DE BOUFFAN 的故居以及SAINTE

VICTOIRE山脉的美丽全景。费用26欧元+2欧元塞尚画室门票。

“塞尚风景”绘画之旅：

这条路线从市中心出发，可以感受塞尚笔下艾克斯山地的一些主题风景。沿途共有15

根标牌柱指路，其中包含塞尚名作《戴着帽子的塞尚自画像》如画般的实地风景。

2）在艾可斯这座城市里有几十座喷泉，它们形态各异，如果感兴趣，可以参照旅游手册，一个一

个的游览，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名副其实的“千泉之城”(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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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普罗旺斯特色小镇，体会山居岁月的悠然生活

法国最美的，是那些如同鹫巣一样的村庄。这些村镇大都很小，但在兜兜转转间总能在不同的小

径上发现惊喜：或是某个庭院斑驳的铁栅栏间偶尔探出来的一丛红玫瑰；或是河里成群结队的水

母向着海的方向勇敢前行；或是一只海鸥从头顶飞过正好落在远处教堂的钟楼之上，随意一瞥就

是一道风景。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言不语，思绪不知飘到哪里，只觉得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

，河水静静地流淌，教堂的钟声遥远悠长。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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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村镇，古老而秀美，每一个都有一个闪亮的名字和令人骄傲的历史，就如红土城鲁西永（Ro

ussillon）、石头城（Gordes）。它们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风格，一种简单无忧的生活方式，一

种“逃逸都市、享受慵懒”的生活梦想。来到普罗旺斯如有时间一一探索，进入其中，身临其境

地感受这一浪漫而闲适的氛围，好比进入《山居岁月》的世界。

旅人提示：更多普罗旺斯的小镇信息见九。

   

7、震撼于欧洲最美的峡谷——韦尔东大峡谷

韦尔东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七百米高的悬崖峭壁立地擎天，全长约二十一公里，堪

称欧洲之最，也是LP上推荐的欧洲第一大峡谷。峡谷在高耸的山间犹如湛蓝的丝带穿过，星星点

点的小船漂流于其间，更衬托出峡谷气势宏伟。穿行在狭窄崎岖的崖间山路，宛如一只山鹰在白

云中盘旋。停下来瞭望，一边是陡峭的石壁，而转身之间便可看到另一边平静开阔的圣十字湖，

宏大磅礴的气势令人震撼。这里俨然是一个度假胜地，徒步、攀岩、漂流、游泳、垂钓、露营⋯

⋯人们以各种形式享受着碧水青山阳光带来的福泽。

旅人提示：关于韦尔东大峡谷的更多信息参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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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8、到普罗旺斯的酒庄品尝粉红色的诱惑

“薰衣草是普罗旺斯美丽的衣衫，而葡萄酒才是普罗旺斯的血液。”当地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美丽的薰衣草田/那是葡萄的襁褓。”马尔罗的诗这样写道；连莫泊桑都写下了“紫色的葡萄

是薰衣草的颜色”这样的句子。或许真的是艺术家有了太多的幻想，又或许是在他们心中的普罗

旺斯，薰衣草和葡萄都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是排在波尔多、勃艮地、隆河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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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萨斯之后的法国第五大葡萄酒产区，不仅有成片的紫色薰衣草花海，更有飘香的粉红酒；

充满着花香，也溢满了酒香。盛产的粉红酒，因其明亮讨喜的色泽，成为粉领女性或是刚入门品

酒者的最爱！对于追求品质、优雅生活的你又岂可错过？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旅人提示：

在普罗旺斯葡萄酒行业协会驻地，可以买到协会所属400余家生产商的产品，价格与在酒庄购买完

全一样，常有游客光顾此处。行业协会每周还举行一次品酒会，每次16种，品酒师用多种语言向

游客介绍葡萄酒的不同口味。可以通过当地旅行社预订酒庄之旅，具体旅行社推荐参见三（3）。

酒庄推荐：

吕贝隆（Luberon）

中世纪的吕贝隆山区（Luberon）村庄，保有罗马时代留下来的种种纪念物，除了夏天的薰衣草田

让这里风靡天下外，这里也是品尝葡萄酒的原产地之一，可以品尝C'tes du Luberon葡萄酒。

克莱蓓酒庄（Domaines de Clapiers）

酒庄位于布哈市（Bras），隶属于普罗旺斯酒庄旗下。酒庄有多款得奖的美酒，是美酒爱好者到

访普罗旺斯必去地之一。而酒庄整体的风格十分质朴，很有法国南部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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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海拉修道院酒庄（Domaines de l’Abbaye de Saint Hilaire）

全法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修道院酒庄。它座落在普罗旺斯帕莱特葡萄酒产区苍翠的高地之中，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MasdeCadenete酒庄

这也是充满了历史的酒庄。据说从1813年开始，Negrel家族便致力于在普罗旺斯干涸土壤上的葡萄

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MasdeCadenete酒庄葡萄酒产量的50%为桃红，40%为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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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普罗旺斯属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夏天炎热。旅游的最佳季节是每年5-10月，这期间湛蓝的天

空、闪着银绿光芒的橄榄树、艳紫的薰衣草与一面面染成赭石红的墙以及远处绿草如茵的山坡上

散布着的牛群和漂亮的木屋形成了小城美丽富饶的景象。尤其是7、8月间，是熏衣草盛开的季节

，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香草味道，这时也是埃克斯戏剧艺术节举办期，可以欣赏到许多精彩的大

型歌舞剧表演与音乐会等。

   

2、航班选择

航班安排可以从北部的巴黎进、南部蔚蓝海岸尼斯出（因为尼斯与国内没有直航，可以乘高速火

车返回巴黎），可以串入到行程中的有气候舒适、色彩迷人的蔚蓝海岸区，法国本土人文及生活

最精彩的普罗旺斯区，葡萄满处的朗格多克区、风光秀美的“千堡乡”多敦涅河谷区、闻名世界

的顶级酒乡波尔多酒产区，文艺复兴建筑为数众多的罗亚尔河城堡区，海岸景观变化万千的诺曼

底区，以及大巴黎地区。具体的行程选择当然可以根据你的游览天数和兴趣爱好来挑选以上3、4

个区去游玩，足以让你在一次行程中，体验到的是法国最具风情，以及让你对法国的多样风情有

最直接的感受。

http://www.ctrip.com/时不时会有特价票放出，可关注一下。

http://qq.csair.com/index.shtml?fly=guoji

这个网站上会有很惊人的特价票出来，特别是那些可以从广州出发的驴友们。

http://www.qunar.com/这个超强大，可以随时搜刮特价机票。

   

3、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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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喜欢自然风光的人，你可以选择尼斯的海岸风光，大小吕贝隆山区成片壮观的薰衣草田

，最美的薰衣草小镇赛尔；如果你喜欢游玩小镇，在旅途中喜欢把目光投向当地人的生活，则应

该去一些散布在吕贝隆山间的村庄，到那些像鹫巢一样的村庄，比如高德山庄、胡西庸等，探寻

“山居岁月”中的南法人日常生活，甚至能停留脚步，住上一两晚，闻一闻炊烟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更特别一些的体验，可以去游玩常规行程中不太会安排的，比如环游圣维克特山欣赏

塞尚，漫步梵高小路，如果你是小说爱好者，伊芙岛则一定要上去，看看基督山伯爵的囚牢。以

及用特别的方式去体验这块区域特有景观，比如乘坐直升飞机俯瞰山海交辉海景，还有去一些酒

庄参观并学些品酒的课程等。

当然，在法国南部绝对不能忽视的，便是一日三餐的享受，大小庄村城镇，寻找最好的美食，只

要看一看当地人去哪里吃就好了。不过，最好的美食，一定是你的民宿房东太太亲手做的“家里

的味道”。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选择一条体力能及的线路，以当地人最喜欢的速度来看风景，

而且你将看到一般公路看不到的风景，比如被废弃的淤塞河道，两旁高大幽深的法国梧桐树，以

及途遇的有着精彩故事的各色骑行人等。

关于南法的玩法，这里不一一列举。因为，那个“藏着的”南法，有太多迷人风光和异域风情值

得探寻，这恐怕也是南法最迷人的玩法之一。

旅人推荐：

在国内跟团大多是全法国的行程，可以到普罗旺地后跟当地旅行社联系，策划不同风格的线路，

一日游，两日游随意选。可参考如下旅行社：

http://www.viator.com/

http://www.aixenprovencetourism.com/travel/en/tylene.htm

http://www.provence-reservation.com/en

http://www.cars-lieutaud.fr/GB/pages/provencevisionGB.htm

   

4、其它

中国驻法国使领馆：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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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0, rue Washington, 75008 Paris

电话：0033-153758840 或0033-615742537

网址：http://www.amb-chine.fr/chn/

中国驻里昂领事馆

地址：26, rue Louis Blanc, 69006 Lyon

电话：0437248307

邮箱：chinaconsul_lyon@mfa.gov.cn

网址：http://lyon.consulatchine.org/chn/

交通：乘坐地铁B线在Gare Part-Dieu站下车；乘坐公共汽车 C3线在Halles Paul Bocuse站下车。

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

地址：16 Boulevard Carmagnole 13008 Marseille France

电话：33(0)491320001（仅限工作时间）

传真：33(0)491320038

邮箱：chinaconsul_mar_fr@mfa.gov.cn

网址：http://marseille.china-consulate.org/chn/

交通：从Saint-Charles火车站乘地铁2号线在Rond-point du

Prado站下车，出站后沿Prado大街朝海边方向走，约6分钟后左转即可。

签证：

在巴黎初体验中有详细的法国签证信息，请移步查看http://d.lvren.cn/gonglue/balichutiyan/#s_526399

货币和小费：

在巴黎初体验中有详细的法国货币和小费信息介绍，请移步查看

http://d.lvren.cn/gonglue/balichutiyan/#s_526399

更多行前准备参见http://d.lvren.cn/gonglue/balichutiyan/#s_52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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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维尼翁：教皇圣地

“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知道他们的教都是在梵蒂冈。但所有的教徒未必知道在法国的南部罗约河畔

还有一座教都，它就是阿维尼翁（Avignon）。”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阿维尼翁坐落在巴黎与蓝色海岸（la C�te d'Azur）之间 , 在连接法国南方和北方的要道上，也是

普罗旺斯省的必经之门。从陆路往来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和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也要经

过阿维尼翁，所以阿维尼翁也是法国南部东西方向交通线上的一个重镇。它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市

之一, 享有“小罗马”的美名, 这里曾作为教皇的宫殿,

如今这座城市的部分建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市区的景点比较集中，步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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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也即亚维农）市区景点分布图

阿维尼翁旅游局（Tel：04 32 74 32 74；www.ot-avignon.fr；41 cours Jean Jaures；时间：4月至6月和8

月至10月周一至周六9am-6pm，周日9am-5pm，11月至次年3月周一至周五9am-6pm，周六9am-5p

m，周日10am-中午；7月周一至周六9am-7pm，周日10am-5pm）在火车站以北300米处。

阿维尼翁通票（Avignon Passion）：任何对阿维尼翁文化遗产充满热情的人都可以从游客中心得

到一张免费的阿维尼翁通票。这张通票会在第二次及以后游览博物馆和纪念建筑时获得20%-50%

的入场费折扣（相当于学生价），同时参加游客中心组织的徒步游价格也有优惠。它在15天内有

效，适用于阿维尼翁及阿维尼翁新城地区所有的博物馆，可供5人家庭使用。详情请咨询阿维尼翁

（Avignon）和阿维尼翁新城（Villeneuve-les-Avignon）旅游局。

网站有PDF版的AVIGNON地图下载：

http://www.themafrance.com/Common/Plan.pdf

旅游局有官方步行4条线路：

http://www.palais-des-papes.com/mailtourisme/mailacad/pdf/pass-g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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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也即亚维农）周边景点分布图

   

1、教皇宫殿

教皇宫殿（Palais des Papes）建于1335～1367年间的哥德式庞大建筑，周围被高50公尺、厚4公尺的

巨大城墙所围绕，建在阿维尼翁市区北端近隆河处一块突起的岩层上，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俯瞰

整个隆河与亚维农城，给人一种仰之弥高、气势磅礡的感觉。在这座坚固厚实的模样与其说是宫

殿不如说像城堡的教皇宫中，值得一看的有St. Martial礼拜堂、St. Jean礼拜堂、Clement

Ⅵ礼拜堂、枢机主教会议室Consistoire、宴客厅、谒见室，和有狩猎壁画的鹿之厅（Chambre du C

erf）。另外，保持原样的教皇卧室和守卫塔，也可以让访客对中世纪的教皇生活情形有概略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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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门票：成人6欧元，阿维尼翁通票、学生和12-18岁3欧元，12岁以下免费，门票包括讲解费，有中

文讲解。

开放时间：8月09：00-21：00，7月初-9月中旬09：00-20：00，4-6月和9月中旬-10月09：00-19：00

，11-3月09：30-17：45

网址：www.palais-des-papes.com

   

2、阿维尼翁圣母教堂

阿维尼翁圣母教堂（Cathédrale Notre Damedes

Doms）位于教皇宫殿旁边，是阿维尼翁主要的教堂之一。该教堂建于12世纪,

大革命期间屡遭破坏和洗劫, 经历过多次重大修复。15世纪时, 重修了二楼以上的钟楼。1859年又

在上面加盖了圣母雕像。12世纪末建成的门廊里两个三角楣叠加而建（半圆形位于六边形之上）

，从前上面还画有Simone martini的壁画, 如今只有在Palais des Papes才可以欣赏的到。 

                                             30 / 13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99&do=album&picid=45967&goto=down#pic_block
http://www.palais-des-papes.com


�������

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岩石公园Rocher des Doms

在圣母教堂与隆河之间，就是占地广阔、绿意盎然的大教堂公园。由于地势较高，岩石错落，形

成一处自然幽雅的庭园，景观非常好。从这里可以尽情欣赏隆河（或叫罗讷河，Rh�ne）、断桥

和新城的迷人景色。若是不想买票去断桥的话，这里公园进去，北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来

俯拍到整个断桥。

   

3、阿维尼翁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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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桥又名圣贝内泽桥（Pont St-Bénézet），曾在法国童谣里出现，桥长900米。因在十七世纪的

洪水中被冲垮，所以现在仅能看到一座断桥。

传说，800多年以前，15岁的牧羊少年贝内泽受到神灵启示，决定在隆河上建一座桥。他独自将一

块十几个人都抬不动的巨石搬到河边，确定了建桥的位置。当地民众在他的率领下，历时8年，终

于将大桥建成。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座桥是隆河下游唯一的桥，通过它往来于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的朝圣者及商

务人士无不感到欣喜。大桥本来长900多米，有22个拱孔，是欧洲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有一首老歌

《在阿维尼翁桥上》唱道：“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跳舞，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围成圆圈跳舞

⋯⋯”这首歌使大桥声名远扬。不过，大桥建成后曾多次被洪水冲垮，又多次重修，直到17世纪

，人们决定放弃这种努力。

如今的圣贝内泽桥是一座仅余4个拱孔的断桥。站在隆河中的断桥回望，古城的沧桑尽揽无余。

门票：成人4.5欧元，学生、8-18岁3.5欧元，8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8月09:00-21:00，7月至9月中旬09:00-20:00，4-6月和9月中旬-10月09:00-19:00，11-3月09:3

