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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官方语言为法语。普罗旺斯地区有方言，但是使用不广，人们普遍
使用标准法语，略带些南部口音。

★ 当地语言
Attention! /mèfi! - 注意! 
Interdit! - 禁止! 
Au secours! - 救命! 
Bonjour! - 你好/早上好
Bonsoir! - 晚上好/再见
Salut! - 你好/再见(年轻人之间)
Au revoir! - 再见

★ 常见场所和标志

ENTREE - 入口
SORTIE - 出口
OUVERT - 营业中
FERME - 停止营业
Toilettes/Cagadou - 洗手间
Hommes -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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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法国人生性浪漫懒散，罢工也是常有的事。如万一碰到公共交通
罢工、故障，或航班火车取消，不要惊惶失措，冷静下来找解决办
法，适当更改下行程，“不妨停下来，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

★ 7月是普罗旺斯旅游旺季，住房最好提前订好，不然直接到当地很
可能会找不到合适的酒店。选择留宿古城墙内更便于游览，价格相对
较贵；而选择在城墙外住宿则相较便宜些，但是交通却不一定方便。

★ 南法人民都比较热情，遇到不认识的路可以问问路人。阿维尼翁
附近治安较好，抢劫等恶性犯罪极少发生。钱财最好不外露，平时外
面的口袋里尽量少放现金，其它用贴身钱包放好。

★ 由于法国本土纬度较高，所以冬、夏季日出日落时间相差很大。
建议冬季行程不要安排过紧，而夏季则可以适当延长出游时间。

★ 普罗旺斯地区，特别是阿维尼翁在夏季少雨，偶有大风，昼夜温
差较大，夜间如果宿营要注意保暖和防风。近年气候有时反常，出发
前请根据天气情况，备好相应衣服。可点击下列网址查询法国天气预
报：www.meteofrance.com

★ 阿维尼翁城外种有一片片紫色的熏衣草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塞
南克修道院熏衣草花田。索村附近花田也很多，而且花期相对较晚。

★ 由于熏衣草田景观大热，熏衣草种植地区公共交通不便，参与一
日游(Day Tour)是自由行的重要游览方式。强烈建议选择正规的旅
行社或导游司机，当地确实存在很多黑车黑导游，如果在出行过程中
发生意外或事故涉及保险条款，可能无法正常理赔，特此敬告。

★ 薰衣草花田里会有一些蜜蜂，虽然一般情况下不蛰人，但是涂一些防蚊
虫的药预防下会比较好，如果被蛰可以涂抹一点薰衣草精油止痛消炎。

★ 8月份，大部分法国人都会去度假，连总统和总理也不例外。部分
餐厅商店，甚至一些酒店也都会年度性地休假三个礼拜左右。对于一
些美食爱好者，最好提前确认下你中意的餐厅是否歇业。

作者：蝎之传说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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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阿维尼翁Avigon(台湾称亚维农)，她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普罗旺斯的
心脏，还被称为“教皇之城”。这里还是世界著名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
节的举办地，每年的7月这里就成为了戏剧爱好者的圣地。阿维尼翁城东
不远处，便是《山居岁月》一书的背景地——吕贝隆山区(Luberon)，其
间布满各具特色的小镇和一片片的熏衣草花田；城市往西则是梵高当年

居住的阿尔勒和圣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 见地图B标识 ，以
及他画中描绘的向日葵，还有很多罗马遗迹，比如：加尔桥(Pont du 

gard)、尼姆竞技场(Arènes de Nîmes)等；城市北方则是近年葡萄酒爱

好者的新宠——教皇新堡。

阿维尼翁被古城墙包围，景点集中在城墙内，步行或搭乘小火车是游览
这座城市的最好方式。一定不可错过的就是教皇宫和断桥(圣贝内泽桥)，
漫步街头，不同肤色、种族，打扮各异的游客与本地人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街头人群来来往往，街角又是一番宁静祥和的气息。普罗旺斯的
风情也在这个南法小城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阿维尼翁地区很适合自驾游览，景色宜人，悠闲自在。而当地游览团一
般的一日游行程都是前往这两地的熏衣草花田进行参观。近期很多华人
游览团推荐规模最大的瓦朗索勒熏衣草花海，规模很大，距离阿维尼翁
较远，走高速大约100分钟，其中大多数是黑车黑导游，选择请谨慎。

Ciao! - 再见(年轻人之间)
Merci! - 谢谢
Merci beaucoup! - 非常感谢
Excusez-moi! - 打扰下! 
Désolé! - 对不起! 
Chine - 中国

INTERDIT - 禁止
La Poste - 邮局
Banque - 银行
Pharmacie - 药店
Marché - 市场
Femmes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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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 - 阿维尼翁
1995年，教皇宫和阿维尼翁历史中心因被列为世界遗产，而备受世
人关注。阿维尼翁老城区较小，很适合步行，阿维尼翁桥是欣赏教皇
宫和断桥的好地方。断桥对面的河中岛，可以看到传说中的天空之城
阿维尼翁，是散步和拍照的好去处。

★ 教皇宫 Palais des Papes  见地图A标识 
教皇宫是座落于阿维尼翁市中心的一座古老宫殿。始建于1334年，
占地约1.5万平方米，宫殿被建在阿维尼翁北部一个巨大的岩石之
上，是欧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教皇宫不仅是教皇的
宫殿，同时也充当着军事要塞。阿维尼翁因其祥和宁静的环境而深受
教皇偏爱，曾成为教皇领地，历史上有六次的教宗选举是在阿维尼翁
教皇宫举行，在铁血拿破仑时代，教皇宫被法国军队征用，成为一座
兵营兼牢房。几经政权变迁和战争炮火的洗礼，幸运地留存了下来。
1906年，宫殿被改造成为了一座国家博物馆。如今里面有超过20个
房间可供参观，其中有当年教皇的房间，还可以回顾历史重大事件。

