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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Buon giorno! 你好，早晨好！        Buona serra 你好，晚上好！
Buona notte 晚安    Ciao 你好(不分时间)
Arrivederci 再见    Ciao bella! 美女 你好！
Salute 保重     Prego 不客气
Mi scusi 抱歉     Non fa niente 没关系
Aiuto! 救命！     Grazie 谢谢！
Quanto  costa......? ......多少钱？     Dov'è il bagno? 厕所在哪？
Come si dice questo?  这个叫什么？

目录
P1   ⋯⋯ 网友忠告 语言帮助
              地区速写 
P2   ⋯⋯ 当地人的生活 路线 交通
              实用信息 托斯卡纳地图  
P3   ⋯⋯ 购物 住宿 比萨
P4   ⋯⋯ 比萨 比萨地图
P5   ⋯⋯ 比萨 卢卡
P6   ⋯⋯ 卢卡 卢卡地图

地区・DISTRICT

TUSCANY 托斯卡纳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装
订
线

网友忠告
★ 如果计划来托斯卡纳(意大利语：Toscana)旅行，最好提前对文
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因为这里的蕴含的历史太过
厚重，单纯几天的游览是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目。

★ 来托斯卡纳旅行重要是欣赏这里无与伦比的自然和文化景致，如
果想看现代都市的繁华或者高楼大厦千万别来这里，不然你会非常失
望的。

★ 托斯卡纳大区的各个小城最好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因为大区内的
大部分城市都通火车，而且非常快捷和方便，如果能租车自驾当然更
好，可以领略特有的丘陵地区风貌和无敌的海边美景。

★ 在夏季来这里旅行防晒霜是必不可少的，最好不要使用遮阳伞，
因为这里没有人用它。而秋冬季来这里旅行最好要备雨伞，秋冬季这
里的室外气温很低，并且阴雨连绵不绝，在圣诞前后阿诺河水量最
大，有时还会有水灾。

★ 参观教堂要注意着装，上衣都要过肩，裙裤都要过膝，否则会被
拒绝进入。在教堂内祈祷或者点蜡烛后，最好给点香火钱，这不是必
须的，但是出于礼貌，多少捐一些，硬币就行。而且在教堂内一定不
要高声喧哗。 

★ 意大利的旅店和餐厅室内都是不允许吸烟的，而且意大利的香烟
售价很高，一般一包20支装的普通香烟大约在5欧左右。所以各位烟
民去意大利一定要注意，如果吃饭时候想抽烟，只能到门口抽烟，或
者就干脆戒烟。

★ 在咖啡店喝咖啡是意大利人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意大利
人习惯站着喝咖啡，如果想坐在咖啡店外面的椅子上慢慢品咖啡要额
外付费。这一定要提前向服务员询问好，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 意大利人支付小费的习惯没有美国人那么重，在比较高档的酒店或
者咖啡店，要支付2欧左右的小费，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并不强制。

作者：托托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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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速写
托斯卡纳大区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意大利20个行政大区之一，经济
比较发达，历史、自然、文化资源都非常丰富从美国电影《托斯卡
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在国内受到热捧后，很多人都
慕名前往那里，寻找那一份久违的宁静。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大区
的首府，也是游客认识托斯卡纳的第一站，但却往往不是唯一一
站。很多托斯卡纳小城的魅力和名声丝毫不逊于佛罗伦萨。这里主
要介绍一下比萨(Pisa)、卢卡(Lucca)、维亚雷焦(Viareggio)、锡耶
纳(Siena)和圣吉米亚诺(San Gimignano)，这几个中国人比较熟
悉，而且交通比较便利的“小众”景点。

其实托斯卡纳大区的魅力小城远远不止这几个，还有达芬奇的故乡
芬奇(Vinci)，世外小城沃尔特拉(Volterra)，被古堡环绕着的城市格
罗塞托(Grosetto)，号称小威尼斯的利沃那(Livorno)和曾经关押拿破
仑的小岛埃尔巴岛(Isola d'Elba)，锡耶纳旁边被称为文艺复兴活化石
的皮恩扎(Pienza)，以及托斯卡纳典型丘陵地貌的奥尔恰谷(Val 
d'Orcia)等等，这些城市和地区有些在偏僻山区，有些不通火车，所
以想要在托斯卡纳深度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静下心，花上
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品味。

★ Tips：托斯卡纳旅游局
想要更多的了解托斯卡纳大区的旅游信息、节日活动以及景点介绍
可以参考托斯卡纳旅游局的官网网站：www.turismo.intoscan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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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路线
以佛罗伦萨为中心，比萨、卢卡、维亚雷焦、锡耶纳和圣吉米亚诺这
5个城市，基本可以分为2条线路：

第一条线路是比萨、卢卡和维亚雷焦。这三个城市都不大，每个城市
的游览时间半天就足够了，所以游览这条线路大约要1天半的时间。
当然可以省去其中任意一个城市，以节约半天的时间。推荐清晨从佛
罗伦萨出发前往比萨，因为上午游客和登斜塔的人不多，中午过后前
往维亚雷焦，享受一下那里午后温暖的阳光和热闹的海边街市，并夜
宿在那里。第二天清晨前往卢卡，中午左右回到佛罗伦萨。虽然一天
半游览三个地方是最快的方式，但并不很推荐这样赶场，如果时间充
裕可以多停留一段时间感受这里的美丽。

第二条线路是锡耶纳和圣吉米亚诺一线。这两个城市很近，圣吉米亚
诺更像是锡耶纳的卫星城，比锡耶纳也小了很多，一天可以游览完这
两个城市。如果你想细细品味，住在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里面都不错。

如果你想过隐居的生活，那就找个更小的村庄，租上一个月的房子，
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当地人的生活
托斯卡纳大区的本地居民是很传统的意大利人，也保持的传统的意大
利式的生活习惯，他们习惯慢节奏的生活，超市、杂货店甚至很多饭
店都是周末休息。这里的居民很少为生计去外省打工，大多人都是延
续着祖祖辈辈的习惯，住居在本地。他们喜欢周末晚上去酒吧消遣，
喜欢夏季在海边享受阳光，还喜欢冬季在山区里滑雪。