0-17:45

电话：04 90 85 60 16

旅人提示：大桥入口处要经过cours Chatelet林荫大道。如果不想付费游览的话，从Rocher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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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s公园或Pont édouard Daladier桥，或从河对岸llede la Barthelasse岛的chemin des

Berges散步区可以观赏到大桥。

   

4、阿维尼翁新城

若是有时间，花上一天时间在阿维尼翁新城（Villeneuve-les-Avignon）悠闲地逛上一天也是很不错

的选择。在新城可参观的有：

美男子菲利普塔楼（Tour Philippe Le

Belle），站在塔楼顶端远望阿维尼翁旧城风光，还有隆河泛泛波光。

阿维尼翁新城要塞（Castle in Villeneuve les Avignon）位于隆河西岸，兵家必争之地。

当然，这里还有最悠闲地古罗马式生活，很容易便可消磨掉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时光。

交通：乘公交车10、11线至Barthelasse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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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尔勒：梵高的颜色

阿尔勒（Arles）是普罗旺斯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小城之一，它以古罗马的古迹，风情的小巷和凡高

的画而著名。恺撒大帝时期，它被建设成为高卢的首府，被誉为“高卢人的小罗马”，小镇汇集

了建筑艺术界的瑰宝，比如有圆形的竞技场和古代剧场、有水道公共浴场、还有被记录为世界遗

产的罗马时代的遗迹。在可以容纳2万人观光客的竞技场里，可以观看斗牛，还有一些当地人的传

统祭礼，他们会穿着民族服装，格外有意思。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个竞技场的顶上俯瞰整个小镇

，满眼都会是红色的屋顶，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色彩。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在小镇的广场上散散步喝喝茶，不仅可以看见美丽的当地姑娘，还会有很多饶富趣味之处可供发

掘探索。这里是都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等文豪钟爱的小镇，他们把这里称为“Arles的少女”。

因为这里不仅有散发浓浓的当地独特风格的建筑，还有黑头发黑眼睛的美丽姑娘，可能这也是让

异国男人对Arles特别动心的原因吧。

Arles还有一个著名之处，就是梵高。他在这个小城经历了生命中最后的悲欢离合。他旅居于此的2

年间，共有200多幅画作遗留下来。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可以在此慢慢追寻他的艺术足迹。

阿尔勒通票：1）如果你热衷于探索阿尔勒的罗马历史，可以购买Circuit

Roman通票来游览罗马的遗迹，成人9欧元，儿童7欧元。2）持有Pass Monument（成人13.5欧元，

儿童12欧元）可以在阿尔勒博物馆和景点畅行无阻。可以在游客中心或任何景点处购买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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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勒圆形竞技场

阿尔勒圆形竞技场（Les Arénes）建于公元前46年的双层拱廊竞技场，可视为当时罗马政治、文

化、艺术水平所达到的顶峰之作。圆形竞技场位于阿尔勒城的最高处，可容纳2.5万名观众。当然

，与意大利罗马历史地区世界最大的福雷维安圆形剧场相比，它似乎有些失落，但是，如今法国

人在这里仍然上演着斗牛表演，足以令它被世人铭记。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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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这座长轴为136米，短轴达107米的圆形竞技场里，上演过无数场人兽大战和角斗士之间

的生死搏斗，古罗马的观众们在这里体验死亡的触动，观赏血肉淋漓的残酷。看过奥斯卡获奖影

片《角斗士》的人，都会为古罗马帝国时，这种兴盛于民间和宫廷的疯狂娱乐方式而瞠目。有记

载称，每一个圆形竞技场建成后，人们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在狂热的庆祝活动中，几千头猛兽和

上万名奴隶和角斗士被屠杀，每一处圆形竞技场的地面上都曾血流成河。

门票：成人5.5欧元，学生4欧元，票务办公室位于圆形剧场北边的rond point des Arénes。

开放时间：5-9月09:00-18:30，3、4和10月09:00-18:00，11-2月10:00-17:00

电话：04 90 49 59 05

   

2、阿尔勒古罗马剧院

古罗马剧院（Thétre Antique）建于公元前一世纪末，原来是堡垒，后来石材被拆解成其他建物

之用，目前仅存2根古罗马柱被收藏在阿尔勒考古博物馆，被当地人戏称为"两寡妇"（Les deux Veu

ves）。在这里曾上演过滑稽模仿剧，哑剧，舞台剧等众多的戏剧，是古罗马时代的娱乐胜地。整

个剧场有33排，能容纳10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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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该建筑有别于其他罗马圆形剧场，这座建筑矗立于山顶上，在中世纪时则被用作石矿场，而时至

今日再次成为娱乐胜地，特别是仲夏之夜，常会举办露天音乐会表演，在没有屏障的星空下聆听

演奏，是一种很特别的享受。入口在rue de la Calade。

门票：成人3欧元，学生2.2欧元

开放时间：5-9月09:00-18:30，3、4和10月09:00-12:00，14:00-17:00，11-2月10:00-12:00，14:00-17:00

电话：04 90 49 59 05

   

3、阿利斯康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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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勒老城里至今保存着许多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和遗址，但这些在凡高的画里罕有体现。唯独有

一处古迹却得到了他的高度赞赏，被他比作是阿尔勒的香榭丽舍大街——阿利斯康公墓（Les

Alyscamps）。

门票：成人3.5欧元，学生2.6欧元

开放时间：5-9月09:00-18:30，3、4和10月09:00-12:00，14:00-18:00，11-2月10:00-12:00，14:00-17:00

   

4、康斯坦丁浴场

(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康斯坦丁浴场（Thermes de Constantin）是河边一处被部分保存下来的罗马浴场，是公元4世纪修

建来专供君士坦丁大帝私人使用的。

门票：成人3欧元，学生2.2欧元，古罗马剧场的票可以在此通用

开放时间：5-9月09:00-18:30，3、4和10月09:00-12:00，14:00-17:00，11-2月10:00-12:00，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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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特罗菲姆教堂

圣特罗菲姆大教堂（Eglise St-Trophime）是阿尔勒城内众多的罗马式建筑之一。约建于12及14世纪

期间，被誉为普罗旺斯罗马式建筑最伟大的杰作，特别是教堂门口得以再现的《最后的审判》雕

刻场面。圣扥菲姆教堂还拥有两个仿罗马式及哥德式的回廊，均是值得参观的重点。回廊位于面

对教堂的右外侧，往上走可见古典的罗马式钟楼。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门票：成年3.50欧元，学生及12-18岁孩子2.60欧元，12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5-9月09:00-18:30，3、4和10月09:00-18:00，11-2月10:00-17:00

电话：04 90 49 36 36

阿尔勒博物馆（Sites et Musees arlesiens）

   

6、阿拉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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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普罗旺斯、致力于普罗旺斯语言的诗人弗雷得里克�密斯特哈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她把所

获得的奖金作基金，修建了这座阿拉坦博物馆（Museon Arlaten），以展示该地区的民族服饰、工

艺品。因此，这也是一座能够让你了解阿尔勒风俗的博物馆，具有很大的意义。

门票：成人4欧元，学生3欧元

开放时间：6-8月09:30-12:30，14:00-18:00，4、5和9月09:30-12:00，14:00-17:30，10-3月09:30-12:00，

14:00-17:30，9月每天09:30-12:30，14:00-18:00，10-3月周二至周日09:30-12:30，14:00-17:00

地址：29 rue de la République

电话：04 90 93 58 11

   

7、梵高艺术中心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梵高艺术中心（Espace Van Gogh）原来是梵高医院，这里曾是梵高割掉自己的耳朵以逃避疗养生

活的医院，现在成为开放的游览地，有各种店铺、图书馆等，还可以观赏经过复原的《亚耳疗养

                                             40 / 13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9&do=album&picid=45787&goto=down#pic_block


�������

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所的庭园》等梵高的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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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艾克斯：千泉之都

艾克斯（Aix-en-Provence）全称叫做“普罗旺斯的艾克斯”，这里曾是罗马普罗旺斯行政省的古

都，在今天仍以古罗马遗迹、中世纪、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建筑而著称。有人说这里是“法南

最优雅的城镇”，一进入市区，排排法国梧桐树联成的米拉波林阴大道（Cours Mirabeau）立即让

人心情变得悠然。艾克斯早在12世纪时就建了许多喷泉，又有“千泉之都”的美誉，各式各样的

喷泉散布在艾克斯的每个广场、街角、甚至是私人的庭园之中。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更让艾克斯享有显赫名声的原因是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就出生在这里，这座小城及其周边的美景多次出现在他的绘画当中。

艾克斯通票：购买15欧元的艾克斯城市通票（Aix City

Pass），相当划算，有效期5天，可以参观塞尚工作室、Bastide du Jas de Bouffan和Musee Grane博物

馆，以及乘坐小型电车的一次旅行和参加一次游客中心的带导游团队游。在游客中心或者两个与

塞尚有关的景点都能买到通票。

艾克斯旅游咨询中心 Office de Tourisme

地址：2 PLACE DU GENERAL DE GAULLE

电话：04 42 16 1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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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9：00；周日10：00-13：00；14：00-18：00

网址：www.aixenprovencetourism.com 

艾克斯市内景点分布图

   

1、米拉波大道

米拉波大道（Cours Mirabeau）位于艾克斯市中心位置，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大道。米波拉大

道的街道很宽，两旁尽是有百年历史高耸入云的树荫，诸多精致典雅的中世纪建筑、雕像掩映其

中，大道附近的各大广场设立有无数精美的喷泉，还有许多雅致休闲的露天咖啡厅和茶餐厅及特

色商铺，是到艾克斯旅游的必经之所。遇到周末假日或节庆时，大道上会有热闹的传统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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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2、圣索沃尔大教堂

圣索沃尔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Sauveur）融合了5世纪到17世纪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不过，

据传它的最古老部分是2世纪建造的，优雅美观。除了有名的罗马建筑风格的回廊、墨洛温王朝的

洗礼堂之外，还有尼古拉�弗洛芒在15世纪画的《燃烧的荆棘》等。近来教堂添加了18世纪的镀

金巴洛克式管风琴。

开放时间：08:00-12:00、14:00-18:00

   

3、格兰特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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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创立于1838年的格兰特美术馆（Musee

Granet）因收藏有19世纪著名的风景画作家佛郎西斯�格兰特（Francois Granet）的名画而得名，

除格兰特本人的作品外，还有他捐献的许多法国、意大利、荷兰的名画以及塞尚的几幅作品。整

个美术馆装饰典雅，艺术氛围浓郁，是当地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

地址：place St-Jean de Malte

电话：04 42 20 01 09

开放时间：周6-9月周三至周一11：00-19：00，10-5月周三至周一12：00-18：00

网址：http://www.museegranet-aixenprovence.fr/www/index1.html

交通：由艾克斯旅游咨询中心步行5分钟可到。

   

4、塞尚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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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工作室（Atelier Paul Cezanne）由塞尚在1897年兴建，他就是在这里创作了名作《浴女》 (Les

Grandes Baigneuses)，塞尚在此一直居住到1906 年逝世，现在房间里还陈列着画家当年的用品。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地址：9 av. Paul-Cezanne

电话：04 42 21 06 53

开放时间：10月-3月10：00-12：00，14：00—17：00；4-6月和9月10：00—12：00，14：00—18：0

0；7和8月10：00-18：00

门票：成人5.5欧元，学生2欧元

网址：www.atelier-cezanne.com

艾克斯另外两个主要的与塞尚有关的景点是：Bastide du Jas de

Bouffan（在城市西端），这是塞尚一家曾生活过的地方，他年轻时在这里开始绘画；Bibemus

quarries，在这里塞尚完成了他大部分有关圣维克多山（Montagne

Ste-Victoire）的油画。预定和了解更多景点的路线信息可咨询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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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薰衣草之旅：此时花开

每年6月底至8月是普罗旺斯薰衣草的花期。一块块薰衣草田铺满繁星一样的紫色花朵，仿佛被紫

色的云雾笼罩。沁人肺腑的幽香袭来，令人陶然欲醉。普罗旺斯地区在此期间举行各种节庆活动

，如薰衣草采摘节与薰衣草集市等。如要到花田亲近薰衣草，可采用自驾车、骑自行车或随团旅

行的方式。普罗旺斯不少旅行社推出了半日或一日“薰衣草之旅”，花农们还组成一家名为“薰

衣草之路”的组织，专门负责薰衣草宣传工作。但普罗旺斯并不到处都是薰衣草花田，且多数薰

衣草花田，都在深山里面，这就意味着，大片的紫色，真正是靠寻找的。如下是普罗旺斯薰衣草

的主要分布区： 

1、索尔特区Pays de Sault

以Sault为中心，往西的D1公路附近，往西北方的D164公路附近都有很好的花田。从阿维尼翁出发

会经过这条路到达Sault。可以安排一天的行程，慢慢的体验山中美景，花期7月上旬左右。不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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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如果季节遇上了的话，在D1公路附近，你还可以见到一大片美丽的罂粟花。

如果是从艾克斯Aix出发，那便是沿着D943公路往北前往Sault，这一路上也是看薰衣草的绝佳路径

。

2、瓦朗索勒区Pays de Valensole

薰衣草种植面积最广，密集，花期7月上旬到下旬左右。由阿维尼翁出发往到达Valensole小镇后，

再一路沿D6公路往东，就能在路边看到大片大片的薰衣草田。 

(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3、吕贝隆山区Luberon

这里被誉为薰衣草的故乡，这里的花田是最不能错过的薰衣草观赏地，也是《山居岁月》一书的

背景原型，而让普罗旺斯真正成为所有人的梦想的那本书《普罗旺斯的一年》，作者夫妇就是住

在这个山区的小村庄里。山上有一座12世纪的古老修道院——塞南克修道院（Abbaye de Senanque

），前方有大片的薰衣草花田，自古以来，这里的修道士们世世代代种植薰衣草。详情请见小镇

Gordes。

旅客服务中心Apt Tourist Office

地址：Place Bouquerie 4，Av. Philippe de Girard 84400Apt

电话：33-4-90-74-03-18

薰衣草旅行团：

Lavander 1100

导游带领的行程，参观花田及购买产品。

电话：33-4-90-75-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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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au de Bois Lavender Farm

步行参观花田，提炼香精油的过程和纪念品店。

电话：33-4-90-76-91-23

4、施米亚那山区

施米亚那山区（Simiane-la-Rotonde）是普罗旺斯著名薰衣草观赏地，施米雅那是一座极具特色的

山城，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至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雅

那城镇里，随处可见到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

六大薰衣草种植区域的开花期如下：

1、德隆省与沃克呂茲省以北De la Dr�me Proven�ale au Haut-Vaucluse

代表城镇为 Mévouillon，Laborel，Montbrun，Ferrassières

开花期：六月中旬至七月底

2、介于凡度山Mont Ventoux与吕贝隆LuberonEntre Ventoux et Luberon

代表城镇为Sault，Forcalquier

开花期：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

3、Préalpes proven�ales : du Bu�ch aux Baronnies

代表城镇为 Bu�ch aux Baronnies，Serres

开花期：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

4、介于吕贝宏Lubéron与Lure之间Entre Lubéron et Lure

开花期：七月初至八月中旬

5、上普罗旺斯区De la Haute-Provence au Verdon

代表城镇为Valensole

开花期：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

6、Du Vercors au Diois属于最山区的薰衣草田

开花期：七月中旬至八月底

传统的薰衣草一日游路线，出发地由你自己的停留地决定：

1、Gordes—Abbaye de Sénanque—Sault

2、Valensole—Moustiers Sainte-Marie—圣十字湖（Lac de Sainte Croix de Verdon）

看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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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向日葵花期比较短，一般七月中旬过后便看不到开着的花了，若是遇到炎热的夏季，花期还会提