地址：Rue Pente Rapide Ch Ansidéï，84000，Avigno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1、3、4、6、9、12及环保小车Baladine至
place du palais站下车
门票：10.5欧元(含中文解说器费用)；优惠价8.5欧元(8-17岁、60
岁以上老人及学生)
教皇宫-断桥联票：13欧元；优惠价10欧元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提前一小时停止售票) 
3月1日-6月30日：9:00-19:00(3月1-14日18:30闭馆)
7月1日-9月15日：9:00-20:00(8月延长开放至21:00)
9月16日-11月1日：9:00-19:00
11月2日-2月28日：9:30-17:45
12月25日、1月1日：10:30-17:45
电话:+33-0-4-9085-8911
www.palais-des-papes.com

★ 圣贝内泽桥(断桥) Pont St-bénézet   见地图A标识  
琼瑶的电视剧《又见一帘幽梦》中，阿维尼翁断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断桥的本名：圣贝内泽桥，是中世纪的著名桥梁。这座桥最初 
建于1171年-1185年，横跨于罗讷河之上，起到连接阿维尼翁和左
岸的阿维尼翁新城的作用。原来的长度约为900米，但因经常遭受洪
水袭击，危险系数不断增高，终于在1668年特大洪水后，这座桥的
大部分被冲毁，终于不再使用。此后它被废弃，没有人试图修复它。
幸存的桥拱也陆续倒塌或被拆除，最初的22个桥拱今日只有4座保存
下来，成为了今天的“断桥”。

地址：6 Rue Pente Rapide Charles Andezi，84000，Avigno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Navette Remparts至Pont St-bénézet站下车
门票: 4.5欧元；优惠价3.5欧元(8-17岁，60岁以上老人，学生)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提前一个小时停止售票)
3月1日-6月30日：9:00-19:00(3月1-14日18:30闭馆）
7月1日-9月15日：9:00-20:00(8月延长开放到21:00)
9月16日-11月1日：9:00-19:00
11月2日-2月28日：9:30-17:45
12月25日、1月1日：10:30-17:45
电话：+33-0-4-9027-5116
www.palais-des-papes.com  

★ 小宫博物馆 Musée du Petit Palais 见地图A标识  
小宫博物馆位于宫殿广场北侧，教皇宫对面一座14世纪建筑内，小
宫如此命名是为了与教皇宫相区分开。博物馆开放于1976年，收藏
了许多阿维尼翁学派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展示了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历程。其中最有名的是300幅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的绘画，有名家Botticelli、Carpaccio、Giovanni Di 
Paolo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阿维尼翁学院派绘画作品及阿维尼翁雕
塑；临时展览也会有现代作品展出。

地址：3 Place Palais，84000，Avigno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1、3、4、6、9、12及环保小车Baladine
至Place du palais站下车
门票: 6欧元；优惠价3欧元
开放时间：10:00-13:00；14:00-18:00(1月1日、5月1日、12月
25日及每周二闭馆)
电话：+33-0-4-9086-4458
www.petit-palais.org

★ 圣母大教堂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s Doms  见地图A

标识  
圣母大教堂位于教皇宫旁边，重建于十二世纪中叶，是阿维尼翁最
古老的宗教性建筑。教堂建有钟楼，里面一共有35个钟，据说是全
法国钟楼声音第二洪亮的，每个钟都有其自己的名字，因为大小不
一样，所以发出的声音也是不同的。现在钟楼里的钟全部都是法国
大革命之后铸造的，之前的钟全部融化做成大炮打仗去了。圣母大
教堂旁边有座岩石公园(Le jardin du rocher des Doms)见地图A
标识 ，这里是阿维尼翁历史的诞生地，如今作为公众公园，是休
憩散步的好地方。

地址：Place du Palais，84000，Avigno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1、3、4、6、9、12及环保小车
Baladine至Place du palais站下车
开放时间：7:30-18:00
弥撒时间：夏季8:00；冬季8:30；周日及节日10:00
电话：+33-0-4-9086-8101
www.cathedrale-avignon.fr

★ 安德烈城堡 Fort Saint Andre  
安德烈城堡位于隔河相望的姊妹城阿维尼翁新城(Villeneuve-lès-
Avignon)，安德烈城堡始建于13世纪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
年美男子菲利普国王为了展现当年帝国对阿维尼翁教皇的威慑力，下
令开始修建，最终在查理五世时建成。登上城堡，可以眺望阿维尼

翁、阿维尼翁新城，还可以欣赏法国最大的河流罗讷河(Rhône)，远

眺阿尔卑斯山脉。
   
地址：Montée du Fort Saint-André, 30400，Villeneuve-lès-            
Avigno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11路公交车至Fort Saint Andre站下车
门票：5.5欧元；优惠价4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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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5月16日-9月15日：10:00-13:00，
          14:00-18:00；10月1日-3月31日：10:00-13:00，
14:00-17:00；其他时间 10:00-13:00，14:00-17:30。(1月1
日、5月1日、11月1日、11月11日，及12月25日闭馆。)
电话：+33-0-4-9025-6323 
fort-saint-andre.monuments-nationaux.fr