实用信息
★ 电话
如果在意大利旅行时间较长，可以办一张意大利的手机卡，在佛罗伦

萨遍布着许多Wind、Tim、Vodafone的专营店，进去只需用护照

买一张SIM卡就行，这三个公司的网络信号都很好，接听都是免费，

拨打中国电话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Wind公司有一项Call my 

country的业务，拨打中国只要0.02欧/分钟。充值可以在任意一个
Tabacchi烟草店里购买充值卡。当然还有在华人商店中可以买到中

国人经营的天天电讯，价格便宜但是信号稍差。 

★ 邮局
这些小城虽小，却是有非常完善的通讯及邮递网络，一般来说在火车

站附近就有意大利邮政的办公室、银行或者外币兑换处和游客信息中

心。如果要寄信还可以选择在街头巷尾的红色和绿色相间的信箱，投

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本地和外埠区分开。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游客来

说，游览这些城市的时间有限，所以可以买些当地的明信片然后拿到
佛罗伦萨或者其他大城市一起寄。

★ Tips：常见标识
Tabacchi - 烟草店：在这里不仅仅有香烟，还有邮票、
明信片、印花税票、车票甚至彩票等等有用好玩的东东。

Farmacia - 药店：意大利的药店标志都是一样的，这
里的非处方药可以随时购买，但是处方药必须有医生开的
处方才行。

★ 货币帮助
这些小城市的外币兑换并不是非常方便，尤其是用人民币兑换欧

元。所以一定要提前把现金或者信用卡准备好，以防止出现不必要

的麻烦。

★ 网络

虽然他们的邮政业务发达，但是无线网络覆盖却不是很全面，在很
多小城的公共场所都没有无线网络（如果你有时间上网的话），如
果迫切需要上网可以去一些带有网络的酒吧或者咖啡厅，有些是要
收费的，有些则是在小店消费后则免费上网，这要在酒吧门口看好
是否有WIFI标志。

交通 
机场：托斯卡纳最重要的机场是比萨伽利略机场(PSA)，详情见比萨
章节。

火车：火车是各城市之间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从佛罗伦萨到比萨、
锡耶纳车票只要几欧。详情参见意铁官网：www.trenitalia.com。

大巴：在大区内旅行还可以乘坐大巴，几家比较大的巴士公司运营

http://www.trenitalia.com
http://www.trenitalia.com


P 3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住宿 
比萨、卢卡、锡耶纳等等小城离佛罗伦萨都很近，这里的火车也很
多，所以一般来说可以把笨重的行李放在佛罗伦萨的旅店里，轻装上
阵，按照上面的路线早晨出发晚上回到佛罗伦萨，这样就不用在这些
小城住宿。

如果是自驾或者打算在托斯卡纳多待一段时间，就必然要找一个合适的
旅店了，托斯卡纳的海边或者乡间有非常多的旅馆是专门来接待长时间
度假或者久住的旅客，这些旅店往往远离市区，只有自驾才能到达。

★ Tips：度假旅店推荐
推荐两家非常受意大利人欢迎的度假型家庭旅店：
Casa Cecchi
它位于锡耶纳和圣吉米亚诺之间的Palio小镇，由一座历史悠久的别
墅改造而成，外表看非常古朴但是里面的装潢却非常豪华，而且带有
私家小花园，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价格也不算贵，旺季预定大约要
110欧左右/间。

具体的房型和价格请参考他们的网站：
www.casacecchisiena.it 
地址：Strada d'Istieto 71
电话：0039-0577-378426
邮箱：info@casacecchisiena.it

Affittacamere Villino Ermione
是比萨一家由双层别墅改造成的现代化家庭旅店。距离海边不过百
米，且价格适中，在旅店里还可以自己做饭。根据房型不一样大约在
70欧左右/间。

地址：Via F. Barbolani 22号， Marina di Pisa比萨海边
电话：0039-338-1372085
邮箱：info@villinoermione.it
www.villinoermione.it

在比萨海边也有很多度假旅店，这些旅店往往只提供长租，租住时间
越长价格越便宜，冬季停止营业，一般过了复活节才开始营业，6-9
月是传统的旅游旺季，其他时间为淡季价格有优惠。

购物 
来这些小城买奢侈品或者服装箱包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这里每一个
小城最有名的是当地的特产，比如手工艺品、大理石摆件、葡萄酒、
橄榄油、奶酪和意大利面等等。

作者推荐

          着佛罗伦萨周边城市和意大利主要大城市之间的线路。SITA
         公司是隶属于意铁下面的规模较大的巴士公司，分公司遍布意
大利各地，SITA的车站就在佛罗伦萨S.M.N火车站旁边，非常方便寻
找。如果想乘坐大巴从佛罗伦萨到锡耶纳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网站的时
刻表：
www.sienaweb.it/territorio/trasporti/rapida.htm

比萨 Pisa 
比萨是一座古老的城邦，座落于阿诺河下游靠近入海口的地方。曾
经的比萨是一座强盛的国家，凭借强大的海军力量比肩佛罗伦萨和
锡耶纳，但是随着阿诺河河道淤塞，海军势力越来越薄弱，最后沦
为佛罗伦萨的附属城邦。尽管比萨强大的时间短暂，但仍为人类留
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罗曼建筑的代表作品比萨大教堂
连同旁边更有名的比萨斜塔、洗礼堂
和墓园所组成的奇迹广场是世界文化
遗产；这里还是伽利略的家乡，费米
也曾经在这里求学，这里有拿破仑按
照巴黎高师而照搬过来的比萨高等师
范学院，是意大利一流的高等专业学
府。中桥是比萨的中心，是比萨最重
要的地标性建筑，旁边的广场历经二
战的洗礼至今仍然存在，这里还是当
地人休息、聚会的聚集地，每到周末
的傍晚，附近的居民都会携家带口来
这里的酒吧喝两杯，好不惬意。

沿着阿诺河往下坐车大约20分钟就到了比萨海边，这里是比萨人纳
凉消暑的好去处，这里没有沙滩，但是防波堤内的海水却出奇的安
静，而且很浅很清澈。回到比萨城，比萨城很小，注册人口不到10
万，步行从火车站到市中心的中桥只需要15分钟，走到斜塔也不过
30分钟而已。所以游览比萨最好的方法是步行，当然你前提是把行
李放在旅店，轻装上阵。