前，建议6月底。

大部分人是到阿尔勒（Arles）周边观赏，阿尔勒出城往AVIGNON方向，N570公路边，离ARLES

市中心约5-6KM，或者是D570N公路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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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险峻的峡谷之旅

韦尔东大峡谷和圣十字湖

作为2009年被欧洲杂志誉名为欧洲最美丽的地方，韦尔东大峡谷（Gorges du Verdon）坐落在高普

罗旺斯瓦朗索尔（Valensole）薰衣草田45KM处，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峡谷，而峡谷的入口相接着碧

蓝的圣十字湖（Lac de Sainte-Croix），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韦尔东大峡谷(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起点：

游览峡谷有两个主要起点，分别是Rougon东北的卡斯特拉讷，以及Moustiers-Saint-Maire小镇。后

者有一条227米长，连接两端悬崖的锁链，上有一颗几百年历史的金星。

划船：

每年夏天，全世界各地无数的游客都会过来这里参观游玩。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游客过来进行划

船运动，跳水运动，以及在山顶上露营。对于很多时间较为短促的各国游客，会选择租只小船划

进山谷里面，感受夏日普罗旺斯的清凉，这里绝对是一个世外桃源。

在圣十字湖入口有很多当地法国船家出租船只，船只样式比较多，价格也不相同，一般可以议价

。夏天度假的人除了会选择划船进入大峡谷，还会选择在这里晒太阳游泳，因为这里的沙滩与马

赛的沙滩完全不同，绝对是高质量的细沙，环境绝美。更让人惊喜的是，山谷里面有不少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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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垂怜大自然天宫雕琢的你，可不要错过哦！

船只价格：2-3人皮划艇约12欧/小时；4人皮划艇约18欧/小时；4人脚登船约24欧/小时；6人电动船

约35欧/小时 

圣十字湖(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宿营：

两个游客中心都有大量宿营地及住宿的名单，并列有饭店和食品店。

1）卡斯特拉讷及其周边

附近的河流两岸有季节性的露营地区。旅馆和饭店簇拥在中心广场、Marcel

Sauvaire广场和Eglise广场四周。

Domaine de Chasteuil Provence（04 92 83 61

21，www.chasteuil-provence.com

，每个宿营地11.9-22.8欧元，5-9月中旬），这个宿营地位于卡斯特拉讷南部，环境很好，绿树很

多，而且可以选择通电地点和木屋（4人每周335欧元起）。

2）Moustiers及其周边

Le Petit Lac（04 92 74 67

11，www.lepetitlac.com

，帐篷每2人13.9-19.9欧元，6人生态小屋每周359欧元起，露营6-9月，小木屋4-10月中旬）这个露

营地在湖畔一个幽静之地，以活动为导向，有很棒的生态小屋（至少能住两晚），里面有用大麻

纤维装饰的墙面、使用太阳能加热的用水以及低功率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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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峡谷宿营(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交通：

往返韦尔东大峡谷及其周围的公共交通很有限。Autocars Sumian（04 42 54 72 82）经营从马赛经由

艾克斯（19.9欧元，3个半小时）开往卡斯特拉讷以及Moustiers（14.4欧元，2个小时又25分钟）的

公共汽车。

7和8月的每一天和4-9月的周末，峡谷班车（Navettes des Gorges）连接着卡斯特拉讷与Point

Sublime、La Palud、La Maline和Moustiers。可向游客中心索取时间表，车票6欧元。两地的游客中

心都提供自行车出租信息。

游客中心：

卡斯特拉讷游客中心Castellane Tourist Office

地址：rue Nationale

电话：04 92 83 61 14

网址：www.castellane.org

营业时间：7和8月09:00-13:00和14:00-19:00，9-6月周一至周五09:15-12:00和14:00-18:00

Moustiers-Saint-Maire游客中心

拥有大量知识丰富的员工和关于本地游览的出色文件信息。

电话：04 92 74 67 84

网址：www.moustiers.fr

营业时间：每天，时间每月都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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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极具特色的普罗旺斯小镇

对于并未选择自驾方式的人来说，普罗望斯地区除了阿维尼翁，阿尔勒，尼姆，艾克斯，马赛等

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交通比较方便外，其它很值得品位的的小山城，像是莱博震/雷堡镇（les baux

de provence），勾禾德/高德山庄（Gordes），胡西昂（Roussillion）都是一般公车火车有点困难抵

达的地方。 

普罗旺斯小镇方位索引

可能的解决方式：

1）参加当地的local tour，多半是英文解说，参考网站：

http://www.aixenprovencetourism.com/travel/en/tylene.htm

http://www.provence-reservation.com/en

http://www.cars-lieutaud.fr/GB/pages/provencevisionGB.htm

2）先撘公车或火车到比较靠近的大城市，再搭计程车前往目的地。

例如：想去莱博震/雷堡镇（Les beaux de

provence），可以先从阿尔勒或者阿维尼翁搭乘公车到圣雷米st-Remy de

provence，然后搭出租车到达约11公里远的去莱博震/雷堡镇。

旅人提示：

除非你是一个经常暴走的户外爱好者，否则请不要轻易尝试徒步，因为尽管显示只有5，6公里的

距离，实际上比想象中的要远，要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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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奔牛村/博尼约Bonnieux

在普罗旺斯的东北部，和阿尔卑斯山脉相连的Luberon（吕贝龙）山脚一带是国家自然公园，那里

有一些非常原生态的区域，没有建筑物的遮挡，只有宽广茂密的森林，里面散落着罗马时代遗留

下的小村庄。这里的村庄依山而建，从防御的角度来说被称为“鹫的巢”。Bonnieux便是Luberon

区域有名的村庄。人们在这里过着富足悠闲的生活，这种状态让生活在城市、压力过大的人们很

羡慕。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小村庄中有许多感觉不错的小店。它们比起都市里一板一眼的商店，显得更有个性，更有氛围。

店内的布置都充满了乡村气息，俘获不少游客的心。继续前行可到山顶上的教堂，这里的露台是

很好的观景地。

这片已有2500年历史的土地，物产富饶。春天，可以看到百花盛开的美景，有白色的杏仁花、含

羞草，还有桃花和橙子等大片的果树。初夏的时候有遍地的薰衣草，宛如紫色的绒毯；向日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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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夏太阳的照耀下灿烂盛开。到了秋天，葡萄成熟，人们开始酿葡萄酒了，到处是美好的收获

画面。如果在这里住宿，推荐选择小山上的民宿。那里不但能闻到花香，早上还可以吃到美味的

蜂蜜，最好的时光莫过于晚上了，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星空，一边品尝着玫红葡萄酒。那一刻，

你会感到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而身边流淌着的，都是悠然幸福的时光。

住宿推荐：

Antiquités Brocante Vincent Gils

地址：25,rue Voltatre 84480 Bonnieux

电话：06-73-46-14-00

营业时间：10:00-12:30、15:00-19:00

休息时间：10月1日—3月31日

信用卡：不可用

旅人点评：这家店制作高级家具已有400多年历史了。店主是学艺术的，他在Avignon获得了家具

制作的资格。而且他挑选东西很有眼光，经常在普罗旺斯寻购古董。店里20世纪30年代的玻璃制

品和路易15世风格的家具很受顾客欢迎。冬天还提供木制家具的修理等服务。

Le Fournil

地址：5,place Carnot 84480 Bonnieux

电话：04-90-75-93-62

营业时间：12:30-13:45；周三-周五、周日、节假日：19:30-21:45；周二、周六：19:30-21:45

休息时间：每周一

信用卡：Master/Visa

备注：需要预约

旅人点评：这家餐厅在当地很有名，是通过凿山洞而建成的，构造非常奇特，内部的墙壁和天花

板都是石壁。他们的厨师每隔10天到2周就会更换菜单的内容，巧妙地使用一些简单的食材做出美

味的菜肴，而且菜单上的东西90%都是当地生产的，还有各种红酒提供。晚上的用餐价格是42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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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内的老街巷(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Les Trois Sources

地址：chemin de la Chaine 84480 Bonnieux

电话：04-90-75-95-58

传真：04-90-75-89-95

休息时间：不定

信用卡：Master/Visa

网址：www.lestroissources.com

旅人点评：这家酒店原本是一个13世纪的石造教堂，有礼拜堂，还有烤面包房和地下葡萄酒仓库

等。它方圆8公顷内种满了樱桃树、薰衣草和野玫瑰。在这里留宿，可以感受到中世纪童话般的美

妙时光。它的特别魅力还吸引着很多电影和摄影爱好者。

Les Eydins

地址：route Pont Julien，chemin du Four，84480 Bonn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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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90-75-53-99

信用卡：不可用

网址：www.leseydins.com

旅人点评：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酒店，设有网球场和游泳池等娱乐附属设施。如果你想要野餐，

可以提前一天预约，以免费使用酒店提供的自行车和便当服务。如果希望享受到更好的美食，还

可以预订每周大约2-3次星级厨师提供的便当（大约40欧），另外，你还可以在野餐时到近郊的城

堡里品尝葡萄酒，这是非常好的享受。

Le Tresor Cache

地址：quartier du Pont Julien 84480 Bonnieux

电话: 04-90-05-85-33、06-77-74-00-71

休息时间：不定

信用卡：不可用

网址：www.letresorcache-luberon.com

旅人点评：越过朱利安桥，接着进入一个盛开的玫瑰花做成的欢迎拱门，就到了一家家庭旅馆。

它是一位叫希尔德的比利时夫人在2005年开的。客房富有女性情调，还很有乡村气息。晚餐是厨

师长特里斯坦烹饪的绝品套餐。入住这里，就如同进入了这店的店名“宝盒”一样，不大的空间

却能让你体验浪漫的南法时光。

   

2、梅纳村Ménerbes

Ménerbes小镇被人们知晓，可能离不开彼得�梅尔得名作《山居岁月》。彼得�梅尔将Ménerb

es和Bonnieux之间的古老村镇作为他写作的舞台，创作了这部掀起了全世界普罗旺斯热潮的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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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山居岁月》出版至今大约有20年了，这期间，到Ménerbes的观光客络绎不绝。但这里没有太多

观光的布告板等各种旅游商品，小镇完完全全还是最古朴原始的样子，并没有因为旅游业的发展

而变得商业和杂乱。这里最美的季节除了夏季，就是彼得�梅尔最喜欢的10月了，那时葡萄叶开

始变红，天空最为澄澈。另外一个是圣诞夜，村民们会在 Ménerbes的教堂再现基督诞生时的情

景。他们会让孩子扮演年轻时的耶稣，在夜空下列成队排练，那副画面想象一下就觉得特别有趣

。

住宿推荐：

Epicerie du Luberon

地址：avenue Marcellin Poncet 84560 Ménerbes

电话：04-32-50-12-86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8:00-12:30、15:30-19:00；周日、节假日：8:30-12:30

休息时间：1月1日、10月1日-复活节的周日、12月25日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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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点评：这家店从2005年起就由漂亮的两姐妹继承并经营至今。菜色是以新鲜的蔬菜为主，配

有村里人喜欢了半个世纪的香料和从阿尔卑斯山区等地方弄来的乳酪。另外，店里还有很多日用

杂货售卖，点滴之处反应的都是村子里的日常生活。

La Bastide de Soubeyras

地址：L’Auzière de Soubeyras-chemin des Alafoux 84560 Ménerbes

电话：04-90-72-94-14

休息时间：2月

信用卡：不可用

网址：www.bastidesoubeyras.com

旅人点评：这家旅馆的主人，莫斯夫妇，被普罗旺斯的美景所迷住，就移居到这里开了这家小旅

馆。从旅馆客房的窗户和露台一眼就望到整个村子。另外，旅馆的早餐很不错，广受客人好评，

每周有2次是可以预约用餐的。

La Bastide de Marie

地址：route de Bonnieux Quartier de la Verrerie 84560 Ménerbes

电话：04-90-72-30-20

传真：04-90-72-54-20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网址：www.labastidedemarie.com

旅人点评：这个小旅馆是2000年开的，在这里你可以远眺由葡萄田包围的18世纪的农家。另外，

在主人家的植物园里，你可以采摘香草和花朵，用来制作南法地方菜，不仅餐桌上多了些色彩，

也平添了些用餐的乐趣。旅馆建在Ménerbes的绿谷里，清新的空气可以让你的身心得到完全地放

松。 

                                             60 / 130

http://www.bastidesoubeyras.com
http://www.labastidedemarie.com


�������

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La Magnanerie

地址：Ancient chemin de Bonnieux,Le Rou-cas 84560 Ménerbes

电话：04-90-72-42-88

传真：04-90-72-39-42

休息时间：1月、2月、8月

信用卡：不可用

网址：www.magnanerie.com

旅人点评：这家旅馆是18世纪的农家改建来的，室内布置得很有乡村风味。在附近的农家里，你

可以自己采摘食材，做美味的乡村菜肴。值得一提的是，彼得�梅尔在写《山居岁月》的那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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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曾经常在这里体验生活。

   

3、勾德禾/高德山庄Gordes

来到这里你一定会惊讶于它奇异的景象。远远望去，所有的房子，全部由石头垒成，密密匝匝，

一直堆叠至山顶，整个村子看上去，仿佛是一座空中之城，有一种非现实的美。这座矗立于Vaucl

use（沃克吕兹）高原尽头的村庄，在罗马时代，便建起了城墙，中世纪时，人们为了避难来到这

里，过着与世无争的清静生活。蜿蜒的街道里，充满厚重感的门廊，散发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优雅

韵味，仿佛诉说着遥远而古老的繁华。因而，这里也吸引着许多艺术家，像是浪漫主义画家夏加

尔，就曾在这里度过了乐园般的日子。现在也常常可以看见法国年轻人在这里默默写生。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住宿推荐：

La Bastide de Gordes&Spa

这家四星级酒店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脉和Gordes村。它的外观是一个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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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造建筑，里面的客房曾是南法贵族气派的起居室，充满了优雅奢华的气息。这里还有大约800

平方米的SPA，为入住的客人增添了一份乐趣。

地址：Le Village 84220 Gordes

电话：04-90-72-18-82

休息时间：1月4日—2月12日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bastide-de-gordes.com

餐馆推荐：

Le Clos de Gustave

这家店自12年前开张以来，一直经营着普罗旺斯风味的高档菜肴，被当地客人评为Gordes最具品

位的餐厅，环境也十分优美，占地大约有30公顷。他们的菜品很丰富，有小麦做的肉汁烩饭、色

拉等等，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是高档肉食菜肴。

地址：route de Murs 84220 Gordes

电话：04-90-72-04-25

营业时间： 19:30—22:30（白天也营业）

休息时间： 12月—2月

信用卡：Master/Visa

备注：12人以上接受预定 

Le Bouquet de Basilic

一位法国北部出生的男士，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从自己的农场中采摘“罗勒”香叶，然后巧妙地

用它烹饪菜肴。这里的招牌菜有西蒙醋渍鱼，可以让你食欲大增。在这里用餐，可以闻到从厨房

不停地有香草味飘逸出来，在晴朗的日子里，在充满绿色的露台午餐，也是一种享受。

地址：route de Murs 84220 Gordes

电话：04-90-72-06-98

营业时间：12:00—14:30，19:00—21:30

休息时间：每周三

信用卡：Master/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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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每个月不营业的时间较多，最好提前预定