景点 - 阿维尼翁周边
★ Tips：阿维尼翁周边交通
普罗旺斯地区最有吸引力的是南法这些小镇，以及熏衣草、向日葵花
田。花开的7月是旅游度假的旺季，而法国的暑期假期较多，公共交
通较少，相对不便。如果时间充足，打算慢慢享受，不如尝试下自行
车骑行，不过这对体力要求较高。如果时间有限，想去景点较多的朋
友推荐自驾拼车或参加Local tour。对于阿维尼翁周边地区，搭乘公
共交通，一般一天只能参观一、两个城镇，有些地方当天几乎没办法
离开。

★ 石头城 Gordes 见地图B标识 
石头城，音译为戈尔德，是一座典型的法国普罗旺斯小镇，它坐落于
沃克吕兹(Vaucluse)山脊南部，海拔370米，面向吕贝隆山区，石
头城小镇常驻居民约为2000名。小镇里的大部分建筑建于中世纪时
代，整个小镇的房屋都是由山上的花岗岩累积而成，呈梯形盘踞在一
起，远处看上去犹如一座空中的房子。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加上特殊的
地理位置，使这座普罗旺斯小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从而吸引了
无数的游客前来观光。在这里，静静感受下城堡、教堂、阶梯、周围
盛开的鲜花带来的宁谧和处处生机。从石头城出发向北2公里处，就
是著名的塞南克修道院，这里的熏衣草花田规模虽小，但整个山谷景
观却被称为“全法国最美丽山谷”之一。(详细内容可参见P7页的景
点：熏衣草和向日葵之塞南克修道院)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沃克吕兹地区巴士Trans Vaucluse 7号线至
Cavaillon(约40分钟)，再转乘15.3路车至Gordes-Place du 
Chateau站下车(约35分钟)。
票价：单程4欧元(7路车2欧元，15.3路车2欧元)，总耗时约90分钟。
石头城旅游局咨询电话：＋33-0-4-9072-0275
www.gordes-village.com

从Cavaillon发车 去程 回程

周一到周五 10:25、12:10及下午一班 16:30、18:55

周六 一天两班 下午一班

周日 12:10 下午一班

注意：公众节日无公共交通。暑期只有上午两班去程，下午一班回程。

★ Tips：小石头城 / 碎石村 见地图B标识 
石头城外西南4公里处还有个闻名的废弃碎石村，即Le village des 
bories，俗称小石头城。表面上看起来历史久远，但实际上它比石头
城要年轻得多。碎石村建于十四到十九世纪，150年前被废弃；全部以
干燥的碎石搭建而成，没有使用泥浆。现在保存有近20座，还可以感
受到十八、十九世纪这里居民的生活，有兴趣也可以前往参观。
门票：6欧元
开放时间: 9:00-20:00  
到达方式：同Gordes一样，在Gordes-parking des bories站下车

★ 红土城 Roussillon  见地图B标识  
红土城，音译为鲁西永城。镇上建筑皆就地取材，使用当地的红
土、红石为原料建造。当地居民则使用不同的色彩点缀自家的外
墙，无论是各种颜色的门、窗，或是窗口边上的盆栽、墙壁上的装
饰等等，色彩缤纷且风格各异的房屋，使这个小镇充满了浓郁的艺
术气息。为了保持和延续红土城别具一格的特色，各家各户盖新房
都必需刷上当地红粉，放眼望去，这座小山城始终是红红一片，在
绿树绿草的装点下，分外妖娆。也因此被大家冠上了“最适合拍摄
写真”的小城的美誉。每周四上午会有集市。

★ Tips：红土的传说
关于红土城的红土，还有段古老传说。相传古时一位名叫Sirmond
的美丽女子，因为不能和其游吟诗人男友终生，遂坠谷殉情，把此地
染成了一大片红土。传说未必当真，但这里在二战时期参军的青年特
别多，大多也都牺牲了，所以红土城又被称作“用鲜血染成的小
城”。由戴高乐亲自签发的征兵令至今还张贴在市政府门口。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沃克吕兹地区巴士TransVaucluse 7号线到
Cavaillon(约40分钟)，再转乘15.3路车在Roussillon-Place du 
village下车(约50分钟)。
票价：单程4欧元(7路车2欧元，15.3路车2欧元)，总耗时约100分钟。
红土城旅游局地址：Place de la poste，84220，Roussillon
红土城旅游局咨询电话：＋33-0-4-9005-6025
www.roussillon-provence.com

从Cavaillon发车 去程 回程

周一到周六 10:25、12:10 16:30 

周日 12:10 17:35

周日 12:10 下午一班

注意：公众节日无公共交通。暑期时刻表也相同。

★ 泉水城 Fontaine-de-Vaucluse 见地图B标识  
泉水城，音译为方丹德沃克吕斯。这里有法国最大最重要的地下涌
泉，全球第五大涌泉，曾经每年春季的时候都有一次大喷发，历史纪
录高达100多米，但近年由于全球气候异常，泉水没有再喷发；同时
泉眼的深度也是一个谜，密特朗时期曾派专业人员深入测量，最后无
终而返。泉水从山间缓缓流下，形成了小溪。从公元六世纪起，当地
居民便沿河而居，建成了这个恍若世外桃源的小镇。时至今日，小镇
上的常驻居民仅为600多位，但每年盛夏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
而来，希望能亲眼看一看这个“法国最大的泉水”。夏季的小镇十分
清凉，是度假避暑的好去处。