★ 景点

奇迹广场 Piazza dei Miracoli 见地图B标识 
奇迹广场是很多游客游览比萨的唯一目的，它位于比萨城的西北
角，广场包含了比萨大教堂、洗礼堂、比萨斜塔和墓园。比萨大教
堂是罗曼建筑的代表作品，始建于公元12世纪，后被大火焚毁后重
新整修并扩建。至今仍能看到整修之后和之前大理石风格有所不
同。最有艺术价值的是曾经大教堂的正门，如今已经被移至教堂后
面成为侧门。大教堂正对面是近似圆柱形的圣若望洗礼堂
(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里面有旋转楼梯可以爬到中部。

在大教堂的斜后方则是著名的比萨斜塔(Torre di Pisa) 见地图B标
识 ，比萨斜塔本身是作为大教堂的钟楼而修建的，至今顶部仍有
大钟。斜塔的历史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关于它的修缮则一直持续
到今，据专家说现在斜塔的倾斜角度属于可控范围之内，而且将保
持稳定。在斜塔下面有英文、意大利文、法文、西文、日文和中文
的介绍斜塔修缮的文字。在大教堂的另一侧，大墙之内则是墓园。
这里曾经是公墓，现在则改造成为博物馆，新的公墓比邻墓园在围
墙外面。虽说是墓园，里面也不乏雕塑精品。奇迹广场内有3大片草
坪，其中靠近城门的一片是可以供游人休息的，而里面的两片草坪
则不能被踏入，广场另一侧是一排小商店，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小
吃。
地址：Piazza dell'Arcivescovadl 8号
到达方式：可以步行来到奇迹广场，也可以从火车站乘坐LAM 
Rossa在Torre站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1月，2月，11月和12月 9:00-16:30
               3月和10月 9:00-17:00
               4月，5月，6月，7月和8月 8:00-19:30

http://www.casacecchisiena.it
http://www.casacecchisiena.it
mailto:info@casacecchisiena.it
mailto:info@casacecchisien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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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1月1日和12月25日关闭
          门票：奇迹广场的所有景点只有斜塔需要单独购票：
攀登斜塔现场买15欧 ，网上预约17欧；
其他景点比如大教堂、洗礼堂、墓园和博物馆分别有2欧、5欧、6
欧、8欧、10欧共五种不同的套餐可供选择。注意：11月1日至次年
2月底进入教堂是免费的。
网上预约：点击http://boxoffice.opapisa.it/Torre/index_ita.jsp
并且输入护照号，参观时间等信息就可以提前预约登斜塔，因为斜塔
属于保护建筑，所以每天、每次都要控制上塔的人数。
www.opapisa.it

骑士广场 Piazza Cavalieri 见地图B标识 
骑士广场在比萨城中部，是一个面积不大的，被众多低矮楼房环绕着
的小广场，但这里却是比萨城学术气氛最为浓郁的地方之一，因为它
的一侧是美丽的比萨高等师范学院(Scuola Normale)见地图B标识 
大楼，楼前是柯西莫一世(Cosimo I de'Medici)雕像。这里是意大

利最为著名的专业学府，出过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另一侧则是比萨
大学的法学院、文学院和大学食堂。

圣母玛利亚斯皮那教堂 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la Spina 

见地图B标识 
圣母玛利亚斯皮那教堂是一座非常非常袖珍的教堂，位于阿诺河沿岸
的中桥旁，应该说是紧贴着阿诺河的河堤，这是比萨最小的教堂，这
座充满了浓郁哥特式风格的教堂修建于13世纪，至今顶部的雕像依
然栩栩如生。当看腻味了恢弘的大教堂或者大广场之后，欣赏一下这

样别具一格的小教堂也是别有风味的事情。
地址：Lungarno Gambacorti
到达方式：乘坐LAM rossa或者5路公交车在Lungarno 
Gambacorti3站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10:00 -18:00；周六和周日10:00-19:00；
每周一和公共假日闭馆
门票：5欧

★ 路线
比萨不大，所以如果时间富裕，建议步行前往斜塔所在地——奇迹
广场：出了中央火车站，沿着对面的马路一直向前走，大约5分钟到
达Piazza Vittorio Emanuele广场，绕过塑像继续前行就是比萨的
商业街 Corso Italia；一直前行到达中桥(Ponte di Mezzo)见地图

B标识 ，这是一座二战时被炸毁后又重建的桥梁；过桥后沿着廊
柱长街Borgo Stretto前行，当廊柱结束时左转沿着Via Ulesse 
Dini前行100多米就到了骑士广场，穿过广场沿着Via Mille前行到
头，右转就到了Via Santa Maria这条街，沿街两边都是饭店和纪
念品商店，当你快走到头的时候会豁然开朗，奇迹广场就在你面前
了。这样下来大约40分钟就可以走到奇迹广场。

如果时间不多，那么可以在火车对面饭店门口乘坐公交车LAM 
Rossa，前往斜塔，大约15分钟左右。

http://boxoffice.opapisa.it/Torre/index_ita.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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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 游客中心 见地图B标识 
       有两个比较大的游客中心分别位于Piazza Vittorio Emanuele
广场旁边，是游客的必经之地，还有一个位于奇迹广场旁，里面提供
免费的地图和旅行咨询服务，营业时间10:00-16:00，周末休息。

★ 旅游日历
每年上半年比萨的活动非常丰富：

点灯节 Luminara di San Ranieri
每年时间不固定，2012年的时间是6月16日，周六。地点是在河两
岸，这是比萨当地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通宵不眠。

赛船 Palio di San Ranieri
2012年时间大约是6月17日，地点是在比萨的阿诺河上。赛船是一
项古老的赛事，由比萨、热那亚、阿玛尔菲和威尼斯四个城市的代表
队争夺冠军，每年在这四个城市间轮流举行。所以时间也各不相同。

桥上顶牛 Gioco del ponte 
6月24日，周日。地点是在中桥。是由比萨两岸各个区派代表来比赛
那方的力气更大，胜者会有奖品，之前还会进行巡街大游行。