购物：

La Miel Peyron

在Gordes，如果想要购买当地特产，最推荐的就是“La Miel Peyron”，他出售半生蜂蜜，而且别

无分号。为了确保蜂蜜美味味道，制作时使用极其稀少的原料，这种原料1年才生产10吨，所以这

里的蜂蜜价格很高，当绝对物有所值。

地址：place du Marché 84220 Gordes

电话：04-90-72-00-18

营业时间：10点—19点 全年无休

信用卡：Master/Visa

   

4、胡西昂/鲁西永Roussillon

Roussillon作为颜料原料赭石的采掘场，从罗马时代就很有名了，曾是红极一时的世界级赭石产地

。从村庄的入口沿坡道而上，可以看到整个村庄，从脚下的土地到房屋墙壁上，都染上了深浅不

一的红，再加上鲜艳油彩的窗户，触眼所及尽是色彩，好看极了。较之法国南部某些村庄的素净

典雅，Roussillon展现的风情是缤纷鲜活的。街道中藏着许多布置精致，又具个性的小店，每一家

都可爱得让人流连忘返。顺着缓坡小路，走到最高处教堂背面的瞭望台，那里可以远眺Vaucluse

（沃克吕兹山区）和Coulon

Valley（卡隆山谷），眼前这壮丽宏伟的美景，被称为“普罗旺斯的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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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村子入口处的反面有一条名为“巨人大道”的散步道，进入这里仿佛走入了神仙境地。那里就是

过去的采掘场，现在作为景点开放。步道两旁布满了风化的嶙峋怪石柱群，许多景观处还被冠上

了生动的名字，“精灵的古针”、“巨人的足迹”就是其中最为著名，非常值得一看的奇观。

购物推荐：

Boutique Chasson

这是一家售卖吕贝隆山区生产的AOC等级的葡萄酒的直营店。它的地下酒窖极具当地特色，就地

取材由赭石围成，有一种梦幻的味道。你一定要尝试这里特产的一种红酒，它由树龄超过30年的

老树结下的绵枣，作为原料酿造而成，会让你充满了活力。这家店铺还有拿手的美食供应，最出

色的是成熟水果制作的沙拉，这里的肉食类菜式也同样出类拔萃。

地址：6，place de la Mairie 84220 Roussillon

电话：04-90-05-80-69

营业时间：10:00-19:00

休息时间：10月--3月的每个周六上午

信用卡：Master/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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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泽斯/乌泽斯Uzès

16-18世纪，Uzés小镇由法国最有地位的公爵统治，慢慢开始变得繁荣，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

镇上建造了很多漂亮的邸宅和教堂，这些建筑至今保留在美丽的小镇上，已经成为这里的标志。

Uzés还被称为“艺术之都”，深受诗人和画家的喜爱。在镇上有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古典画

，还能看到一些未完成的画作，非常有趣。

午后的Uzés非常漂亮，太阳光经过房子墙壁的反射，在地上投下浓重的影子。光与影的强烈对比

，形成了恬静温暖的氛围。这里还是法国有名的松露生产地。11月到2月是收获期，在广场上很有

多卖松露的摊点。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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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推荐：

Nougatine

这家茶饮小店，平时卖的水果大约有25种，到了周末差不多能供应50种左右的各种水果，非常受

客人的喜爱。店里的巴伐利亚奶油糕点味道非常好，还有春天的草莓小蛋糕，夏天的洋梨和杏黄

色的果子馅饼，这里都有。

地址：23-25，boulevard Gambetta 30700 Uzès

电话：04-66-22-09-72

营业时间：6:00-19:30

休息时间：周一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备注：七月、八月营业至晚上20点

   

6、屈屈隆/龙Cucuron

小镇的名字“Cucuron”有“圆形小山”的意思。村子的入口生长着茂密的梧桐树，有着恬静的

氛围，是人们休憩的好场所。每年的五月末，梧桐树的叶子颜色变浓的时候，村子里会举办一年

一次的祭礼。这个习俗活动起源于1720年。那时候这里瘟疫蔓延，居住的三千名村民一下子减少

了三分之二。之后又经过1914年的战争，村民疏散，到60年代，这里已经几乎没有人居住了。后

来，经过人们数年的重建，镇子慢慢复苏，又有了当年的活力。如今，村民每年举办祭祀，以感

谢把村民从瘟疫的威胁中解救出来的守护者。每年的5月21日，一大早，村民便从山中砍倒杨树，

一起送往教堂。杨树送达教堂的同时，笛子和鼓就开始鸣响，大家一起舞蹈，开始庆祝。穿着印

有普罗旺斯向日葵图案裙子的少女，带着红色贝雷帽的少年们，面对面的跳着舞，为村庄的未来

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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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如果你来这里拜访的话，一点要在教堂前驻足一下，祈求它给你带来好运。就像Cucuron一样，

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却仍有幸运之神的守护，最终获得幸福。

餐馆推荐：

La Petite Maison

这家餐厅的主厨很有名，2009年开店，两年后就获得了米其林一星的荣誉。他做菜的手艺也越来

越好，常用野生的兔子和鸽子等，或是新鲜的黑松露来做食材，很有特别的风味。套餐内容每周

都在变化，有40欧元3道的套餐，以及附带乳酪的60欧元5道的套餐，两种供客人选用。

地址：place de l’Etang 84160 Cucuron

电话：04-90-68-21-99

营业时间：12:00-14:00、19:30-22:00

休息时间：周一、周二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lapetitemaisonde cucuron.com

购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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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lin Dauphin

这家橄榄油工厂创业于1923年，2003年由一对夫妇接任。他们家门前大约有7万平方米的橄榄田，

用来生产橄榄油。橄榄充满了野生的味道，呈圆形，有四种不同的种类，2007年得到了AOC认证

，因为它的芳香醇正，有很多爱好者不惜从远方过来拜访求购。这里还设有商店，卖一些用橄榄

油制作的精油和肥皂等。

地址：rue du Moulin á Huile 84160 Cucuron

电话：04-90-77-25-17

营业时间：9:00-12:00、15:00-18:00

休息时间：周三、周日、节假日不定休

信用卡：Master/Visa

网址：www.moulin-dauphin.com

备注：4月-9月每天营业到19:00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La Miellerie du Grand Luberon

这家店在原材料基础上的，又加入普罗旺斯的5-6种花草树木，制作出极品蜂蜜，包括迷迭香和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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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草等等。他们在移动400个蜂巢的时候，禁止使用一切杀虫剂，也不会加热杀菌，彻底采用纯天

然的制作方法。这是从1999年开始养蜂起就一直持续的习惯。店主一家热情地制作这些蜂蜜，那

里面浓缩着普罗旺斯自然的味道，绝对有购买的价值。

地址：route de Lourmarin 84160 Cururon

电话：04-90-77-29-70

营业时间：不定，需要电话确认

信用卡：不可用

Helene Paris

店主是制作陶艺的专家，她的作品都是手工制作的，有杯子和汤碟等餐具，也有烛台和花盆，外

形都非常质朴。当地人非常喜欢她的瓷器，不单可以用来栽种植物，还可以装饰家居。你也可以

在店里的工作室购买，或是于当地的市场上选购。

地址：rue du la Chapelle des Filles 84160 Cucuron

电话：04-90-77-13-38、06-85-06-67-40

营业时间：不定

信用卡：不可用

   

7、卢尔马兰Lourmarin

淡粉色的墙壁、娇艳的玫瑰花、天一般蓝的百叶门构成了Loumarin迷人的景致。小村看上去浑然

天成，细看之后会发现，每个角落都被精心装饰过，说不定哪儿就会给你带来惊喜。这和普罗旺

斯其他的小镇一样，广场上有许多咖啡店和餐馆，还有一些售卖香草、肥皂、亚麻布制品的杂货

店。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村，不妨轻松地在小村里逛一逛，这可是连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流

连忘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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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在法国著名的小说家阿尔贝�卡缪（Albert Camus）晚年隐居的岁月里，Lourmarin是他最喜欢的

一个村落。卡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1942年因发表《异乡人》而成名。这位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曾经在巴黎文坛备受争议，即使如此，卡缪依旧内心平静地在这里继续着他的写作事

业，最终按照他的遗愿落葬于这里。

如果觉得在小店里购物还不满足的话，那么可以赶在周五中午前去小镇的市集上淘点宝贝。在市

集上可以买到许多美味的食物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东西，旅行的乐趣就在于此，不是吗？在普罗

旺斯，许多纺织品和篮子都被制作得很漂亮，手工烧制的陶器更是精美绝伦，另外，一些以香草

为原料的护肤品也极具特色。在美景、美食、慵懒阳光的轮番攻击下，那些“异乡人”总是留恋

于这个美丽的小村。在市集上，可以买到一种装满各种小东西的小箱子，如果可以把旅途中的点

点滴滴都装进箱子里一起带走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购物推荐：

La Cousine des Lilas

在18世纪，在已婚女性中盛行使用亚麻刺绣的风潮。如今，这些复古的刺绣品在普罗旺斯的跳蚤

                                             71 / 13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81&do=album&picid=45741&goto=down#pic_block


�������

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市场上都可以看到。这家男装店的负责人曾长时间从事刺绣工作，也制作过许多舞会的服装，其

中大多都是纯手工的。这家小店秉承着“向手工制作的先辈致敬”的精神，一直经营着复古的纺

织品与刺绣制品。

地址：La Maison d'Ame, chemin de la Fabrique 84160 Lourmarin

电话：04-90-68-84-03、06-09-11-08-46

营业时间：14:30-18:30

休息时间：周日，十一月至二月的周一至周四

信用卡：Master/Visa

备注：如果有预约，休息日也是可以营业的

Cote Bastide

在这家温馨的小店里，能明显感受到南法特有的优雅。小店里销售享誉全球的法国香氛名牌Cote 

Bastide。店内还有一个陈列室，摆放着各种精美的餐具，十分值得一看。另外，小店推荐的洗浴

用品，是由鸢尾和含羞草等20多种原料制成，香气迷人。

地址：5, rue du Grand Pré 84160 Lourmarin

电话：04-90-08-57-92

营业时间：10:30-13:00、15:30-20:00

休息时间：一月中旬至四月中旬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cotelbastide.com

住宿推荐：

Villa Saint-Louis

这是一家改建于17世纪的家庭旅馆。曾经在这里居住着一对巴黎的夫妇，他们是南法著名的室内

装修家，退休后，就把原本的一栋别墅改建成了旅馆。这家旅馆的房间大多采用古董装饰，感觉

十分复古，细节的装饰也颇具匠心，一些小的角落都体现出主人的生活情趣。居住于此，总会有

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客人们可以围坐在露台的圆桌上享用早餐，仿佛是在自己家里的餐桌上一般

轻松自在。待吃饱喝足后，可以去院子里喂一喂可爱的小兔子。夜晚的时候，也可以睡在院子里

的吊床上，摇摇晃晃地度过一段安静舒适的时光。

地址：35, rue Henri de Savournin 84160 Lour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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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90-68-39-18

营业时间：10:30-13:00、15:30-20:00

信用卡：不可用

网址：www.villasaintlouis.com

   

8、昂苏Ansouis

Ansouis是法国最美的村庄之一，被大片的葡萄田包围着，春天的时候，虞美人花盛开，把村子装

点得犹如仙境。过去领主的住宅依旧威风凛凛地矗立在村庄里，12世纪时，这幢建筑曾经改建过

，内部展示的都是中世纪城主们的生活用品。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这里的杨树和柏树都很高大，就像是画家梵高所描绘的一样，全部侧向一边。这里吹的都是干燥

的冷风，且日照时间特别的长，天气很不好的时候，人们只能无奈地呆在家里。这个美丽的村庄

就是在恶劣自然环境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令人称奇。

每个星期天，村里的市集都很热闹。帐篷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蔬菜，很香的乳酪，还有普罗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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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的橄榄和各种香草。如果你住的旅馆带有厨房，那么买来果物蔬菜再加上长面包和乳酪，就

可以做出很棒的午餐了。一定要在这里多住几天，融入当地的生活，充分感受小村庄的魅力。

餐馆推荐：

La Closerie

村子的玄关处，是一家餐厅，主厨根据心情每天更新菜单。他采用当地产的食材制作普罗旺斯美

食，其中，鱼是从马赛进购来的，特别鲜美。餐厅里的氛围很好，在里面品尝着美味，像在自己

家一般温馨。白天的价格为（带红酒）21欧元。

地址：boulevard des Platanes 84240 Ansouis

电话：04-90-09-90-54

营业时间：12:00-13:30、19:30-21:00

休息时间：周三、周四

信用卡： Master/Visa

Les Moissines

这里有美味的蛋糕，还有使用当地丰富的材料制作的色拉、煎蛋卷小吃。食物都是店主自己亲手

烹饪的。小店位于村子顶上，原来是作为祭司馆用的，建筑本身很有味道。当你坐在阿尔卑斯山

脉的绝好的风景里，享用着店主亲手做的美食，绝对是一生中难忘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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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地址：Grand rue 84240 Ansouis

电话：04-90-09-85-90

营业时间：下午茶时间10:00-12:00、15:00-19:00；午餐时间12:00-15:00

休息时间：1月-6月和9月的周二，10月-3月

信用卡：不可用

备注：最好预约夏天来访

住宿推荐：

Chez Monsieur et Madame Decary

这家酒店是18世纪的建筑，现在改建为公寓酒店，客房呈开放式，大约有30平方米，卧室、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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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浴室都很完备，可以放心使用，室内布置得也很干净清洁。在这里可以自己烧饭，很有

家的感觉。

地址：rue du Buis 84240 Ansouis

电话：04-90-09-16-05/06-12-46-48-06

信用卡：不可用

邮箱：jean-louis.decary@wanadoo.fr

   

9、圣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

这个小镇的老城区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区域内聚集了许多手艺精湛的制陶工作室、美味的餐厅

和售卖亚麻制品和蜡烛类生活用品的小杂物店。所有的小店都布置的很漂亮，简直是女人梦想的

天堂。在老城区的小巷上漫步，薰衣草、迷迭香的香味，夹杂着刚出炉的巧克力香便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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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往小镇南面走，可以看到圣雷米修道院（Saint Paul de Mausole），大画家梵高晚年曾经在这里居

住疗养过一段时间。现在，这里现在建成了梵高纪念馆。如果在这附近散个步，不经意间便可以

发现一些曾出现在梵高画作中的景致，比如修道院门口的橄榄树林，远处的山脉和橄榄田。即使

在他精神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创作欲也没有低迷，他在普罗旺斯的这些杰作，一直令艺术家们拜

服。

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

圣雷米修道院一带就可以找到大量罗马时期高卢人居住的遗迹。这个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就存在

着古老小城，经历了罗马统治时期的战乱，直至公元20世纪才逐渐被开发，慢慢发展到了现在的

模样。从这里远眺，可以看到老城区。如今小镇相当热闹，那些沧桑的往事就像梦境一般，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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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现代的喧哗热闹和罗马时期的遗迹同在，这样的情景又融进了周围的自然山脉中，或许这

就是该小镇最独特的魅力了。 

圣雷米修道院内梵高的住处(图片由网友 @土豆哪里挖的 提供)

购物推荐：

Joel Durand

游走于老城区，总会有些惊喜。小镇特产一种散发着自然香味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在制作时混

入了玫瑰花瓣和香草，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口味也十分独特。另外，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很有