进入泉水镇之后，首先会看到一个被绿草苔覆盖的欧式水车，十分
醒目。走到小镇的正中心，可以看到一个圆柱形的小镇标志，沿河
有很多出售纪念品的小店，大概走300米之后，靠河侧有一个纸张
展厅。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纸张，穿过纸张展厅可以到达
一个完全用水利水车造纸的一个小车间，这里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
到纸张制作的全过程。步出展厅后，沿着河沿一直走便可以到达岩
壁下的泉眼，出于安全考虑，请勿翻越栏杆，小心山顶碎石落下。

http://fort-saint-andre.monuments-nationaux.fr
http://fort-saint-andre.monuments-nationaux.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5
http://www.gordes-village.com
http://www.gordes-village.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6
http://www.roussillon-provence.com
http://www.roussillon-provence.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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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沃克呂茲地区巴士Trans Vaucluse6 
          号线至Fontaine de Vaucluse-Centre(约55分钟)
票价：单程2欧元，总耗时约55分钟。

每日 去程 回程

上午 10:45 \

下午 平均1-2小时/班 13:30-17:40共4班

末班车 18:20 下午一班

注意：回程段周日及公众节日只有13:30和16:05两班。
泉水城旅游局地址：Residence Jean-Garcin
泉水城旅游局咨询电话：+33-0-4-9020-3222
www.oti-delasorgue.fr/office-tourisme-fontaine-de-vaucluse.php

★ 阿尔勒 Arles 见地图B标识  
从阿维尼翁搭坐火车大概车程需要20分钟左右。因梵高的向日葵而闻名
于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较为热门的景点为多处罗马遗迹，
梵高疗养院(Espace Van Gogh)，梵高咖啡馆(Le Cafe la Nuit)等。周
围有比较受法国人欢迎的卡马格湿地公园(La Camargue)。旅游局的官
方网站有中文介绍。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阿维尼翁中心火车站Avignon centre搭乘火车
前往阿尔勒，平均每30-60分钟/班，耗时约20分钟
票价：7欧元
或选择从阿维尼翁高铁火车站Avignon TGV搭乘大巴直达阿尔勒，
耗时约1小时，票价：7-8.5欧元

阿尔勒旅游局地址：Esplanade Charles-de-Gaulle, Boulevard 
des Lices
阿尔勒旅游局咨询电话：+33-0-4-9018-4120

www.arlestourisme.com

★ Tips：卡马格湿地公园 La Camargue 
卡马格湿地公园是法国著名的自然公园之一，它是一个巨大的自然湿
地保护区，位于法国东南部的罗纳河三角洲。喜欢野生动物的朋友可
以在这里观赏到成群的野牛、白马和火烈鸟。湿地公园边上就是圣雷
米小镇, 小镇上有骑术学校, 也有很多马场出租马匹供游客乘骑。
开放时间：4月至9月：9:00-18:00；其他时间：10:00-17:00；周
二不开放
门票：7欧元
www.parc-camargue.fr

★ 普罗旺斯地区莱博 Les baux de provence  见地图B标识  
普罗旺斯地区莱博位于阿维尼翁以南30公里处，传说是东方三博士之
一的Balthasar根据金星的指引发现了此地。历史上最早占领此地的是
利古里亚人，公元前五世纪这支哥特分支将此地命名为:“Bau”，即
陡峭的岩石，小镇的法文名字意思即为：普罗旺斯的陡峭岩石。在归
属法兰西之后，当地人在一次反对路易十一的暴动中，拆毁了旧城
堡，直到文艺复兴时才得以重建。

小镇的入口处是历史博物馆(Musée dHistoire des Baux)，这里展示
着城堡鼎盛时期的历史资料与文物。站在城堡顶端，可将亚耳古城周
边风光尽收眼底。据说北方的地狱谷(Val d'Enfer) 见地图B标识 是
触发但丁撰写《神曲·地狱篇》的地方。现在城堡几经战火，只残存鼎
盛时期的一部分，但巍峨的气势令人远在十几公里之外即赞叹不已。

http://www.oti-delasorgue.fr/office-tourisme-fontaine-de-vaucluse.php
http://www.oti-delasorgue.fr/office-tourisme-fontaine-de-vaucluse.php
http://www.arlestourisme.com
http://www.arlestourisme.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7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72
http://www.parc-camargue.fr
http://www.parc-camargue.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8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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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还有一个比较新的经典，2011年左右开辟出来的。叫
          Carrières de Lumières，是将原先的采石场遗址开辟出来作为一
个大的电影院，上面投影梵高和高更的作品。光影效果外加名家名作，

让人久久不愿离开。 carrieres-lumieres.com/fr/home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阿维尼翁巴士车站Gare routière乘坐罗纳河口

省(Bouches-du-Rhône)的57路，去往圣雷米，此段车程大约46分

钟，票价：3.3欧元；然后换乘开往阿尔勒方向的59路巴士在普罗旺
斯地区莱博站下车，此段车程大约15分钟，票价：1欧元。
游客中心地址：Maison du RoyRue Porte Mage，13520 Les 
Baux-de-Provence
咨询电话：＋33-0-4-9054-3439
www.lesbauxdeprovence.com

★ Tips：交通提示
正文中提到的57和59路公车，都属于Cartreize公司。59路公车每
年6-9月间往返于阿尔勒-普罗旺斯地区莱博-圣雷米之间，从雷波德
普罗旺斯前往阿尔勒车程约为30分钟。26岁以下年轻人可以购买
Cartreize公司的24小时Pass卡，只需要2欧元！你就可以乘坐57
路59路畅游于这四个城镇之间！点击查看：公车时刻表(pdf)