★ 交通 
✈ 比萨伽利略国际机场(PSA，Aeroporto internazionale di 
Pisa-San Giusto "Galileo Galilei")：比萨国际机场是托斯卡纳大
区内最大的机场，可以起降大型客机，航线也遍布世界各地，据说还
要开通比萨至杭州的航班(因为两座城市是友好城市)。更重要的是，
比萨机场还是欧洲最大的廉航——瑞安航空在意大利的重要起降地之
一，而且比萨机场离比萨市区很近，坐公交车只要10分钟就到达火
车站，30分钟到达斜塔。并且比萨机场还有专用的火车站，也有大
巴前往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城市。具体时刻表可以参考机场官网。
www.pisa-airport.com 

中央火车站 Pisa Centrale 见地图B标识 ：乘坐火车到比萨也很
方便，比萨最主要的火车站叫Pisa Centrale，这里有前往罗马、米
兰、都灵、佛罗伦萨、锡耶纳等许多城市列车，但以慢车为主。前往
罗马最便宜的直达慢车约2小时一趟，2等舱票价18.15欧，车程四
个小时左右；前往佛罗伦萨的慢车约15分钟一趟（非常方便），2等
舱票价7.1欧，车程约一小时左右；前往卢卡的火车1小时一趟，2等
舱票价3欧，车程约半小时；前往维亚雷焦的火车半个小时一趟，2
等舱票价3欧，车程约20分钟。

★ Tips：罗马-比萨慢车
从罗马乘坐慢火车到达比萨一路有无敌的风景，火车基本都是沿着海
岸线行驶，一边是无垠的大海，一边或是高低起伏的平原，或是错落
有致的小城，还有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地。一路四个小时的风景是最放
松惬意的旅行方式。

★ 餐饮 
比萨不是比萨饼的故乡，但是这里的比萨饼也独具特色，尤其是在比
萨海边有非常好吃的海鲜和咸鱼匹萨。不过比萨更美味是它的甜品，
这里推荐三家甜品店：

Federico Bar & Gelateria 见地图B标识 
这家店铺是位于廊柱形长街Borgo Stretto中段，中等店面，橱窗里

展示着非常诱人的蛋糕，而里面的柜台里面则放满了各式的甜品，
都是他们亲手做的，价格从2欧-5欧不等，再配一杯咖啡，你会非常
满足的。店内没有座位，店外有座位但要另收费。
营业时间：10:00-21:00，周日休息

Dolce Pisa 见地图B标识 
这个甜品店位于Via dei Mille路尽头，受到了附近学生的追捧，每
天放学或者下课后，都有很多学生来这里小憩。他们家主打热巧克
力和咖啡，柜台里还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糖果，而且价格合理，更主
要的是店内有很多免费座位。
营业时间：9:30-20:30，周日休息

La Botega del Gelato 见地图B标识 
这是位于中桥北侧的大名鼎鼎的冰激凌店，营业从3月开到12月
底，多种口味可供选择，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比很多大城市的便宜
很多，单球的只要不到2欧，双球3欧。夏天来这里买冰激凌是要排
长队的，由于他们家的冰激凌的奶很多，融化得非常快，所以必须
要快速吃掉。

中餐厅：北京饭店 见地图B标识 
这是一家在比萨规模很大的中餐馆，老板姓林，他们的铁板牛肉还
不错，酸辣汤也很好吃。人均消费15欧左右，和老板攀谈几句，结
帐的时候也许可以打折。
地址：via Andrea Pisano 122号。距离奇迹广场大约步行15分钟
营业时间：每天11:30-14:00，17:30-22:30

卢卡 Lucca
卢卡是比萨旁边一座平原小城，这里曾经是拿破仑姐姐被称为伊特
鲁里亚女王的爱莉萨·波拿巴(Maria Anna Elisa Bonaparte 
Bacciochi)领地，也是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城之一。卢卡位于比
萨和佛罗伦萨之间，所以很多当地
人都在比萨或者佛罗伦萨上班或者
上学。游览卢卡的游客没有比萨
多，所以显得十分安静。这里充满
了音乐的气息，每逢周末都会有很
多艺人在街头演奏，政府也会时常
举行各种的露天音乐会。这里不仅
是著名剧作家普契尼的故乡，目前
意大利最著名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
·波切利也是卢卡人，他曾是卢卡
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

★ 景点 
卢卡城墙
卢卡城墙始建于16世纪，全长大约4.5公里，共设置了12处幕墙，
11处棱堡和4个城门。这里是认识卢卡的第一站，出了火车站不远
处就可以看到城墙，和中国的城墙不大一样，这里的外侧没有护城
河。从旁边一个外伸的棱堡可以免费进入爬上城墙，想要步行环绕
完城墙大约要1个小时，在中间也有很多出口可以下到城内。高大的
城墙把老城环绕，最宽的地方可以容的下一辆汽车行驶，周末很多
人在城墙上绕城骑车。

卢卡大教堂 Duomo di Lucca 见地图C标识 
卢卡大教堂又叫Duomo di San Martino，位于城内，始建于11世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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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纪，是一座罗曼-哥特式教堂，可能是由于当时建造预留的空间太 
       小，所以钟楼把一部分教堂的正立面挡住了，有别于其他教堂，
这个教堂通体都是用白色大理石砌筑，钟楼的下部使用当地的红色岩
石，上部用白色的大理石。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8:30-19:30；周日和节假日8:30-13;30；
周一闭馆
门票：免费进入

圣米歇尔教堂 Chiesa di San Michele in Foro 见地图C标识 
圣米歇尔教堂是卢卡最大的教堂，始建于公元8世纪，并分别于11世
纪和19世纪修复，在各个柱子上增加了很多精美的雕塑，最有名的
就顶部中央的高达4米的圣米歇尔雕像，是用铜制成，夕阳西照时雕
像会反射出耀眼的金黄色光。还要提醒一点，在教堂旁边就是最著名
的露天市场，每逢周末是二手品的跳蚤市场，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古
董家具应有尽有。而在圣诞节前夕则是大型的年货市场，从糖果气球
到圣诞树圣诞老人玩偶，种类丰富。在市场旁边还有一个露天的凉
棚，这里经常会举办一些露天的音乐会。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周一闭馆
门票：免费进入