人气的生巧克力，由焦糖、薰衣草、黑橄榄等作为原料制成，每个巧克力上分别印上A到Z的英文

字母，口味各不相同。另外，这里特制的果酱和饼干也很值得推荐。

地址：3，boulevard Victor Hugo 13210 Saint-Rèmy-de-Provence

电话：04-90-92-38-25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9:30-12:30、14:30-19:30；周日、节假日：14:30-19:30

信用卡：Master/Visa

Lilamand

在普罗旺斯，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在圣诞节要吃十三种糕点，其中一个糕点就是浸渍砂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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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这也是小镇的特产。小镇上有一家专门制作这种糕点的小店，从1866年持续经营至今，一

直保持着原本的制作工艺。在制作时，用来浸渍水果的糖浆需要不停地更换，这样做出来的水果

色泽才会好看，制作完成后，需要静置2到3个月才能食用。

地址：5，avenue Albert Schweitzer 13210 Saint-Rèmy-de-Provence

电话：04-90-92-12-77

营业时间：10:00-12:30、14:30-19:00

休息时间：周日、周一

信用卡：Master/Visa

备注：圣诞前的两到三周

网址：www.lilamand.com

Boutique Florame

小镇上有许多自产自销的精油直营店，销售的精油种类有150种之多。这里的精油完全是纯天然的

，所有原料都是从有机种植的植物中提取。踏入这家店里，芳香萦绕，立即感觉神清气爽。除了

精油之外，还有许多芳香治疗的产品，例如肥皂、蜡烛、化妆品等。这家小店的店员也了解许多

芳香治疗的专业知识，在购买时可以随时咨询他们，既可以选购到自己满意的精油，也可以得到

一些有用的小建议。

地址：34，boulevard Mirabeau 13210 Saint-Rèmy-de-Provence

电话：04-32-60-05-18

营业时间：10:00-12:30、14:30-19:00

休息时间：10月至次年三月的每周日

信用卡：Master/Visa

网址：www.flora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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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Le Petit Duc

这家小店由一对夫妇共同经营。夫妇两人在一些传统的糕点制作方法上，创新性地加入了薰衣草

等普罗旺斯特有的东西，手工制作出独具特色的糕点。小店的招牌商品是一种用藏红花等香料烘

焙的饼干。小店的另一个人气商品叫做普罗旺斯果仁糖，这种糖口感清爽不粘牙。因为在制作时

用蜂蜜取代砂糖，这样在不失口味的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甜度。

地址：7，boulevard Victor Hugo 13210 Saint-Rèmy-de-Provence

电话：04-90-92-08-31

营业时间：10:00-13:00、15:00-19:00

休息时间：二月的学校假期时休息两周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petit-duc.com

餐馆推荐：

La Maison Jaune

无论是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还是品种繁多的野禽，或者是最新鲜的地中海鱼都可以在这家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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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品尝到。这家餐馆不仅十分重视食材的新鲜，对于配料与装饰也有独到的见解。橄榄和杏仁是

烹调菜肴特有的配料，连烹饪用的食用油也会根据食材的不同而有所区分。烹饪完成后，所有的

菜肴都会用各种漂亮的盘子装盘。由于小镇有许多日本游客，餐馆每年都会到日本去招募料理学

校的老师，所以小菜一般很合日本游客的口味。

地址：15，rue Carnot 13210 Saint-Rèmy-de-Provence

电话：04-90-92-56-14

营业时间：周二19:30-21:30；周三-周六：19:30-21:30；周日：12:00-13:30

休息时间：周一

信用卡：Master/Visa

备注：需要预约；六月至九月只在周日晚上营业

住宿推荐：

L’hotel les Ateliers de L’image

这家四星级酒店是由一栋十九世纪的老建筑改造而成的。酒店前有一个非常大的庭院，远眺便是

连绵不绝的山脉。酒店周围的绿化环境相当好，而且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也曾在此留下过足迹。

我们特别推荐面朝庭院的高级房，房间带有露台，眺望的景观极好。房间内的家具都是由工匠手

工制。

地址：36，boulevard Victor Hugo 13210 Saint-Rèmy-de-Provence

电话：04-90-92-51-50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网址：www.hotelphoto.com

   

10、波城莱博镇/雷堡镇Les Baux-de-Provence

“就像鹫一样，高高在上地统治着普罗旺斯”，曾有诗人这样描述中世纪的Les Baux小镇，说的是

当时镇上的人民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周围的村落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的确，Les Baux有着很好

的战略位置，它雄踞于位于阿尔比勒山脉核心区域一座245米高的岩石上，置身岩顶便能纵览全景

，再加上小村橄榄田的对面是Arles，还能看得到阿尔卑斯山脉，所以是绝对的要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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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不过在17世纪时，因为拒绝隶属于路易13世，这里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现在镇上残留下来的是

宛如月球表面般的断壁残垣和一些破败的古堡。也正是因为历经了战争与自然的洗礼，小镇如今

呈现出的是和别的法国山顶村落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类似的军事要塞堡垒特色在普罗旺斯别处是

看不到的，这也致使每年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光临这个山顶小镇。

自然对于小镇的影响从古至今都不曾间断。在这里，农民们利用自然的变化。他们极力控制农药

的使用，尽量不违背自然，手工作业，通过反复试验与修正，种植出了名为“毕奥耐”的大粒无

核葡萄。这种精心培育的葡萄酿出的酒口感特别好，特别的是水果口味的，获得了无数人的称赞

，Les Baux的农民们大获成功。如今，周围小镇的镇民每年都会聚集过来，在这里共同举办生大型

的葡萄酒盛会。

来到这里一定要逛逛土特产店，品尝一下一直在比赛中获奖的葡萄酒，它略带刺激的果味，缓缓

通过舌尖，此时，让人沉醉的也许不仅是酒杯里留下的香味，还有仿佛梦境般美妙的微醺感。

波城古堡Chateau des B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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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波城这里曾经是被诗人米斯特拉称为鹫族的波城一族驻守的城塞，后来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硝烟的

洗礼，于路易13世在位期间毁于战火，现在保留的是当年的古堡废墟可供游人参观。

如果把阿维尼翁比作普罗旺斯的入口，那莱博镇的波城古堡则是这一地区的坚实堡垒。相对较高

的海拔注定了这里在中世纪或者更早时期始终保持着战场利用率第一的纪录。波城古堡的入口处

是波城历史博物馆（Musée dHistoire des Baux），展示城堡当年鼎盛时期的历史资料与文物，站

在城堡顶端，环顾四方，阿尔勒等周边风光尽收眼底，据说北方的地狱谷（Va dEnfer）是触发但

丁撰写《神曲�地狱篇》的地方。现在的城堡只剩下断壁残垣，只有外围建筑尚存。

门票：成人7.6欧元，儿童5.7欧元

电话：04 90 54 55 56

开放时间：夏季09：00-20：30，秋季09：30-18：00，冬季09：30-17：00，春季09：00-18：30

交通：由阿尔勒巴士总站乘前往马赛方向的大巴，在莱博镇站Les Baux下车即可，每天有4班车。

购物推荐：

Mas de la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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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葡萄酒店由一对姐妹经营。姐姐安妮是经济杂志的编辑，妹妹卡罗琳是法国《Vogue》杂志

的编辑。小店是她们的曾祖父创建的，有一百年多年的历史了，19年前曾祖父去世后，她们俩开

始接手管理。从6年前起，她们的玫红葡萄酒就一直在各种品酒大赛上获奖。它美丽的色泽和水果

口味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另外，店铺装修很有中世纪风格，你可以在那里一面欣赏一面品尝葡萄

酒。

地址：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32-24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8:00-19:00 ；周六、周日、节假日09:00-19:00

信用卡：Master/Visa

Chateau d’Estoublon

这座葡萄酒庄的主人是瑞士著名的钟表制作者，他的女婿雷米�卢布负责这里的葡萄酒酿造。这

儿的白葡萄酒含有矿物质，在比赛中得了很多奖。而且从2006年起，就一直保持着优良的品质。

另外，酒庄内还设有方便游客品尝葡萄酒的小酒馆，并且对提前预定的团体开放。

地址：route de Maussane 13990 Fontvieille

电话：04-90-54-64-00

营业时间：10:00-19:00

休息时间：1月1日-1月7日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网址：www.estoub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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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Mas Sainte Berthe

这家酒庄的主人一直参加各种红酒比赛，他一共制作过5个种类的葡萄酒，无论是哪种，评价都很

高。后来，另一位有25年经验的葡萄酒制造者也加入了他的团队，并且在2009年联合酿造出了相

当完美的红葡萄酒。

地址：route départementale 27,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39-01

营业时间：9:00-12:00、14:00-18:30

休息时间：1月1日、12月25日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网址：www.mas-sainte-berthe.com

La Cure Gourmande

Les Baux的观光游览地附近有一家怀旧式的糕点屋，总是很热闹，来这里的客人络绎不绝。店内有

很多地道的糕点和水果糖，特别推荐一种特别的小点，是小船形状的饼干，有柠檬、八角等6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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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非常受欢迎。

地址：rue Porte Mages 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营业时间：4月-9月：9:00-20:00；10月-3月：9:30-17:00

休息时间：无休日

信用卡： Master/Visa

网址：www.la-cure-gourmande.com

Quintessences

这家香皂店门前，常常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原来这店里的肥皂是在粘土里放入液体的原皂，再在8

00°C的高温里烧出来的。除了有洗涤作用外，还有除臭和去死皮功效。25欧元可以买4种。店里

的的香油和橄榄肥皂同样也很受欢迎。

地址：Grand rue Frédéric Mistral 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6-29-25-97-72

营业时间：9:30-18:00

休息时间：无休

信用卡：不可用

Sud Etoffe

在普罗旺斯到处都是小小的手工作坊，我们推荐一家制作靠垫、桌布等商品的小店，这里卖的布

颜色多变，有黄色、橙色、白色等等，都只有在南法的原产地才能看到，所以非常受欢迎。另外

，店里还有特色的蚕丝纺织品，很有南法风味，你可以随意选购自己想要的东西。

地址：rue Neuve 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38-29

营业时间：9:30-19:30

休息时间：1月-4月、11月15日-12月8日

信用卡： Master/Visa

网址：www.sudetoff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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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餐馆推荐：

Ou Ravi Prouvencau

这是一家做普罗旺斯传统菜式的餐厅。其店面是1788年的建筑，里面的装修和布置都是100多年前

的样式，很有氛围。一些法国美食家是这家饭店的常客，可见其味道之好。而且这里白天和晚上

的价格都一样，3道菜差不多34欧元，性价比很高。

地址：34，avenue de la Vallée des Baux 13520 Maussane-lea-Alpilles

电话：04-90-54-31-11

营业时间：12:00-14:30、19:00-21:30

休息时间：周二、周三、11月5日-12月15日

信用卡：Master/Visa

网址：www.ouravi.net

备注：需要预约

Le Café des B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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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es Baux的要塞遗迹中休闲地散散步，走得累了，可以在这家咖啡店稍微休息。因为位于要塞里

面，坐在露台上就可以看到城市风景和大片遗迹。欣赏风景的同时，再品尝品尝店里的餐后甜点

，例如普罗旺斯的红沙拉等，真的是非常惬意的感受。

地址：rue de Trencat 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52-69

营业时间：12:00-15:30

休息时间：不定

信用卡：Master/Visa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住宿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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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iboto de Taven

这家酒店本质上是一个家庭旅馆，但它却能提供酒店式的高质量服务。酒店主人别出心裁地在岩

石挖掘出了一个空间，打造了一个很有品质的套房，另外，客人还可在酒店的拱形餐厅中吃到美

味的菜肴，并且享受到酒店专车接送等服务。

地址：Vallon de la Fontaine 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34-23

传真：04-90-54-38-88

休息时间：1月-3月中旬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riboto-de-taven.fr

Le Prince Noir

小镇有一家叫做城市遗迹的酒店，被城墙包围着，位置绝好。一楼有带客厅的大套房，楼上有3间

以不同宝石命名的客房，不论哪一间都充满了独特的个性。因为想要入住不同的房间，所以这里

的回头客非常多。

地址：rue de Lorme 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39-57

信用卡：不可用

网址：www.leprincenoir.com

Oustau de Baumaniére

这家老旅馆深受毕加索和科克托的青睐。店主是一位有名的厨师，他极富创造性的菜品让美食家

吃了都啧啧称赞。当你在洒满阳光的露台上享用美食时，感受到的是让每个旅者都难忘的美妙南

法时光。吃完饭后，还可以在酒店内的泳池游泳或是在由15世纪私人住宅改建的客厅里休憩。夜

晚，面向着广阔的天空，看着漫天繁星，那一刻，仿佛最好的时间已就此停驻，不再流逝一般。

地址：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电话：04-90-54-33-07

传真：04-90-54-40-46

休息时间：无休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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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oustaudebaumaniere.com

   

11、卡斯特雷特Le Castellet

Le Castellet靠近马赛，是地中海沿岸区域稍稍深入内陆的地方。村庄至今保留着中世纪的模样，中

心是教会和城市，周围被窄街小巷一圈圈的围绕着，有点像蜗牛的形状。在缠绕着爬山虎的小巷

里来来回回地走，会有一种迷路的错觉。小镇上到处都能看到有趣的小店和工作室的招牌，杂货

店一家连着一家。去教会广场的话，一路都能闻到薰衣草的香味。店主们把紫色的薰衣草风干，

分成小份装起来，整齐地挂在窗户上，或是排放在店里。肥皂和精油，蜡烛和小香囊等，也都是

用薰衣草做成的，店主会称好分量放入麻袋里出售。当地人把这些薰衣草制品装入小袋子，放在

枕边或是壁橱里。其中，深受薰衣草爱好者喜爱的高地盛产的珍贵薰衣草，对人有很好的镇静作

用，在这里可以少许地买一些。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在教会附近的喷水池广场，可以看到周围一带的山丘风景。或许还在附近遇到全家一起出来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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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罗旺斯当地人，他们在薰衣草芳香包围的美景里漫步，好像童话故事里出现的幸福场景。

购物推荐：

La Boutique

这里的古董都是从当地人的家里搜集来的，有家具、餐具和布匹、棉质和蕾丝的连衣裙、各种餐

具等等，大都是款式简单的女孩子用的物件。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欧式蕾丝手帕，非常漂亮，

很值得购买。

地址：13,rue de la Poste Le Castellet

电话：06-20-27-73-80

营业时间：14:00-19:00

休息时间：周二、周三

信用卡：Visa

Lavigna

这家小店以经营亚麻和窗帘为主。店主是一个丹麦女人，经常去巴黎采购东西，而且眼光很好，

每次买的东西都很精美，几乎放满了整个店铺。特别推荐下店里的老式布匹和小包，都非常有特

点。

地址：17，rue du Jeu de Paume 83330 Le Castellet

营业时间：6月-8月：10:30-13:00、15:00-19:00；9月-5月：14:00-19:00

休息时间：周一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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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住宿推荐：

Hotel du Castellet

这个酒店伫立在山顶上，景观很好，设有高尔夫场，内部装修典雅豪华，是深受名人们青睐的地

方。而且，这里的厨师被授予MOF（法国最优秀职员章）称号，在酒店的米其林餐厅里可以品尝

到他烹饪的美食。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

地址：RN83001，route des Hauts du Camp 83330 Le Castellet

电话：04-94-98-37-77

传真：04-94-98-37-78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网址：www.hotelducastellet.com

   

12、夏洛特蓝色海岸La Cadière d’Az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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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La Cadière d'Azur位于Le Castellet小镇的隔壁，是个有着浓郁地中海气息的小村庄。在这里生活的