★ 教皇新堡 Châteauneuf du Pape 见地图B标识  

教皇新堡，也被直译为帕普新堡。这是葡萄酒爱好者们不容错过的小
镇，它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教皇移居此地时。普罗旺斯是全球
玫瑰葡萄酒(粉红葡萄酒Rose)的最大产地，教皇新堡的红葡萄酒近
年来大热，葡萄酒的品质与波尔多勃艮第那些名庄出产的不相上下。
去年还有几个酒庄出产的白、红葡萄酒，被法国葡萄酒业共同组织
(OCM)评为了满分。作为休闲旅游目的地，找个舒适的酒庄住上几
晚，尝尝美酒美食，享受下普罗旺斯的乡村生活，也是不错的。但价
格稍贵，一般100－200欧元/晚，也有豪华的2000欧元/晚。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坐沃克呂茲地区巴士TransVaucluse 2.2路

到Châteauneuf du Pape-centre站下车，车程约为45分钟。暑期

时每天只有下午18:30一班车，回程每天早上7:00；周日及公众节
假日没有公共交通。其他时间段，每天两班车，周日节假日也无交
通。票价：单程2欧元

★ 凡尔登大峡谷 Les Gorges du Verdon & 圣十字湖 Lac de 

Sainte-Croix 见地图B标识  
凡尔登大峡谷及圣十字湖，这座25公里长，700米深的峡谷就在普
罗旺斯-蔚蓝海岸大区里，这里吸引了很多户外爱好者。比较有名的
目的地有圣十字湖(Lac de Sainte-Croix), 陶瓷小镇(Moustiers-
Sainte-Marie)等，熏衣草圣地瓦朗索勒(Valensole)事实上也属于这
个区域。陶瓷小镇或卡斯特亚纳(Castellane)有班车往返于迪涅莱班
(Digne-les-bains)和阿维尼翁、马赛(Marseilles)、埃克斯(Aix-en-
provence)、尼斯(Nice)等地。

凡尔登自然公园 Parc naturel régional du verdon
地址：Domaine de Valx , 04360，Moustiers-Sainte-Marie
电话：+33-0-4-9274-6800
www.parcduverdon.fr

到达方式：自然保护区内城镇分散，最好的方式是自驾，或者参加
local tour。搭乘公共交通，可以选择从阿维尼翁搭乘LER巴士到迪

景点 - 熏衣草和向日葵
★ Tips：最佳花期
观赏熏衣草花田最好的时间是每年6月底至7月15日前后，6月初、8
月可能可以看到花，但质量不一定很高。瓦朗索勒和索村两地每年都
会举办熏衣草节，2012年的熏衣草节将在三地举办，Ferrassières举
办时间为7月1日，瓦朗索勒为7月15日，索村为8月15日。

★ 塞南克修道院 Abbaye de senanque 见地图B标识 
塞南克修道院位于石头城小镇北方2公里处, 距离阿维尼翁20公里左
右，它是由Mazan修道院的僧侣们修建于1148年，整个修道院隐
藏在宁静的山谷中，也是《山居岁月》一书的故事背景。这里被称
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大部分明信片都取景于此。尽管
如此，这里的熏衣草花田规模却相对较小，有时候游客较为密集，
参观的时候请尽量保持安静。花田可以免费参观，但是未经申请不
允许进入花田。修道院每天上午自由参观，票价为7欧元，下午必须
随团参观。修道院后方的教堂可以免费参观。 

★ Tips： 塞南克修道院到达方式
很遗憾这里没有公共交通到达修道院，只能步行。穷游论坛里有网
友分享经验，虽然很多地方介绍只有2公里，但实际上顺着石头城指
向修道院的标志行走，步行距离大约为5公里。去的时候是个大弯下
坡，反之回程就需要爬坡，而且天气炎热，一般步行单程耗时为1小
时。所以非徒步爱好者，不建议步行前往此处，还是自驾或者参加
Local tour较好，运气好的，还可以尝试拦一拦顺风车。

开放时间: 9:45-11:00 (周日、2月-11月、8月15日、11月1日及
一些宗教节日不开放）
门票：7欧元；6-18岁；青少年优惠：3欧元
咨询电话：＋33-0-4-9072-0572
www.senanque.fr

★ 瓦朗索勒 Valensole  见地图B标识  
瓦朗索勒坐落在吕贝隆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交汇地的一片高原，海
拔590米，是最经典的普罗旺斯小镇之一。得益于地中海气候夏季
干燥少雨的气候环境，以及高原光照充足的优势，使瓦朗索勒成为
薰衣草生长的乐园。在这个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镇上耕作出整个普
罗旺斯面积最大的薰衣草花田。小镇上的很多居民都是薰衣草世
家，以种植薰衣草、提炼薰衣草精油为生。小镇周围还有很多专业
薰衣草加工工厂，他们都在用最天然、单纯的方式提炼着薰衣草精
油，制作各种薰衣草小制品：如薰衣草花茶、薰衣草蜂蜜、薰衣草
小枕头等。瓦朗索勒每年7月的第三个周日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薰衣
草节(2012年7月15日)，小镇的居民会穿着传统服饰，拿着薰衣草
产品和农作用具在小镇上表演游行。此时小镇上还会有盛大的熏衣
草集市，出售纯天然的薰衣草产品，普罗旺斯的特色器具，还能品
尝到特有的薰衣草口味冰淇淋。

涅莱班(Digne-les-bains)，车程约3.5小时，票价15.6欧元。每年
的7-8月，每天会有一班SUMIAN巴士从马赛发出，途经大峡谷内
几个城镇，车程约为3小时，票价：22.4欧元。点击查看凡尔登大
峡谷门户卡斯特亚纳Castellane的交通时刻表

http://carrieres-lumieres.com/fr/home
http://carrieres-lumieres.com/fr/home
http://www.lesbauxdeprovence.com
http://www.lesbauxdeprovence.com
http://www.lesbauxdeprovence.com/images/stories/documents/horaires-bus-saint-rmy%20-les-baux-arles.pdftips26
http://www.lesbauxdeprovence.com/images/stories/documents/horaires-bus-saint-rmy%20-les-baux-arles.pdftips2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2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0
http://www.parcduverdon.fr
http://www.parcduverdon.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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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nanque.fr
http://www.senanque.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2
http://www.castellane.org/fr/aller-en-bus-car-autocar-autobus-a-castellane-gorges-du-verdon.aspx
http://www.castellane.org/fr/aller-en-bus-car-autocar-autobus-a-castellane-gorges-du-verdon.aspx