竞技广场 Piazza dell'Anfiteatro 见地图C标识 
竞技广场曾是一座始建于古罗马时期的椭圆形竞技场，和著名的罗马
竞技场类似，后来竞技场慢慢破落，政府围绕竞技场盖起了监狱、军
火库、储藏室和民居，再后来竞技场被拆除，并由建筑师重新对此地

进行了规划，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椭圆形的广场。如今环绕广场的
房屋都变成了民居，纪念品商店，咖啡店和酒吧。这里成了卢卡人
日常聚集的重要场所之一。
地址：卢卡古城内偏北部，Via Filungo旁Piazza dell'Anfiteatro

贾克莫·普契尼博物馆 Museo Villa Puccini 见地图C标识 
著名歌剧作曲家普契尼出生在卢卡的一个音乐世家，并有很长时间
生活在这里。他曾是卢卡大教堂唱诗班的一名风琴演奏家和教师，
后去米兰继续学习音乐，并创作了大量世人熟知的歌剧《图兰
朵》、《蝴蝶夫人》、《托斯卡》、《波西米亚人》等。此博物馆
恢复了普契尼曾经生活的场景，并藏有他许多珍贵的创作手稿。在
2000年后博物馆装修，如今已重新开放。
地址：Corte San Lorenzo 8号
到达方式：位于圣米歇尔教堂教堂正对面的小巷中
开放时间：四月到十月10 :00 -18 :00；十一月至次年三月
11:00-17:00；每周二闭馆
票价：单人票7欧，家庭票16欧(包含两个大人，两个11到17岁的小
孩)
www.puccinimuseum.it

★ 路线 
进入卢卡首先看到的是城墙，火车站对面不远就是一个棱堡和城
门，均可攀登上城墙，步行不远就可以看到城内有一个高耸的钟 

http://www.puccinimuseu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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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楼。从P.le Arrigole下城墙，就到了卢卡大教堂(Duomo di   
       Lucca)，穿过教堂前面的Piazza San Martino广场沿着Via del 
Duomo步行几十米就到达另一个广场Piazza Napoleone，在节假日
这里有很多音乐爱好者在街头演奏，沿着广场对面的Via Vottorio 
Veneto路向右转前行200米到达圣米歇尔教堂和市集广场，教堂正
对的Via di Poggio路右侧是普契尼博物馆，回到集市广场从旁边的
Via di Roma路前行在第一个路口左转就是Via Filungo，沿着这条路
一直走大约500米就到达了竞技广场(Piazza dell'Anfiteatro)。游览
结束可以从旁边的P.Za Carmine公交车站乘坐7、9路公交车到达火
车站。

★ 游客中心 见地图C标识 
地址：PIAZZA SANTA MARIA,35号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8:00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关门
电话：0039- 058-3919931

★ 交通 
到达和离开卢卡都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这里不仅铁路方便，而且
大巴也很多。

铁路：从比萨到达卢卡只需要半个小时，2等舱票价3欧，平均每半
个小时一趟火车。有时候是只有两节车厢的小火车，这在中国很难得
见到。从佛罗伦萨到达卢卡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每小时都有火车，
2等舱票价6.4欧。从维亚雷焦到卢卡需要20分钟，平均每半个小时
一趟火车，2等舱票价3欧。

大巴：如果不喜欢坐火车，坐大巴也是很方便的，火车站旁边就是
VaiBus公司的车站，VaiBus是运营卢卡和周边城市的巴士公司，有
前往比萨，Viareggio和佛罗伦萨。具体时刻表可以参考网站：
www.vaibus.it

★ 旅游日历 
卢卡最有名的是每年一次的Cosplay盛会。全称叫LUCCA COMICS 
& GAMES，时间大都在每年11月。2012年是从11月19日开始，
为期1周。活动期间不仅有各种的Cosplay游行，还有传统和电子游
戏展览，在这个展览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意大利很传统的纸牌和飞行
棋，不仅是外国人很少见，就连许多意大利人都是难得一见。整个
Cosplay是免费的，但是进入室内参观游戏和棋牌展览则要收费。
www.luccacomicsandgames.com

★ 餐饮
卢卡美食保持了很地道的托斯卡纳风味，这里的意餐很好吃，中餐则
不敢恭维。

Ristorante Da Francesco 见地图C标识 
这个饭店是当地人很喜欢的饭店之一，不仅是因为位置优越更主要是
因为这里的匹萨很好吃，你可以选择坐在室内或者室外就餐，人均消
费25欧。
地址：Via Corte Portici, 13号 (在圣米歇尔教堂的右侧)
营业时间：17:00-21:00，周末休息
电话：0039-0583-418049

Il Geco Risto-Circolo 见地图C标识 
Il Geco饭店的装修非常有风格，很古朴，很好的体现了卢卡的历史
和文化底蕴。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小天井，不仅能欣赏风景还可以远
离外面的喧嚣。人均消费20欧。
地址：Via M. Rosi 34号 靠近竞技广场，与via dei Borghi路的交
汇处；
营业时间：17:30-1:00 
电话：0039-0583-494538

维亚雷焦 Viareggio
维亚雷焦是一个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城市，不为中国人所熟悉，但它
却是托斯卡纳大区最美丽的滨海小城，这里有美丽的沙滩、港口，
热情奔放的人民和一年三季都是熙熙攘攘的街道。虽然意大利很多
城市都靠近大海，但是很少能有像维亚雷焦这样美丽，绵延好几公
里的沙滩。向北看去是马萨(Massa)那里恢弘的大理石山区，向南
看去是星星点点的游船、帆船和渡轮。维亚雷焦属于卢卡省，是托
斯卡纳大区内很难得一见有现代化气息的小城。虽然小城有不错的
造船工业，但是却以旅游业为主。这里有比肩威尼斯狂欢节的维亚
雷焦狂欢节，随着游客和人口日益增多，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呈
现出在意大利难得一见的繁荣的景象。

★ 景点和路线
来维亚雷焦旅游，可以放下不懂历史或者宗教文化的沉重的负担，
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因为这里的教堂并不有名，也没有特殊的意
义，最重要的景点就是沙滩、海水和港口。
参考网站：www.nauticaviareggio.com