人们充满了热情活力，所以有人把这里称之为“富有活力的土地”，这真是当之无愧。

村庄里有很新的邸宅和大片的葡萄园。其中一块葡萄田，是众所周知的产普罗旺斯高品质葡萄酒

的地方，所以相当引人瞩目。这里还有唯一的一家面包店，非常特别，它的面包是用木柴烤出来

的。现在即使是在法国也很少有用木柴烤面包的店，所以这个店的存在显得非常宝贵。店主每天

很早就开始生火烤面包，还会放入橄榄、核桃和无花果等丰富的配料，香味诱人。这里果子挞、

果仁糖之类的点心也很多，所以不论是小孩还是老人都很喜欢。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在葡萄田的下方有个很好的米其林1星餐厅，到这家店的路上，还能经常看到旧旧的老爷车。虽然

这个村子很小，但是这里的很多特产在南法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当然，最让人难忘的，就是这

里热爱生活的人们了，他们快乐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直感染着游人。

餐馆推荐：

Restaurant Bérard

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贝拉尔，1969年开了这家饭店。普罗旺斯的丘陵地带有很多高层餐厅，而这家

店特别出众。直至今日，饭店的后继者们仍然发挥才干，努力地保持着餐厅的高品质。店里的食

材主要是用从地中海里捕来的鱼贝，或是自家菜园里采摘来的无农药蔬菜等等。其中，香草做出

                                             93 / 13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3&do=album&picid=45843&goto=down#pic_block


�������

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的菜品种类非常丰富，鱼类贝类的味道也很好。

地址：6，rue Gabriel Péri 83740 La Cadière d’Azur

电话：04-94-90-11-43

营业时间：12:00-13:30、19:30-21:00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等

备注：需要预约；四月中旬至十月中旬只在周二晚上营业

网址：www.hotel-berard.com

Au Vieux Four

这是一家村里人每天都会去的面包房。1856年开始用石锅制作面包，每天的凌晨2点就开工，几乎

没有间断过。用自己家产的小麦做的长面包是这里的极品，其他还有橄榄、核桃、无花果等制作

的约20种不同的面包，都很受欢迎。另外，店里的糕点也很不错，甜度刚刚好，有特别的味道。

地址：8，rue Marx Dormony 83740 La Cadière d’Azur

电话：04-94-90-11-59

营业时间：6:00-13:00、16:00-19:00

休息时间：周一

信用卡：不可用

购物推荐：

Les Deux Ateliers Daniela Belfiore Création et Pascal Cessou Artiste Peintre

凭着喜欢缝纫的热情，丹妮拉夫人开了这家布衣店。出售一些葡萄酒的袋子、包包和一些杂物。

店内很干净整洁，商品也是简简单单却让人很喜欢的款式。大都是店主纯手工制作的，包括遮盖

东西的罩子和窗帘。我们特别打听了一下，如果要定做窗帘大约125欧元就够了。

地址：31，rue Marx Dormony 83740 La Cadière d’Azur

电话：04-94-98-23-56

营业时间：9:30-12:00、15:00-19:00

休息时间：周日

信用卡：Visa

住宿推荐：

La Cyp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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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被葡萄田包围的家庭小旅馆，是在马赛经营了32年饭店的莫兰夫妇退休后开的。夫妇俩非常

懂生活，他们在客房里摆放穿着穿着当地民族服饰的人偶，墙壁上贴着孙子的照片。入住这里就

像到朋友家做客一样，很有家庭氛围。

地址：605 chemin de Fantanien,83740 La Cadière d’Azur

电话：04-94-98-64-32

信用卡：不可用

备注：需要预约

Les Marchés du Passé

这里原本一栋中世纪的古建筑，德科4年前把这改建成了一家2层楼的旅馆。里面的每个角落都透

着浪漫的味道，家具、靠垫、餐具等物件，大多数都是淘来的古董。房间面积不是特别大，但布

置得很雅致。旅馆里还有一些不错的小商品出售。

地址：30，rue Marx Dormony 83740 La Cadière d’Azur

电话：04-94-90-24-97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10:00-12:30、16:00-19:30；周日:10:00-12:30

休息时间：周一

信用卡：Master/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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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普罗旺斯行程推荐

薰衣草一日游路线：

阿维尼翁（Avignon）—索尔特（Sault）—鲁西永（Roussillon）—Gordes—Senanque—Fontaine de

Vaucluse—薰衣草博物馆（Musee de la Lavande）

罗马古迹（向日葵）路线：

阿维尼翁（Avignon）—Pont du Gard—尼姆（Nimes）—阿尔勒（Arles）—波城（Les Baux de

Provence）

普罗旺斯四日游：

D1：巴黎—阿维尼翁

上午前往车站，搭乘欧铁前往普罗旺斯大区的阿维尼翁，中午抵达教皇之城阿维尼翁。下午开始

游览阿维尼翁。值得推荐的景点有：阿维尼翁的标志及精神象征的教皇宫殿。收到神的启示而建

造的阿维尼翁断桥，是欧洲中世纪建筑的杰作。由于它是法国民歌《在阿维尼翁桥上》的灵感来

源而令人向往。大桥北侧的圣尼古拉礼拜堂，正殿呈船头形，别具一格。阿维尼翁的城墙建于公

元14世纪，总长5000米的城墙完好无缺，城垛、城塔和城门一如旧观。

D2：阿维尼翁—Sault—高德村—薰衣草博物馆—阿尔勒

今日行程主题为与薰衣草的亲密接触，首先前往Sault，这里是薰衣草的集中地，塞侬克修道院，

这座建于11世纪的中世纪的修道院中陈列着许多薰衣草设计的风景明信片、花香等的小店，在这

里可以看到一大片魅力的薰衣草田。

离开SAULT，转向前往高德村，该村被评为《法国最美丽的村庄》之一，村庄内的房子为就地取

材的白色石造小屋，依山而建，衬着蓝天，景色美极，欧普艺术创世画家瓦沙雷利就因这村庄的

优美环境而完成许多经典画作。

最后一站前往位于考斯特拉的薰衣草博物馆，这里有关薰衣草的科教片，介绍薰衣草的种类、种

植和用途等。可参观各类种植和炼制薰衣草油的器具。

D3：阿尔勒

阿尔勒因道路狭窄交错，景点又比较分散，所以，如果不事先周密计划一番，以提高效率，那么

，有些景点就要错过了。背对车站，沿着bd.Des Lices稍往里走，便是信息局的办事处。从车站到

这里只需15分钟。参观该镇，建议最好先从阿尔勒最大的纪念馆即圆形竞技场（Arene）开始，后

面有古剧院（Theatre antique）。沿面对入口处的rue de la Calade走下去，就走到了共和国广场。广

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塔，塔的对面便是市政厅，还有圣特罗菲姆教堂（Eglise St-Trophime）。教堂回

廊的入口在教堂右侧深处。在由市政厅向罗讷河方向延伸的共和国街周边，有阿尔勒最古老的罗

马遗迹——古罗马市场地下回廊，以及阿拉坦博物馆（Museon

Arlaten）。而展示有史以来到基督教新时代遗迹的古代阿尔勒博物馆（Sites et Musees arlesiens），

则位于信息局的西南，大约要走15分钟。从共和国街到达法兰西街后，再沿着河继续往前走，视

线豁然开朗，原来已经走到了宽阔的罗讷河畔。从这里向右拐，并沿着河再往前走，便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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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废墟的公共浴场——康斯坦丁浴场。继续前行，便又回到了拉马丁广场。这样，整整围着小

镇走了一圈儿。

如果想继续游览这里其它景点的话，还可以到离小镇稍远点的罗马墓地遗迹——阿利斯康（Les Al

yscamps）参观。梵高曾经把这里作为自己写生的场所，屡屡挥笔作画。而如今，这里的风貌几乎

与当年完全一样。此外，与梵高有直接关系的，是根据他的画作而复原的梵高医院，和弗洛姆广

场上的《夜间露天咖啡座》。另外，也不要忘记参观一下离小镇大约3公里的运河上的梵高吊桥（

Pont Van Gogh）。

D4：艾克斯

下午前往艾克斯，这里有“千泉之都”的美誉，各式各样的喷泉散布在艾克斯的每个广场、街角

。除了造型各异的喷泉之外，艾克斯也是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的故乡，一进入艾克斯，即可见

到两排法国梧桐树构成的米哈博林林荫大道，这里是艾克斯的社交中心，特色餐厅、咖啡馆、酒

吧林立，道路南侧是18世纪的豪宅，艾克斯的旧城区位于哈博林荫大道以北，穿过狭小的巷道就

能到达，巷弄里的传统市场、大学、教堂、纪念品店，将整个旧城区妆点的生气盎然，是艾克斯

的主要观光路线，旧城区以市政厅广场为中心，位于广场一角的钟楼，上面有座天文时钟，钟楼

上的雕像代表着四季，而市政厅喷泉则是艾克斯最具有特色的喷泉，由一根罗马石柱所支撑，鼓

着嘴用力喷出水的雕像，营造了生动有趣的形象，每逢假日市政厅广场还会有音乐演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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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普罗旺斯交通

如下网站可以查询法国的火车班次：

http://www.raileurope.cn/rail-products/rail-passes/article/3849?tab=1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europerail.cn/timetable/

   

1、阿维尼翁交通

从巴黎出发：

巴黎有不同的火车站，接连往不同地区的火车，从巴黎要抵达普罗旺斯的火车站是里昂车站（Gar

e de Lyon），搭乘的火车种类是时速高达300公里的法国快速火车TGV。搭乘TGV需要先订位，在

里昂车站的售票柜台预约订位，从火车站外面的大门左侧你会看到“21”号门，进去即是一排售

票柜台，找到上面写着“International”的柜台即可，如果使用联营火车票预约时须出示车票，预

约的费用是54FF，售票员会给你一张登车卡，上面有座位号码卡。

提早30分钟抵达车站找月台从火车站大门进入，可以在中庭看到巨大的时刻表，上面标示时间、

班次、月台，通常会在半小时前显示火车停靠的月台，建议早一点前往熟悉环境，因为月台的安

排很“出乎意料”，而且标示不清楚，一部份的月台在车站中庭，一部份在右侧，两边距离颇远

，加上火车开动时间很精确，如果弄错月台，就不妙了。 

  巴黎到阿维尼翁的TGV每天都有，周一至周五巴黎6：30开，2小时40分钟，约9点到AVGINON 

TGV车站；晚上阿维尼翁有20点后开往巴黎的TGV；周六日的，巴黎过来的车是7点多才有，到阿

维尼翁10点多。这是全世界最快的列车，时速达300公里/小时，若是提前购票，能买到最低为17

欧的特价火车票。不过特价火车票无法退票或更改。

飞机：

阿维尼翁机场Aeroport Avignon-Caumont机场（04 90 81 51

51，http://www.avignon.aeroport.fr/

）位于阿维尼翁东南8公里。4-10月这里有从英国和爱尔兰飞来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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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到市区没有公共交通，需打的，费用约20欧元。24小时出租车叫车电话04 90 82 20 20。

火车：

阿维尼翁有两个火车站，一个叫做Gare TVG

station，位于城外，距离城市有几公里，停靠各国城际快车。另一个叫做Avignon centra

station，在市中心，是以前的老火车站，各式慢车都将在这里停靠。

火车中心站（时间：信息台：周一至周六9am-6：15pm），从Porte de la Republique穿过blvd St-Roc

h街可达。行李存放间（3欧元起；时间：6am-10pm）位于车站出口的左侧。实际寄存半天的话，

需要5-8欧元。

若是到达TVG车站，从车站的北口出来（有一南一北两个出口，北口为主要出口），就能够看到

公车站，去往Central Ville，车票向公车司机购买，价格在2欧左右（从5：30am-10：50pm，每半

小时一班），大约十分钟到达市中心，即公共汽车站（也就是市中心火车站）。

在阿维尼翁乘坐火车可以到达的地方和价格：ARLES （8欧元，火车用时15分钟，而BUS的票一样

，却要55分钟才能到）、马赛（15.5欧元，40分钟）、尼斯（38.8欧元，3小时），还有TGV列车

可以到达巴黎的里昂车站（67欧元，2.5小时）和里昂（29.6欧元，1小时）。可以网上买到优惠的

票：

WWW.VOYAGES-SNCF.COM

WWW.TGV-EUROPE.COM

WWW.IDTGV.FR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halte routiere；Tel：04 90 82 07

35；时间：信息之窗：周一至周五10：15am-1pm及2-6pm）

位于blvd St-Roch火车站即中心火车站出口右侧顺着斜坡而下的建筑物地下室。长途汽车目的地包

括艾克斯市（走高速公路的13.9欧元，1小时，走二级公路的为11.7欧元，11/2小时，每日4-6班，

走二级公路能看到很美的乡村风景。）、马赛（16.4欧元，35分钟，每日一班）和尼斯（27欧元，

每日一班）。

公交：

当地的TCRA（Transports en Commun de la Region

d’Avignon；法语网站www.tcr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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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票每张售价1.1欧元，在车上购买。公共汽车的运行时间是07:00-19:40左右，周日的车

次较少，从08:00-18:00。两个最重要的公共汽车换乘点分别是邮政总局前得Poste车站和Pie广场。

有10张车票的车票薄（9.4欧元）和免费的公共汽车地图，可以在Agence Commerciale TCRA（04 32

74 18 32，av de Lattre de Tassigny，周一至周五08:30-12:30和13:30-18:00）得到。

11路公交车连接着阿维尼翁新城和阿维尼翁，在邮总政局前停车，也经常停老城西侧的Porte de

l’Oulle门附近。

班车（Navette）连接着Gare Avignon TGV火车站与市中心（1.1欧元，10-13粉虫，06:15-23:30，每

半小时一班），使用的公共汽车站为肯尼迪林荫大道（cours President

Kennedy）上邮局前的公共汽车站。

租车：

自行车：

城里的自行车出租处有Provence Bike（04 90 27 92 61，法语网站，52 bd

St-Roch），这里还同时出租轻型摩托车和摩托车。

小汽车和摩托车：

大部分小汽车出租机构都在火车站主楼（main train station

complex）内，或在其附近（并带有明显标志）。

   

2、阿尔勒交通

飞机：

尼姆机场（Nimes

airport）在市中心西北方20公里处的A54公路上。机场与阿尔勒两地之间没有公共交通。网址

http://www.nimes-aeroport.fr/，伦敦，布鲁塞尔有直航机。

火车：

从阿尔勒火车站（信息中心09:00-12:30，14:00-18:00）出发的列车沿途经过的主要站点包括尼姆（

7.2欧元，30分钟）、马赛（12.7欧元，55分钟）和阿维尼翁（6.3欧元，20分钟）。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08 10 00 08 16，24 bd Ge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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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ceau，周一至周五08:30-12:00和14:00-17:30）有包括Telleschi（04 42 28 40 22）在内的多家公

司的汽车，提供往返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公共汽车（10.4欧元，1个半小时）。到尼姆的公共

汽车需要1小时，6.6欧元。

同样有公共汽车从阿尔勒开往卡马格的很多地方，包括滨海圣玛丽（Les Stes-Maries de la

Mer，5.2欧元，1个小时）。

公交：

当地的公交车由Star（08 10 00 08 16，信息中心24 bd Georges Clemenceau，周一至周五08:30-12:00和

14:00-17:30）运营。位于游客中心西侧的Star办公室是主要的公交中心，虽然大多数公共汽车也停

在place Lamartine广场（那里往北走一小段便是火车站）。Star的公交运营时间是从周一-周六06:30-

19:30，周日则是09:30-17:00。单张票价为0.8欧元。除了11条公交车线路外，Star还经营名为Starlets

的免费小型公交，它绕着这座老城的大部分地区行驶，从周一至周六的上午07:10-19:10，每30分钟

发一班。

出租车：

出租车预定电话：04 90 96 90 03。

   

3、艾克斯交通

航空：

由巴黎机场乘机至马赛普罗旺斯国际机场（Marseille-Provence International Airport）仅需1小时15分

钟，从马赛机场有巴士直达艾克斯市区，车程25公里，大约30分钟。每小时1-2班次；从阿维尼翁

前来需要1小时15分钟左右；从阿尔勒则需要2个半小时的时间。

火车：

艾克斯的小型市中心火车站位于维克多�雨果大道的最南端。这里经常有列车开往布里扬松（32.