P 7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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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ps： 瓦朗索勒到达方式 
       小镇的公共交通几乎为零，只有市政府给居民学生预订的大巴
往返于马诺斯克(Manosque)，每天早上7:00-8:00从小镇出发，下
午17:00-18:00返回。穷游论坛里曾经有网友尝试过此线路，从马赛
坐24或者25路LER巴士去马诺斯克，然后换乘小镇的大巴。这位网
友当时花了两天时间往返，最后也没有很好的欣赏到熏衣草花田，所
以这里还是推荐自驾，或者Local tour。

瓦朗索勒旅游局信息：Place des héros-de-la-résistance ，
04210，Valensole  
瓦朗索勒旅游局咨询电话：＋33-0-4-9274-9002
www.valensole.fr

★ 索村 Sault  见地图B标识 
索村小城保留了一些中世纪小巷，城内还有一些精美的老橱窗，从
1515年开始延续至今，每周三的早上这里有集市。索村所在的地区
也是以熏衣草出名，但是由于海拔较高，花季相对较晚，一般8月还
能看到紫紫的熏衣草。这里每年也举办著名的熏衣草节，时间固定在
8月15日。

到达方式：
方案一：可选择乘坐沃克吕兹地区巴士Trans Vaucluse 5.1号线到
Carpentras，车程约为40-50分钟；再转乘12.1路车到达索村，车
程约为1小时。
12.1路暑期周一到周六只有8：35及18：30每天两班车，周三周六
12：10分有一班车；回程下午17：15。票价：单程4欧元（5.1路
车2欧元，12.1路车2欧元），总耗时约2小时。

方案二：可选择乘坐沃克吕兹地区巴士Trans Vaucluse 15.1号线到
Apt，车程约为80分钟；再转乘16.1路车到达索村，车程约为1小时。
此方案几乎只能下午17点以后到达，返程只有次日早晨，总耗时约
2.5小时以上。票价：4欧元

索村旅游局地址：Avenue de la Promenade，84390，Sault
索村旅游局咨询电话：＋33-0-4-9064-0121
www.saultenprovence.com

★ 薰衣草博物馆 Musée de la Lavande 
薰衣草博物馆你可以深入了解熏衣草的相关历史应用(有中文讲解
器)，还可以参观精油的提炼，纪念品店有各种关于熏衣草的产品。

到达方式：乘坐沃克吕兹地区巴士Trans Vaucluse 15.1路到Coustelle，
车程约为35分钟，然后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每天从9:15到18:15大约每2-3个小时有一班车；最晚的回程末班车是
17:00，周日及节假日每天有3班车往返。票价：单程2欧元，总耗时约
45分钟。
门票：6.5欧元；学生5.5欧元
开放时间：5月-9月：9:00-19:00；其他时间：9:00-12:15；
14:00-18:00；周日节假日也开门，一月闭馆。
www.museedelalavande.com

路线
★阿维尼翁一日游
市集-教皇宫广场-老城小巷-断桥
走进阿维尼翁城墙内的老城，沿着老城中轴路“共和国大街”rue de 

la republique一路向北，可以在市集(Les halles)见地图A标识 
(周一休息)了解下当地人的生活，兴许你还能淘到您中意的东西，接
着走向钟楼广场(Place de l'horloge)见地图A标识 ，然后进入中心

地带教皇宫广场(Place du palais)见地图A标识 ，这里参观教皇
宫，小宫博物馆，圣母院及岩石公园；然后可以朝阿维尼翁断桥的方
向在老城小巷里闲逛。在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步行游览古城的同时
还可以免费欣赏精妙的街头艺术，乐队、舞师、杂技、行为艺术。边
欣赏艺术家们精心的表演，边漫步在千年古城的大街，别有一番风
味！参观完断桥后，如果你还有大把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去河心岛散
散步，看看老城全貌，也可以去姊妹城阿维尼翁新城，这里还有法国
国家名胜安德烈城堡。

★ 阿维尼翁及周边三日游 
第一日可以选择在阿维尼翁古城内游览一番。第二日可以选择游览
吕贝隆地区和瓦朗索勒，这是普罗旺斯的最大热点，但是缺点却是公
共交通甚少，如果时间少于3天，建议选择自驾、拼车或参当地团的
方式游览。很多人来南法是不想错过熏衣草，如果只有一天，趁着夏
日时间长，那就路程远一点，玩的纵情点吧。从阿维尼翁市内出发，
往东走进入吕贝隆地区：比如之前介绍的三大热点泉水城、石头城、
红土城，还有奔牛村(Bonnieux)，最美的法国小镇之一梅内尔布
(Menerbes)，还会有一些让人意外之喜的小镇等你去发现，所以不
要贪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一两个吧。如果完全没偏好，那就石头城
和红土城吧，然后在快到瓦朗索勒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熏
衣草，季节合适还有一大片的向日葵，然后到达小镇，好好的休息
下。返程大概需要90-120分钟。如果您有更多时间，那就沿路慢慢
走，还可以考虑从瓦朗索勒继续往东去凡尔登大峡谷(Les Gorges 
du Verdon)再南下蔚蓝海岸。第二天的行程也许亮点太多，或者单
此就可以玩三天，但还是推荐下此地另一世遗文化之旅，作为第三天
的行程。