出了火车站，站前广场叫做Piazzale Dante Alighieli，穿过广场沿
着对面的Via Giuseppe Mazzini或者Via 20 Settembre这两条并
行的路，前行大约20分钟就到了中心广场Piazza Giuseppe 
Mazzini，这是一个开阔的广场，周围环绕着高档的饭店和写字楼，
对面就是公共沙滩和大海，向广场向南北两侧延伸的是Via le 
Regina Margherita和Viale Gulielmo Marconi两条路，沿街都是
商店，冰激凌店，咖啡厅和饭店，还有旅店。春秋季节大部分沙滩
都属于公共沙滩，但是到了盛夏，很多沙滩都被画为私人领地，是
不允许进入的，一些旅店或者饭店的专属沙滩有凉伞和沙滩椅，游
客可以租用，大约10欧左右。沿着Viale Regina Margherita往南
走大约200米会到达港口，这是一个停泊着众多私家游艇的码头，
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内不常见的豪华游艇。而且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包
船出海，根据船型和出海的远近价格也不大一样，大约是每人100
欧/小时。

★ 游客中心 见地图D标识 
地址：Viale Carducci,1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6:30；周日和节假日关门
电话：0039-058-4962233

★ 交通
维亚雷焦毗邻比萨和卢卡，所以来往两地的大巴和火车都非常多。
前往两地的火车票价均为3欧，时间也都是20分钟左右。具体的列
车时刻表可以参考意铁的官网：www.trenitalia.com

http://www.vaibus.it
http://www.vaibus.it
http://www.luccacomicsandgames.com
http://www.luccacomicsandgames.com
http://www.nauticaviareggio.com
http://www.nauticaviareggio.com
http://www.trenitalia.com
http://www.trenitalia.com


P 8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 活动
狂欢节 Carnevale di Viareggio
维亚雷焦狂欢节是意大利乃至欧洲最重要的狂欢节之一，在意大利的
知名程度丝毫不亚于威尼斯狂欢节。这个狂欢节起源于19世纪，起
初是当地人为了抗议政府重税而举行的化妆游行，后来参与的人越来
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并增加了花车游行和人偶模型。这个狂欢
节没有宗教色彩，更贴近大众和当代社会。狂欢节为期一个月，在每
年2月和3月初，每个周末都会举行花车游行。巨大的花车上面装扮
着各式夸张的人物和动物造型，甚至还会调侃一些社会现状和政客，
比如他们的前花心总理贝鲁斯科尼或者欧盟成员国的总统；如果意大
利某个球队获得了欧洲杯冠军，他们也会庆祝：在2010年国际米兰
获得了五冠王，在2011年的狂欢节上就出现了莫拉蒂形象的花车。
在狂欢节期间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狂欢节杯足球赛”这是一项
得到了国际足联认可的意甲各队青年队的比赛，会在狂欢节期间举
行，并在狂欢节最后一天颁奖，目前获得冠军最多的球队是尤文图
斯、米兰和佛罗伦萨。
由于花车游行并不是在每条道路举行，所以具体的时间和路线安排可
以参考官网网站：www.viareggio.ilcarnevale.com。参观游行是收
费的，成人票价15欧，小于10岁免费。

★ 餐饮

Ristorante Fubi's 见地图D标识 

在Piazza Giuseppe Mazzini广场附近的Via 4 Novembre和 via 
verdi路的交叉口，这里的传统意大利美食很有名，尤其是海鲜做得
很好，不过价格稍贵，全餐下来人均消费30欧左右。
营业时间：10:00-21:00，周末不休息
电话：0584-1921548

★ Tips：海鲜的推荐
作为海滨城市维亚雷焦的美食当属价格不菲的海鲜，不过我认为他
们的海鲜匹萨和海鲜意大利面味道更好。

Cremeria Emma冰激凌店 见地图D标识 
在港口旁边的Via E. Mennini路口，这里是附近青年人的聚集地，
因为他们都喜欢这里的口味，这里的冰激凌的脆皮桶很大，很厚，
奶味很重。冰激凌口味也很多，巧克力和薄荷口味最受欢迎。单球
售价2.5欧；双球售价3欧。www.viareggino.it/gelateriaemma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4:00，16:00-20:00，节假日和周一休息

锡耶纳 Siena 
锡耶纳被誉为意大利最有魅力的城市，没有之一。锡耶纳也是一座
古老的城市，曾经和佛罗伦萨同属托斯卡纳大公国，但是锡耶纳远
离大海，在著名的Chianti山谷中。整个城市建立在丘陵地段上，随
着山势的起伏而错落有致。和罗马一样，锡耶纳的城徽也是一条母
狼，也是为了纪念养育了锡耶纳的创建者罗穆卢斯与瑞摩斯的母
狼，传说锡耶纳是由瑞摩斯的儿子塞尼乌斯与阿奇乌斯所建，所以
你在城内随处可见母狼的标志。锡耶纳老城内是禁止外地机动车行
驶的，去任何景点都需要步行或者公交(不过都不远)。

★ 景点

锡耶纳大教堂 Duomo di Siena 及旁边的博物馆 见地图E标识 
这是一座规模相当宏大的教堂，如果它建完的话可能是世界上最大
的教堂了；但是很可惜，它建了一小半就终止了，成了目前的锡耶
纳大教堂。而另外没有建完的部分则被改造为博物馆，人们还可以
爬到博物馆的顶层来欣赏整个托斯卡纳的山区风光。和其他教堂一
样，锡耶纳大教堂也是用黑白色的大理石修建，但是搭配成了独特
的类似于斑马的条纹形状，这是也是锡耶纳足球队队服的样式。
到达方式：锡耶纳大教堂位于田野广场附近，它标志性黑白相间高
耸的塔楼远远就可以看到，所以朝着塔楼的方向走过去就好。因为
老城内没有机动车，所以也没有公交。
开放时间：每天10:30-17:00，根据时期关闭时间略有不同。
1月1日元旦，5月1日劳动节关闭，12月25日圣诞节免费进入。
门票：3欧；博物馆和顶层天台6欧。
www.operaduomo.siena.it