9欧元，4小时）、Gap（25欧元，2个半小时）和马赛（6.5欧元，50分钟，每天至少18班）。

艾克斯TVG火车站（TGV station-Aix en Provence）距离市中心8公里，市区可乘D9路公交车直达。

TGV火车使艾克斯可以通达法国各地，甚至于欧洲的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科隆、米兰等地

。从艾克斯乘TGV火车到马赛需30分钟，到里昂45分钟，到巴黎约3小时。艾克斯与马赛每天约有

20班快车往返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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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

艾克斯的公共汽车站，从La Rotonde 往西南方步行需要10分钟。这里有很多汽车公司的服务可供

选择，包括开往马赛（4.4欧元，35分钟，每10分钟1班，周一每20分钟一班）、阿尔勒（10欧元，

1小时45分钟，每天5班）、阿维尼翁（10欧元，1小时，从周一到周六每天6班）的汽车。

汽车站到机场和TGV火车站的交通：从早晨5点到晚上23：30之间，游客可乘坐Navette，从艾克斯

的公共汽车站抵达TGV火车站，票价3.9欧元，到马赛普罗旺斯机场7.9欧元，此车为往返汽车。

公交：

城市14条公交线路和3条小型公交线路都由Aix en Bus（04 42 26 37

28，周一至周六08:30-19:00）经营。其信息咨询台在游客中心内。

La Rotonde是主要的公交中心。大部分线路的车一直运行到晚上8点。单张预定车票1.1欧元，10张

票的车票价格是7.7欧元，全日通票为3.5欧元。2路小型公交从火车站出发，一路经过La Rotonde和

Mirabeau林荫道。Diabline电车线路环绕旧艾克斯；打信号使其停下，乘车费是0.5欧元。

出租车：

可以在公共汽车站外找到出租车。如果要叫车，联络Taxi Radio Aixois（04 42 27 71 11）火车Taxi

Mirabeau（04 42 21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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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普罗旺斯住宿

可以登录以下网站查询更多关于普罗旺斯的住宿信息，另外当地的游客信息中心汇集了当地所有

的住宿信息，也可加以利用。

http://www.mangocity.com/

http://www.agoda.com.cn/

http://www.venere.com/

http://www.booking.com/

   

1、阿维尼翁住宿

除以下推荐旅馆，还可点击此网站查找更多阿维尼翁的住宿

http://www.venere.com/zh/france/avignon/。 

Camping Bagatelle

地址：ile de la Barthelasse

电话：04 90 86 30 39

邮箱：camping.bagatelle@wanadoo.fr

价格：带有帐篷和汽车的单/双 旺季11/13欧元

登记入住时间：8am-9pm

这里风景迷人，绿树成荫，露营地点正好在Pont Edouard

Daladier桥以北，距离城墙围绕的老城区850米处。乘坐10路公共汽车到La Barthelasse

站下车。顺着河流即可到达露营地点。

Auberge Bagatelle

地址：ile de la Barthelasse

电话：04 90 85 78 45；

邮箱：auberge.bagatelle@wanado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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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宿舍床位11-11.5欧元，带/不带淋浴的双人间34/26.5欧元

共210张床，与Camping

Bagatelle毗邻，2-8张床位一间的标准间经久耐用。所有费用包含早餐，被单的价格为2.5欧元。

YMCA-UCJG

地址：7 bis Chemin de la Justice

电话：04 90 25 46 20

网址：www.ymca-avignon.com

价格：带脸盆的单/双/三/四 22/28/33/44欧元，带有淋浴和卫生间的单/双/三 33/42/51欧元

这是Villeneuve-les-Avignon常年值得信赖的青年旅舍，不同大小的房间维护得很好。乘坐10路公共

汽车到Pont d^Avignon桥旁的Monteau车站。

   

2、阿尔勒住宿

关于阿尔勒的更多住宿选择，可登陆阿尔勒旅游官方网站的住宿信息：

http://www.tourisme.ville-arles.fr/us/sejourner/hebergement.php

Auberge de Jeunesse 

地址：20 av Marechal forch

电话：04 90 96 18 25

网址：www.fuaj.org

价格：宿含早餐和被单15.2欧元起

营业时间：2月-12月中旬

旅馆有100张床位，多是8张床位一间宿舍房间，距离市中心需步行10分钟。有个晚上11点关闭的

酒吧。

Camping City

地址：67 rte de Crau

电话：04 90 93 08 86

网址：www.camping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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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每处宿营地16欧元

营业时间：4月-9月中旬

这个宿营地略微偏离市中心，离城镇比较近，在通向马赛公路的东南面1.5公里处。附近有几个超

大型超市和游泳池。乘2路公交车到Hermite站下车。

Hotel Arlatan

地址：26 rue du Sauvage

电话：04 90 93 56 66

价格：85-155欧元

网址：www.hotelarlatan.fr

营业时间：1月中旬-2月中旬关闭

这是一家建于15世纪的古老旅馆。有加热游泳池、美丽的花园和装饰着古董家具的豪华房间。这

里浸透着历史，透过大厅的玻璃地板，罗马地基清晰可见，休闲室天花板上还有15世纪的绘画；

这里是个十分上等的选择。

L’Hotel Particulier

这家旅馆在公元十九世纪的时候是市长的私人住宅，里面的古董家具和纺织品是主人自己设计的

。室内是以白色为基调布置的，很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而且，三年前旅馆进行了大翻修，新建

了给住宿者专用的SPA、酒馆和美食餐馆。

地址：4，rue de la Monnaie 13200 Arles

电话：04-90-52-51-40

传真：04-90-96-16-70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hotel-particulier.com

   

3、艾克斯住宿

艾克斯游客中心列出了艾克斯地区及其周围的B&B旅馆和度假小屋。可以通过预定中心（Centrale

de Reservation，04 42 16 11 84，resaix@aixenprovencetourism.com）提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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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斯青年旅馆Auberges de Jenesse d'Aix en Provence

地址：3, Avenue Marcel Pagnol , 13090 Aix en Provence

电话：04 42 20 15 99

价格：宿含早餐和被单17.5-29.5欧元

网址：www.fuaj.org

这个以印象画派大师Paul Cezanne塞尚命名的青年旅馆座于艾克斯城的市郊，与知名的Fontation Va

sarely瓦沙黑利现代美术馆相邻，环境极为优美。有酒吧、网球场、安全自行车棚和大规模夏季烤

肉。乘坐4路公共汽车从La Rotonde站上车到瓦萨雷里站（Vasarely stop）下车。

St-Christophe酒店

地址：2 av. Victor-Hugo

电话： 04 42 26 01 24

客房数：共52 间客房

价格：单间78.2-84.5 欧元；双人间84.5-113欧元

网址：www.hotel-stchristophe.com

旅馆地理位置极佳（游客中心右后方），内部的装修细心而富有艺术性。员工很是乐于助人。提

供免费的无线网络和少许有私人阳台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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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普罗旺斯美食

   

1、食在阿维尼翁

Entree des artistes餐馆

地址：1 pl.des Carmes

电话：04 90 82 46 90

12 月中旬至一月初、八 月中旬至九月初和周末关闭

价格：16/21 欧元

主要提供传统美食 , 服务热情周到 , 富于浓厚的地中海风情。

Le Grand Cafe 餐馆

地址：Cours Maria-Casares , La Manutention

电话：04 90 86 86 77

一月周日和周一 (除七月至八月外)

建议预定

价格：午餐16欧元-27欧元

饭菜在突出普罗旺斯特点的基础上别具匠心。

La Compagnie des comptoirs餐馆

地址：83 r. J-Vernet , Le Cloitre des Arts

电话：04 90 85 99 04

一月第一个星期、11 月中上旬、周日和周一关闭

价格：午餐19 -29欧元

该饭店位于十四世纪的回廊之中。古色古香, 渗透着东方和南方的迷人气息。

Le Moutardier饭店

地址：15 .pl. du Palais-des-P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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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 90 85 34 76

电子邮件：moutardier@wanadoo.fr

一月、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和周三（10 -3月) 关闭

价格：午餐20欧元-30/45欧元

这个十八世纪的饭店向人们供应新鲜、朴素的饭菜。

超市：市中心在共和国大道上有一家（avenue de

republique)，可以买到基本上所有的生活用品，和一些水果，沙拉，面包之类的。

饮食：土耳其烤肉夹馍，4欧元一个，足够一个人吃了（满大街都是）。

中餐：市中心有很多家，有一家叫bagette d’or的越南餐馆比较实惠，3.5欧元打包（有牛肉，鸡肉

，猪肉等，记得要米饭，在那里吃5欧元。

法餐：比较有特色就是教皇宫旁边的一家3星级的叫cristian（整个餐馆被绿色的植物包围着，很容

易找），特色是西红柿。

   

2、食在阿尔勒

梵高咖啡馆Van Gogh Cafe

梵高在1888年创造传世名作《夜间咖啡馆》（café terrace at

night）令阿尔勒小城受益匪浅，位于Place du Forum广场上的这座咖啡馆一百多年几乎没有改变任

何模样，除了它越来越大的名气。咖啡馆早就更名为“梵高咖啡馆”，也成为游客们的最爱，价

格不菲。但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椅上，即使不点咖啡也没有人管，很多游客都是这样坐着欣赏风

景和感受名画中的风情。

La Charcuterie

供应传统当地风味，有著名的阿尔勒红肠和里昂猪蹄。

休息时间：八月中上旬、圣诞节期间、周日和周一（七月除外）及五月周末关闭

地址：51 r. des Arenes

电话：33 04 90965696

人均消费：午餐套餐价格12欧元

La Gueule du l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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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十七世纪的古老餐馆，提供法国南方各种口味的佳肴。

休息时间：一月初至二月中旬、 11月中下旬、周日和周一关闭

地址：39 r. des Arenes

电话：33 04 90969669

人均消费：25欧元

   

3、食在艾克斯

Les Deux Garcons

靠近大道尽头的咖啡馆——Les Deux Garcons，从1792年开业至今，内部装修极有时代风格，接待

了无数的艺术家和学者，是旅游指南上推荐之所，中午的套餐20欧之内，可选前餐加主菜，或者

主菜加甜点。要说明的是，这家咖啡馆的饮料真是暴贵，一杯奶昔要7.8欧。

Vieille Auberge

富有乡村气息的餐厅，饭菜可口，极具风味。

地址：63 r. Espariat

电话：33 04 42271741

价格：午饭14.94-22.11欧元；晚餐33.54欧元

Le Poivre d'Ane

当地人经常光顾的饭店，工作人员热情, 饭菜多选自当地市场上的新鲜菜蔬和食品，需提前预定。

地址：7 r. de la Couronne

电话：33 04 42934556

价格：午饭15.24 -25.15欧元

Maison L. Bechard

这里的女侍者都身着白色围裙, 摆放的美食精美可口。两大特色食品是小杏仁蛋糕和小

脆饼（榛子由精细面粉包裹）。

地址：12 cours Mirabeau

电话：33 04 42260678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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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购物：把普罗旺斯带回家

   

1、普罗旺斯特产

葡萄酒：

艾克斯是普罗旺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当年梵�高在这儿不仅留下了他的许多不朽作品，还留下

了一句至今都被普罗旺斯人引为经典的话，“薰衣草是普罗旺斯美丽的衣衫，而葡萄酒才是普罗

旺斯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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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出品优质葡萄美酒，其中20%为高级和顶级酒种。由于地中海阳光充足，普罗旺斯的葡萄含

有较多的糖分，这些糖转变为酒精，使普罗旺斯的酒精度比北方的酒高出2度。略带橙黄色的干桃

红酒最具有特色。常见的红酒有：Cotes de Provence，CoteauxdAixen -Provence，Bandol。

白酒（Alcools）：

随处可见的传统茴香酒，还有世界闻名的Ricard。

甜点：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小杏仁蛋糕、阿普特（Apt）、吕贝龙（Luberon）和

苏（Sault）的蜂蜜，Carpentras的水果香糖，马赛（Marseille）的脆饼和圣腊节船形的传统饼干，

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的橘花烤饼，Allauch和苏（Sault）的果仁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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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品：

印花棉布是普罗旺斯居家装潢的必备品之一，在各地集市、闹区、艺品店中都可买到；布品上鲜

明的图纹洋溢着普罗旺斯的热情风格，用途从床上、餐桌，到柜面、墙面⋯⋯到处都能使用。棉

布颜色鲜艳、图样繁复的特性，多传承自传统布品的产地——尼姆及阿尔勒两区。不过，现今所

见的布品就不一定是此地所产的了，多半是东南亚、北非各地所制作的。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芳香产品：

熏衣草等香料植物可以说是普罗旺斯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了，它们的高经济价值在于可提炼

成精油，并做成各种芳香产品。普罗旺斯的上阿尔卑斯省聚集了规模最大的熏衣草田。每年七八

月份为盛开采摘季节，熏衣草花提炼成精油后，便能制成多样芳香产品如香水、熏香、乳液、按

摩油、沐浴用品等；其中朵昂思（DURANCE）便是普罗旺斯当地的知名品牌。而干燥后的熏衣

草混合精油后，拥有持久不散的香味，拿来缝制成香包、香枕或直接摆放当成饰品，这些都是普

罗旺斯常见的居家芳香用品。

马赛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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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新鲜、温和、多样功效成为人们青睐它的主要原因。为了保持肥皂的天然温和，用植物

油（橄榄油、棕榈油）代替动物脂肪来制作肥皂。通过精心采摘的橄榄林、薰衣草和其他多种独

特的植物，通过麻碎器和搅拌机使这些成分更加柔软和舒适，易于渗透，然后在混合器中让各种

成分（各种油、植物如薰衣草）更充分的结合，最后手工浇铸、打标、修饰即成。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香料Herbes：

普罗旺斯由于气候干热，香草植物得以在这里尽情地生长，气味也特别浓郁；于是，普罗旺斯菜

肴便具有善用香料添味的这项传统特色。最常见的，就是利用胡椒粒、罗勒、迷迭香、薄荷、百

里香⋯⋯这些香料植物，佐入烘烤的肉品中，不但可以去除原有肉质的腥味，更增添几分独特的

馨香，调和出自然不做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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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