★ 阿尔勒-加尔桥-普罗旺斯地区莱博
这是一条普罗旺斯经典旅游线路，主要以古罗马小镇以及艺术大师梵
高为卖点。阿尔勒保存了宏伟的古罗马建筑，值得细细参观。这里还
有当年的梵高咖啡厅、梵高疗养院，甚至您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当年梵
高买油彩的小店至今还在营业，当然阿尔勒附近的向日葵花田也是一
个热点。加尔桥是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其为欧元纸币背
后唯一的一座实体桥。山顶小镇普罗旺斯地区莱博也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时间多的话，还可以根据自己偏好顺路参观尼姆、教皇新堡等周
边城镇。

★ 向日葵 Tournesol 
南法另一亮点就是梵高的《向日葵》。向日葵最好的花期是6月中至
7月中，梵高当年所画的《向日葵》就在阿尔勒周边。如果体力不
错，骑自行车游览是很惬意的。而如果您想看到规模稍大、壮观的
向日葵田，那就去瓦朗索勒吧。

http://www.valensole.fr
http://www.valensole.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3
http://www.saultenprovence.com
http://www.saultenprovence.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4
http://www.museedelalavande.com
http://www.museedelalavande.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6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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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阿维尼翁大体属于地中海气候，较为温暖，平均气温约20ºC，全年

温度大致在2ºC-30ºC之间，但东部山区偏大陆性气候，冬季寒

冷，夏季炎热。6-9月天气暖和，日照充足，是最适合旅游的季节。
7月伴着戏剧节、熏衣草和向日葵的花期，是阿维尼翁的旅游旺季，
近年有时温度会高达30度以上，日照强烈，请注意防晒。春秋季白
天较凉爽，早晚较冷，最好带上夹克衫外套之类的衣物。夏季只穿T
恤等轻便的衣服即可，山区温差较大，如果夜晚露营请注意保暖。
冬季较为干冷，阳光却依然充足，1月是全年最冷的时节，但最低气

温一般不低于0ºC，可携带羊毛衣物和羽绒外套。

★ 节日
5月19日 博物馆之夜 Nuit des Musées
源自巴黎的博物馆之夜也蔓延到全法国全欧洲，许多博物馆此晚免费
开放，有特别专题展示；阿维尼翁的博物馆当晚也都有特殊的主题，
比如“重建十八世纪的花园”，小宫博物馆今年的主题是孩子。
 www.nuitdesmusees.culture.fr

6月21日  音乐节 Fête de la Musique
这是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自1982年起成为法国的全民音乐
节。无论是音乐家还是业余爱好者，这天都会让音乐在法国的每个
角落漫步。

7月4-8月7日  夏季折扣季 Soldes
该地区比法国大部分地区晚一个礼拜，相较于巴黎，这里也许更容
易淘货，但是高端品牌相对选择较少。

7月7-28日 第66届阿维尼翁戏剧节 Festival d'Avignon 
这是该地区最隆重的活动，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会
在这座欧洲古城上演歌剧、舞台剧等，展示各自的艺术才华。在那
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戏剧挣脱了舞台的桎梏，在街头、在广场，
成为真正的“公民戏剧”。近年北京上海都有戏剧团参加此盛会，
去年孟京辉大师也有参与。对于没有被正式邀请的戏剧团体，同一
时间也有另一个活动Avignon off。

阿维尼翁戏剧节办公室地址：20 Rue du Portail-Boquier，
84000 Avignon
电话：＋33-0-4-9027-6650
www.festival-avignon.com/en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阿维尼翁旅游局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41 cours Jean Jaures，84000，Avignon        
电话＋33-0-4-3274-3274     
开放时间：7月每天9:00-19:00  
其他时间：9:00-18:00 (周末节日开放时间略短，12月25日及1月1
日关闭)
www.avignon-tourisme.com

★ 地图
阿维尼翁各旅游信息处、酒店大都可以索取免费的市内旅游地图；各
个公交车站、火车站机场等，都贴有公共交通地图以及市区详细地
图。其他城镇的旅游信息处基本上也都提供地图，少数需要收取一点
费用。

★ 电话
法国手机三大公司SFR、Orange、Bouygues资费都较贵，但比较
适合3G使用较多者，一般不推荐给游客使用，资费近乎是全球最
高。今年法国手机市场被垄断的局面被打破，有两家不错的Lost 
cost手机公司，Lebara和Lyca，一般移民较多地区的烟草店Tabac
可以买到，打国际长途比较便宜，打中国手机大约0.09欧元/分钟，
但是Lebara需要连接费用，Lyca不需要连接费用，而且有些卡还提
供一定的3G流量，但此两种电话卡一般不能在法国以外的地区漫
游；所有法国手机卡接电话在法国境内都免费，不存在漫游费用，烟
草店tabac一般都提供充值服务。如果是全球通用户，上网要求不
多，建议直接开通国际漫游，拨打法国国内电话比法国当地通讯公司
都还便宜，0.69人民币/分钟。公用电话卡，在地铁站/Info center/
邮局均有出售，一般移民较多地区的tabac处有廉价的国际电话卡，
一般拨回中国在0.1欧左右/分钟，拨打法国当地电话较贵，0.3欧左
右/分钟。

公用电话亭遍布市区，一般可以使用电话磁卡，Visa等信用卡以及其
他IP卡。电话卡在烟草店，电信手机店，邮局等均可购得。法国各电
信手机店都有法国手机卡出售。不过到达法国前，尽量在居住国办好
漫游服务以防意外。中国的手机除CDMA以外，一般都可以直接使
用，否则可以租借手机。低资费联系中国的手机卡可以在tabac里购
买，比如Lyca，Lebara等。