田野广场 Piazza del Campo 见地图E标识 
田野广场(因形似贝壳也叫贝壳广场)是锡耶纳城市的中心，是欧洲
现存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之一，广场正对面是锡耶纳市政厅和塔楼，
市政厅内有市立博物馆，里面藏有锡耶纳学派的众多绘画作品，包
括Ambrogio Lorenzetti的《好政府寓意》和《坏政府寓意》。塔
楼全名为曼贾塔Torre di Mangia，它是锡耶纳最高的建筑，也是
意大利第二高的塔楼，垂直高度达到102米，游客可以通过55层的
阶梯达到顶端，一览锡耶纳城的美景。广场周边还有许多咖啡店、
纪念品商店、饭店以及贵族公寓，广场周围的11条道路延伸到整个
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广场的一侧有著名的欢乐喷泉(Fonte Gaia)， 

作者推荐

http://it.wikipedia.org/wiki/Viareggio%22%20%5Co%20%22Viareggio
http://it.wikipedia.org/wiki/Viareggio%22%20%5Co%20%22Viareggio
http://www.viareggio.ilcarnevale.com
http://www.viareggio.ilcarnevale.com
http://www.viareggino.it/gelateriaemma
http://www.viareggino.it/gelateriaemma
http://www.operaduomo.siena.it
http://www.operaduomo.siena.it


P 9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始建于14世纪，是现代喷泉的雏形，也是最早运用液压系统制 
        造的喷泉之一。喷泉的浮雕则描述了宗教场景。

田野广场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是两年一度的赛马节，这项古老的赛事
起源于中世纪，是整个锡耶纳地区的17个分区赛马的盛会。在赛马之
前会有非常隆重的古装游行和杂耍表演，虽然现在比赛的娱乐价值已
经远远大于竞技价值，但是比赛的紧张程度丝毫不逊于奥林匹克！

到达方式：可以步行前往，大约要半个小时时间。也可以在火车站对
面乘坐8，9，10路公交车在Piazza Gramsci站下车，步行前往。
票价：广场为开放景点；曼贾塔楼7欧；曼贾塔楼和市立博物馆12欧
曼贾塔楼开放时间：10月16日至次年2月底 10:00-16:00 
3月1日至10月15日 10:00-19:00；每天提前45分钟停止售票，全
年不休息。

★ 旅游路线
乘坐火车来到锡耶纳，出了火车站在对面Ferrovia站乘坐003或者
009路公交车，在F.V.Tozzi站下车；或者沿着火车站对面的Viale 
Giuseppe Mazzini路步行大约15分钟遇到一个转弯时走Via 
Garibaldi路大约15分钟就到了F.V.Tozzi站，从这里穿过Piazza 
Giacomo Matteotti广场，沿着Via Banchi di Sopra进入古城，一
直前行就到了田野广场。游览完田野广场，从旁边的Via dei 
Pellegrini路前行200米左右就到达锡耶纳大教堂。返程可以原路回
到F.V.Tozzi站，坐车或者步行至火车站。

★ 旅游日历
锡耶纳最有名的地区盛会就是赛马节(Palio di Siena)，这项古老的
赛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锡耶纳所辖的17个地区，选派10名选手
来进行角逐，每一名参加的选手都会获得所在地区教堂的祈福，虽
然整个比赛只有不到1分钟，但是之前会有盛大的巡游活动，选手和
马匹身着代表本区的最传统的服饰，由专人引路，整个活动长达2个
多小时，获胜选手会获得政府颁发的丝质旗帜，而且所在地区还会
进行长达数周的庆祝活动，这项赛事分别在每年的7月2日和8月16
日举行两次。

具体赛事的流程和日程安排可以参考网址：www.ilpalio.org

★ 游客中心 见地图E标识 
1. PIT (Punto Informazioni Turistiche) 游客接待点
地址：PIAZZA STAZIONE火车站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9:30；周六8:30-13:00；周日和
节假日关门
电话：0039-055-8790528

2. 地址：piazza Campo, 56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9:30；周六8:30-13:00；周日和节
假日关门
电话：0039-055-280551

http://www.ilpalio.org
http://www.ilpalio.org


P 10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圣吉米亚诺 San Gimignao 
圣吉米亚诺是锡耶纳旁边的一座小城，是标准的意大利式山区小城：
依山而建，高墙环绕，城内只有几千人，每年却要接待几百万的游
客，吸引游客的原因是这里的建筑非常特别，被称为塔城。圣吉米亚
诺曾经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因地处欧洲其他国家前往梵蒂冈朝圣的主
干道上，所以经济和商业非常发达，据说城内每一个有实力的家庭都
会修建一座高塔，以表示自己的身份，修得越高则说明越实力雄厚，
最多时期约有100多座塔楼。但是中世纪之后，尤其是席卷欧洲的黑
死病使这里元气大伤，慢慢衰落，现存的塔楼仅有14座，而且只有
一座对外开放。即便如此，这里仍然很好的保存了历史，几个世纪以
来城市面貌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1990年被记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并
受到保护。圣吉米亚诺位于Chianti核心地区，出产非常优秀的白葡
萄酒和橄榄油，很多酒庄都在小城里面有店铺，可以免费品尝。

★ 景点

水井广场 Piazza della Cisterna 见地图F标识 
水井广场是圣吉米亚诺的中心广场，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广场，毗

          ★ 交通
       火车：到达和离开锡耶纳最好的方法是乘坐火车。这里去佛罗
伦萨的火车很多平均每半个小时一趟，慢车2等舱票价7.7欧，车程
一小时多；去往比萨要在Empoli转车，平均2个小时一趟，慢车2等
舱票价8.9欧，全程要两小时左右。

大巴：SENA公司和SITA公司都运营着锡耶纳前往佛罗伦萨，罗马
或者比萨的巴士线路，SENA公司经常会有一些优惠活动，但是
SITA公司的巴士车更新一些。两个公司的巴士车站都在火车站旁
边。具体时刻表可以参考他们的公司网址：
SENA公司：www.senabus.it
SITA公司：www.mega.it/ita/not/sita.htm