作为地中海特产的橄榄，当然少不了生长在普罗旺斯这块沃土；只不过在善用香料与腌渍的手法

下，还多了鲜明的普罗旺斯特色。在可拌色拉、可烹炒的橄榄油中，浸入各种新鲜香草，即为香

味非凡的调味油，其可运用的范围更广；而将橄榄用各味香料腌渍甚至研磨的腌橄榄、橄榄酱等

，配上法国面包，就成了下午茶或餐前的最佳点心。

松露：

产于普罗旺斯山区的松露，更是法国菜肴中高级稀少的珍馐，昂贵的价格也为其博得了“黑色黄

金”之名。

知了饰品：

知了是PORVENCE的守护神，有些在LAVANDE香精里浸过，一直散发的LAVANDE的味道，可

以用来熏香，也可以装饰。

旅人提示：薰衣草精油分两种，只有薰衣草精油（HUILE ESSENTIELLE DE

LAVANDE）有药用价值，而杂交薰衣草精油（HUILE ESSENTIELLE DE

LAVADIN）只可用来薰香。区别在于最后一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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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2、购物地点推荐

1）阿维尼翁

Comtesse du Barry（04 90 82 62 92,25 rue

St-Agricol）出售大量美味的甜食，比如上好的葡萄酒和鹅肝酱。

Oliviers & Co（04 90 86 18 41,19 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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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ricol）有上好的橄榄油和用橄榄油制成的产品，比如香皂、护手霜和饼干。

2）阿尔勒 

阿尔勒集市(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周六的早市（bd Georges Clemenceau和bd des Lices）沿着主林荫道延伸，出售浓味奶酪、卡马格的

食盐、橄榄油和牛肉肠，可以去逛逛。周三，bdEmile

Combes大道（在竞技场东边）的周围会摆起货摊。

可以从Monoprix（place Lamartine，周一至周六08:30-19:30）选购杂货。

阿尔勒土生土长的时尚设计师Christian Lacroix（52 rue de la

Republique）经营着第一家女装精品店，隔壁就是Puyricard（54 rue de la

Republique），出售精美可口的普罗旺斯巧克力。

3）艾克斯

艾克斯别致的商店簇拥在Marius Reinaud

步行街两旁，甚至从那里一直向前走就到勒凡尔登广场上的Palais de

Justice宫，雅致的女装店也为Miraveau林荫道增色不少。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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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Richelme广场都会立起搁板桌，开设农产品市场，摆上橄榄、羊奶干酪、熏衣草花、

蜂蜜、桃甜瓜和其他沐浴阳光的产品。另一个食品市场（place des Precheurs）在周二、周四和周

六的早上开放。周日早晨的花卉市场上，各色花卉不满了Precheurs广场和市政厅广场。在凡尔登

广场的跳蚤市场（flea

market）上，还恶意找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跳蚤市场每周二、四、六有。 

艾克斯集市(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La Victoire

18世纪，源于印度的花纹图案开始在普罗旺斯流行，在艾克斯现在还能找到这种传统工艺的布艺

专卖店。这家始于1977年的店铺里，有250多种布料，价格很公道，大约每米9欧元。店里还出售

美丽的餐垫和桌布，还可以在这里挑选到独具品味的窗帘。

地址：34，rue Vauvenargues 13100 Aix-en-Provence

电话：04 42 23 14 36

营业时间：6 -8月：10:00-12:30、14:30-18:00，9-5月：9:15-12:30、14:00-19:00

休息时间：节假日、5月-9月的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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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Master/Visa等

网址：www.tissus-la-victoire.com

Les Marches du Palais

在米拉波大道的出口处，有许多经营家具等大件商品的古董店和小杂货店。我们推荐的这家店，

店员对待顾客十分礼貌而友好。店里摆放了各式烧制的盘子、版画和与水彩画，这些东西大多十

分便于携带，非常适合作为旅途的纪念品。

地址：1,rue Chastel 13100 Aix-en-Provence

电话：04 42 38 06 55、06 16 08 81 49

营业时间：周一、周三、周五15:00-18:30（需要电话预约），周二、周四、周六：10:30-12:30、15:

00-18:30

休息时间：周日、节假日

信用卡：不可用

Place aux Huiles

橄榄的各式加工品无疑是普罗旺斯的一大特色。其中，橄榄油是这些年卖得最好的。这里有一款

很受好评的橄榄油，曾获得过食品奖和五月热销品。普罗旺斯还有许多特产，比如浴盐、香草、

果酱等，这家店里都能一一找到。此外，普罗旺斯手工制作的精油香皂也在这里能买到。

地址：14，rue Gaston de Saporta 13100 Aix-en-provence

电话：04 42 96 21 28

营业时间：10:00-13:00、14:00-19:00

休息时间：周日

信用卡：Master/Visa等

Souleo

来到南法，那么必定要买一件普罗旺斯陶制品。推荐这家叫作Souleo的商店，Souleo的意思是“太

阳”，正如其名，专卖店里面陶制品的颜色也很鲜艳。由于这项工艺的年代久远，如今很多旧工

坊已经关门了。幸运的是，虽然这家店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店里的工匠们仍正在专心地在

陶制品上作着画，制作工艺与程序几乎保持着原汁原味，就连设计风格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地址：6bis,rue Aude 13100 Aix-en-Provence

电话：04 42 93 0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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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14:00-19:00；周二、周六：9:30-19:00

休息时间：周日、节假日

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Master/Visa

网址：www.souleo-provence.com

Marches des Percevable et Antiquites 

艾克斯跳蚤市场(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这里的跳蚤市场，不仅销售古董，也有许多杂货。在市场上可以买到马赛肥皂、烧制餐具等，若

耐心寻找，还可以淘到很多宝物。由于平时的摊铺相对较少，所以打算来跳蚤市场淘宝的游客，

可以在周六来逛逛。

营业时间：周二、周四、周六的8点-13点

Marches des Fruits et Legumes

在普罗旺斯的蔬菜水果市场上，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奶酪、萨拉米、香料和薰衣草。摊铺

也是一家紧挨着一家，各色商品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游客在购买前，都可以随意试吃。和跳蚤

市场一样，推荐游客周六来逛，到时商品的种类会更多更全。另外，在市政厅前的广场，每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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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蔬菜水果出售。

营业时间：周二、周四、周六的8点-13点

Marches des Fleurs

热衷于装饰家居的普罗旺斯人，在买食品材料的同时，也不忘记买一些花，除了装饰也可以作为

礼物送家人朋友。这里是看当地人生活的最好地方。

营业时间：周二、周四、周六的8: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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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普罗旺斯节日

1、阿维尼翁艺术节

阿维尼翁艺术节历史悠久。艺术节于1947年诞生于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由戏剧人让�维拉创

立。在六十四年间，阿维尼翁艺术节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艺术节，也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艺术节之一，经常与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相提并论。事实上，阿维尼翁艺术节由IN和OFF两个部

分组成。

IN是成立于1947年的官方艺术节。而OFF则是自1963年以来自发形成的，于每年7月初-8月初举行

，为期三周。IN艺术节的艺术指导方向由雅尔琼波（Hortense Archambaud）和波德瑞尔（Vincent 

Baudrillard）两位艺术总监决定。他们每年选择40余部节目，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创作的作品，在被

世界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教皇宫殿院子改建而成的享有盛名的露天剧场演出。门票价

格约为25欧元，从6月中旬起便可提前预定。可以从Bureau du Festival（04 90 27 66 50，Espace

St-Louis，20rue du Portail

Boquier）获取更多信息。关于阿维尼翁艺术节IN单元，可登陆：www.festival-avignon.com。

OFF艺术节是艺术家和剧团之间自发达成的约定的成果，2011年有950家剧团的艺术家参加。这些

街头表演活跃了艺术节参与者白天和夜晚的生活！一张Carte Public Adherent（14欧元）可以在所

有正式演出的节目上给你30%的折扣（打折前每张约15欧元）。关于阿维尼翁艺术节OFF单元，可

登陆：www.avignonleoff.com。

2、阿尔勒斗牛和赛马会

阿尔勒的斗牛比赛或卡马尔格赛马非常有名。大型赛马会一般每年初春开始，最著名的是七月初

举行的“金绶带”（LaCocarde

d'or）比赛和在十月份、每两年一次与尼姆（Nimes）轮流举办的“冠军赛”（La finale du

Trophee）。

3、尼姆奔牛节和斗牛节

奔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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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奔牛节一般是在春季和夏季的主保圣人节期间举办，每天晚上日落凉爽时分，小城内就会响起一

片沸腾的奔跑和尖叫声了。在地理位置上，尼姆接近意大利和西班牙，所以它有意大利的建筑，

也有西班牙的风俗。奔牛节是西班牙潘普洛纳的传统节日，年轻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与斗牛同奔

，体验惊险和刺激。但是在法国南部城市举办的奔牛活动都相对安全得多。在尼姆看奔牛，尽管

可以对自身的安全放下心来，因为组织者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避免发生意外：首先把公牛

的牛角用布缠裹，即使公牛角顶到奔跑的人，也不至一下子刺伤人的身体；另外公牛奔跑的区域

也事先用栅栏围挡，不会发生公牛冲到游客中间的情况；参加奔牛的小伙子们也是在牛群后奔跑

，而不是跑在牛前面。

斗牛节

19世纪后半叶，尼姆就开始举办斗牛节了。最让尼姆人引以为豪的还是圣灵降临节时举办的斗牛

节。每年夏天，斗牛节都会吸引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尼姆。尼姆人对于公牛的狂热居高不下，谁

也说不清这个小城中到底有多少个斗牛俱乐部。但是人们来到尼姆并非仅仅为了看公牛，最主要

的还是来享受节日的氛围，品尝美味的茴香酒、普罗旺斯美食，聆听动人的音乐，观赏大街小巷

里的节庆活动。每年的斗牛节都是以盛大的游行活动拉开序幕的。队伍的开端是表演歌舞的演员

们，他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载歌载舞，欢快地走去。接下来是霓虹闪亮的花车，然后是一拨又一拨

演奏音乐的队伍。这条欢乐的长蛇在尼姆的街道上蜿蜒而行，最后走向城中的古罗马角斗场。

                                           122 / 13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9&do=album&picid=45777&goto=down#pic_block


�������

普罗旺斯：紫色浪漫
  

十六、普罗旺斯旅游关键词

1、书籍

《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之马赛》和《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之艾克斯》，作者：M.F.K. 费雪（Mary

Frances Kennedy Fisher，1908-1992）。当初，彼得�梅尔深受费雪女士《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的

影响，才产生到普罗旺斯居住、写作的冲动。他跟英国《独立报》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

生。”

《普罗旺斯的一年》作者：彼得�梅尔，主要作品有旅游散文《普罗旺斯的一年》、《永远的普

罗旺斯》、《重返普罗旺斯》，小说《茴香酒店》和《追踪塞尚》，时节尚读物《品位》和美食

散文集《吃懂法兰西》等。《一只狗的生活意见》是他第一部关于狗儿仔仔的作品。目前他和妻

子及两只爱犬隐居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 

《一头猪在普罗旺斯》作者：（美）乔治妮�布伦南。本书不但是一幅关于法国饮食文化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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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更是忙碌生活中的一个明媚角落，用美食教会你领悟生活，善待自己，感恩于自然的慷慨。

《在普罗旺斯闻香：45座普罗旺斯最美的古镇》本书是中国第一本集中介绍普罗旺斯古镇的旅游

指南，搜罗详细旅游资讯，汇集了400余幅美妙得使人眩晕的彩色照片，为出行和全面了解普罗旺

斯古镇提供了最着眼的参考。

《餐桌上的普罗旺斯》作者：（法）乔鹿，本书从一位中国友人到普罗旺斯拜访作者开始、记录

了十二个月来乔鹿带着友人发现和探索普罗旺斯当地风俗民情与各式地中海料理的故事。

《在普罗旺斯的阳光下》作者：扫舍。此书娇柔而不做作，文艺而不小资。文字流畅，没有华丽

的字句，但是娓娓道来，读着舒服。

2、名人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厌倦巴黎的

生活后，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

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

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挤身于全球最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1890年7月29日

，梵高终因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美丽的法国瓦兹河畔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是年37岁。 

保罗�高更笔下的梵高和向日葵

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

于法国南方尼姆城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在小学里担任监学，独自谋生

。一生的主要作品有《女恋人》（1858）、《磨坊书简》、《月曜日故事集》（187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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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

，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从19世纪末

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西方现代画家称他为“现代艺术之父”或“

现代绘画之父”。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不少思路，其独特的主观

色彩大大区别于强调客观色彩感觉的大部分画家。

3、电影

电影《屋顶上的骑兵》，由法国作家吉欧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意大利革命青年安杰罗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一段传奇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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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旅人提示

1、普罗旺斯各地旅游局咨询电话

亚维农观光局（Avignon）

地址：41，cours Jean Jaures

电话：04-90-82-65

传真：04-90-82-95-0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3：00，14：00－19：00；周六9：00－13：00，14：00－17：00；

节假日10：00－19：00

艾克斯（Aix-en-Provence）观光局

地址：2，Pl. du General de Gaulle

电话：04-42-16-11-61

传真：04-42-16-11-62

工作时间：7－8月8：30－22：00；5－6月＆9月8：30－20：00；10－4月，8：30－19：00

马赛（Marseille）观光局

地址：4，La Canebiere

电话：04-91-13-89-00

传真：04-91-13-89-20

工作时间：7－8月9：00－18：00；10－6月周一至周六9：00－19：00，周日10：00－17：00

坎城游客中心

地址：Palais des Festivals-1,La Croisette 06400 Cannes

电话：04-93-39-24-53、04-93-39-01-01

传真：04-92-99-84-23

网址：www.cannes-on-line.com

尼斯（Nice）蔚蓝海岸观光局

地址：Av. Thiers

电话：04-93-87-07-07

传真：04-93-16-85-16

工作时间：6月15日－8月15日8：00－20：00；9月16日－6月14日，8：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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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斯的集市

2、多利用当地安排的一日游行程

在普罗旺斯，要想探访真正的特色小城和大片大片的薰衣草花田，大旅游车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可在旅行社选择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到五日游、八日游等。价格也在40欧元—1000欧元不等

。还可提供乡村野餐，租车自驾，小镇赶集等业务。

虽然交通设施堪称完善，但较偏远的山区班次不多，而且法国人“奇怪“的设计有时会让你摸不

着头绪，例如：巴士与渡轮都没有公家经营，全由各个不同的私人企业拥有，所以巴士外型都有

些差距，常常看起来像是旅行社包租的大型豪华冷气车。或者，明明停泊在同一个码头，抵达同

一地点的渡轮也有不同的外型与运费，为了避免弄错你可以报名当地旅行社或旅客服务中心安排

的半日游或一日游，才可能深入真正普罗旺斯纯朴迷人的山区，下榻的旅馆或旅客服务中心可以

索取相关资讯。

3、自助旅人尽量避免过重的行李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你带着大包小包在普罗旺斯赶火车、挤巴士、找路，肯定让你叫苦连天

。法国人浪漫、爱好自由的天性在大众设施上的表现就是散漫，多数的火车站没有电动手扶梯、

升降梯，寄物柜习惯性故障，标示没有英文，路人不会说英文，只有轻装便捷可以让你自游自在

。

4、认得Pieton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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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道路上的标示是给车子看的，不是给人看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看到巨大的标示着Ville、Gar

e等，你就以为下一个城镇或车站即在近处，那保证你会走到虚脱，这些标示全是指引开车族的，

据说法国人自己开车相当普遍，所有的交通设备都以开车族为考量重心，所以，找路时你一定要

知道Pieton为行人之意，例如：Pieton Gare为行人设立往车站的近路、Pieton

Entree行人的路口、只有Pietons一个字，表示此处危险，请勿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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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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