★ 美食
锡耶纳是传统意大利美食的守卫着，他们遵循着传统的烹饪工艺，很
讲究技术和材质，所以古城内的意大利饭店都比较贵，但是既然来一
次不妨尝一尝。推荐一家：

La Taverna di San Giuseppe 见地图E标识 
这是一家独特的托斯卡纳风味的饭店，以当地菜为主。饭店装修非常
有托斯卡纳风情，尤其是墙壁的四周摆满了葡萄酒瓶，仿佛置身于酒
窖。人均消费35欧左右。
地址：Via Giovanni Dupre 132号
营业时间：8:00-20:00；周六上午和周日全天休息
电话：0039-0577-42286

★ Tips：黑公鸡葡萄酒
这里的葡萄酒很有名，位于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之间
的Chianti地区是意大利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地，这
里的优质原产地葡萄酒均以黑公鸡标注，也就是说
在市面上所销售的葡萄酒上，有黑公鸡标识就说明
是这里生产的，也是优秀葡萄酒的标志。虽说很有
名，但是价格却很亲民，超市买到的带有黑公鸡标识的普通葡萄酒
10欧左右。具体可以看看这里www.chianticlassico.com

邻大教堂。这里也是两条重要道路南北走向的Via Francigena路和
东西走向的Pisa-Siena路的交汇地，现在广场周边遍布着咖啡店、
纪念品商店和饭店。广场略有倾斜，在一侧有一个13世纪开凿的水
井，广场的名字应此而来，如今水井已经干涸。为了保证游客安
全，里面也上了铁网。

圣吉米亚诺大教堂 Duomo di San Gimignano 见地图F标识 
圣吉米亚诺大教堂又名圣母玛利亚升天教堂(Collegiata di Santa 
Maria Assunta)   是古城内最大的教堂，教堂始建于12世纪，是
一座罗曼风格的教堂。教堂内部的博物馆藏有众多中世纪和文艺复
兴时期锡耶纳画派的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是Pier Dandini的名作
《圣母生子》。因为古城建在山上，所以教堂前面是一个比较高的
台阶，台阶下面则是大教堂广场，广场毗邻水井广场，也在东西和
南北主干道的交汇处。
   
开放时间：4月1日至10月31日，周一至周五 9:30-19:10，
周六 9:30-17:10，周日和节假日12:30-17:10；
11月1日至次年1月20日，3月1日至3月31日，周一至周六 
9:30-16:40，周日和节假日12:30-16:40；
1月21日至2月底整修关闭；
门票：教堂和广场免费进入；教堂博物馆4.5欧

http://www.senabus.it
http://www.senabus.it
http://www.mega.it/ita/not/sita.htm
http://www.mega.it/ita/not/sita.htm
http://www.chianticlassico.com
http://www.chianticlassico.com
http://it.wikipedia.org/wiki/Pier
http://it.wikipedia.org/wiki/Pier


P 11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安全
急救：118
匪警：112
宪兵：113
火警：115

★ 中国使领馆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
地址：VIA DEI DELLA ROBBIA，89-91
电话：055－5058188      传真：055－5520698
对外办公时间：每周一、三、四上午9:15-12:00(节假日除外)

★ 治安
托斯卡纳的各个小城都非常的安全，游客可以放心的旅行，这里很
少有抢劫，甚至连打架都非常少见。尤其是小城里面，人人都非常
的友善，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唯一要提防的就是在人多的地方看
好自己的钱包，有谁能想到万一呢！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格罗萨塔楼 Torre Grossa 见地图F标识 
        格罗萨塔楼是圣吉米亚诺中唯一对公众开放的塔楼，也是最高的
塔楼，总高为54米，始建于14世纪初。它曾是新的Podestà宫的一部
分，游客可以登上塔楼一览圣吉米亚诺和托斯卡纳丘陵山区的美景。

开放时间：3月1日至10月31日 9:30-19:00；
               11月1日至2月28日 10:00-17:30；
               12月24日 10:00-13:00；
               12月25日、31日 10:00-17:00； 
               1月1日 12:30-17:00
www.sangimignano.com

★ 路线
圣吉米亚诺在锡耶纳附近，乘坐火车是锡耶纳的下一站，站名全称为
Poggibonsi-S.gimignano，下车后在车站旁边的商店中购买往返车
票，乘坐大巴约半个小时就到小城的入口广场Piazza Monte 
Maggio了。城内不允许机动车行驶，只能步行。小城的入口是一个

大城门(Porta San Gimignano)见地图F标识 ，里面就是小城的主
干道Via San Giovanni，沿街两侧都是当地的特产商店和工艺品商
店，还有酒窖的门市，前行大约500米就到了水井广场和大教堂，路
标很明显。回程的时候同样可以在下车的Piazza Monte Maggio广
场乘坐返程的大巴车到火车站。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错过了从S.gimignano到Poggibonsi的巴
士，最后一班车17:40发车。具体的时刻表可以参照网址：
www.sangimignano.net/informazioni-turistiche/orari-dei-bus.php

★ 游客中心 见地图F标识 
地址：Piazza Duomo, 1号
开放时间：平时都开放，周日和节假日关门
电话：0039-057-7940008

★ 交通
圣吉米亚诺古城本身是远离火车站的，最近的火车站叫Poggibonsi
站，因为圣吉米亚诺的名气很大，所以这里的车站就已两个城市的名
字联合命名。Poggibonsi-San Gimignano站。这里的火车车次不
多，主要开往锡耶纳方向。从锡耶纳来到这里乘坐火车要20分钟左
右，2等舱票价3欧，大约一小时一趟列车。当然还可以从锡耶纳火
车站乘坐大巴到达这里，全程不到一个小时。具体可以参照这里
www.sangimignano.net

★ 美食
圣吉米亚诺地处丘陵地区，这里的房屋都古色古香，饭店也是一样。

Beppone饭店 见地图F标识 
这家饭店饭菜口味一般，价格适中(人均消费15欧)。优点是饭店地处
古城边缘，地理位置相当好，从阳台和窗户上可以领略托斯卡纳美丽
的乡间风景。在这里吃饭，美食只是次要的，美景才是第一位。
地址：Via Niccolo Cannicci 2号
营业时间：11:00-18:00，周日休息
电话：0039-0577-94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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