★ 网络
麦当劳等快餐厅及部分餐馆,咖啡厅提供免费无线网络；酒店大多数
也提供无线网络，部分需要收费。

★ 货币帮助 
信用卡：Visa、Master card普遍通用，American Express、
Diners不少地方尚不接受，此地区大部分商家不能直接刷银联。刷
卡消费无手续费，银行提现的手续费及汇率请参考您的发卡银行。信
用卡挂失电话：08 92 70 57 05

ATM取现：银联卡可以在里昂信贷(LCL)，花旗银行(Citibank)，法
国农业银行(CA)，法国储蓄银行(Caisse D'epargne)等直接提现。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阿维尼翁邮局在市中心火车站对面的城墙里面，邮局前面就是公交
车总站。
地址：4 Cours Prés Kennedy，84000，Avignon
电话：+33-4-9027-541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9:00；周六8:00-12:00；有些邮
局营业时间早晚略有差异。市中心火车站旁边就有邮局，寄往中国
明信片，20g以内平信最新邮资为0.89欧元。

http://www.nuitdesmusees.culture.fr
http://www.nuitdesmusees.culture.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0
http://www.festival-avignon.com/en/
http://www.festival-avignon.com/en/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38
http://www.avignon-tourisme.com
http://www.avignon-tourisme.com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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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B标识 
✈ 阿维尼翁机场 Aéroport Avignon-Provence，AVN
距离市内只有8公里，由于高铁TGV的开通，如今这里只有少数固定
班机飞往英国。
到达方式  ：公交 21路；taxi白天22欧元，晚上30欧元
www.avignon.aeroport.fr

✈ 马赛-普罗旺斯机场 Aéroport de Marseille-Provence，MRS

(其中廉价航站楼T2代码为MP2）
法国第二大机场，随着法航在此成立新的中转站，以及各家廉航的
竞争，更多人选择从此直接进入普罗旺斯地区。距离Avignon市内
约80公里，机场有火车直接到达阿维尼翁中心车站(每天14班)大约
53-88分钟(16.3欧)。出租车：100-120欧(约45分钟)
www.marseille.aeroport.fr

✈ 戴高乐机场 Aéroport Charles de Gaulle，CDG 
如果到了巴黎的戴高乐机场，也可以直接在机场乘坐TGV，每天约
有7班火车直达，车程约为3小时。

也有伦敦布鲁塞尔等少数航班飞往附近的尼姆机场Aéroport de 
Nimes-Arles-Camargue，FNI，距离avignon市内30分钟车程。
今年夏天会开通罗马航线。
www.nimes-aeroport.fr

★ 火车站 见地图标识 
从2001年阿维尼翁高铁TGV火车站开通以后，从巴黎搭乘TGV只
要2小时40分即可抵达阿维尼翁(每天约15班次)，马赛30-40分
钟，里昂1小时。戴高乐机场，日内瓦以及布鲁塞尔也有直达TGV；
夏天，还有欧洲之星Eurostar直接往返伦敦，所以大部分人是选择
以火车到达阿维尼翁。Avignon主要有两个火车站：

市中心火车站 Avignon centre：位于老城区城墙外，步行可以到
达主要景点，这个火车站主要连接阿维尼翁和附近的城镇交通，以
低速火车为主，少数TGV。市中心火车站：
名字：Gare D'Avignon Centre 
地址：Boulevard Saint-Roch, 84000 Avignon 法国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车至LA POSTE站下车即可

高铁TGV车站 Avignon TGV：距离市中心6公里，绝大部分高铁
到达这里。   
地址： Chemin du Confluent，84000，Avignon
到达方式：有公交专线TGV navettes连接市中心，票价1.2欧元，大
约10分钟。打车到市内大约17欧元。   
线路时刻表可以下载： www.tcra.fr

         ★ Tips： Avignon off 
         对于没有被正式邀请的戏剧团体，则同时有另一个组织off：
创办者的初衷是为了鼓励艺术家们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想法，给一些小
众独立的艺术团一个展示的空间，给所有爱好戏剧的人一个展示的舞
台。可以考虑购买off的公众卡，16欧一张，对所有off的演出有
30％的优惠，同时对部分交通、景点以及往返Avignon的TGV都有
相应优惠。

Avignon Festival et Cies-Le Off
地址：5 rue Ninon-Vallin 84000 Avignon
电话：＋33(0)4-9085-1308
www.avignonleoff.com

7月14日 国庆节 Fête Nationale
绝大部分商店景点都关门，但同时这天活动不断，不要错过19:00在
钟楼广场开始的Place de l'Horloge音乐会，22:00左右断桥旁的民
俗舞蹈，22:30则在罗讷河岸燃放国庆烟火。(有时根据天气会有相
应调整，比如去年因为天气原因烟火被推迟到7月21日晚)

7月15日 瓦朗索勒熏衣草节 Fête de la lavande  
每年一度欢庆熏衣草收割的熏衣草节在各地都有举办，这个时候小镇
的居民会穿着传统服装，拿着熏衣草产品及农作工具在小镇上表演游
行。由于各地花期不一样，所以熏衣草节时间也各不相同，今年
Ferrassières的熏衣草节是7月1日，索村薰衣草节则是8月15日。

9月15-16日  第28届欧洲遗产日 Journee du Patrimoine
全法近15000博物馆历史遗迹免费开放，某些场所一年仅此时开
放，有些地方做好排长队准备！
www.journeesdupatrimoine.culture.fr

11月11号 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Armistice 
一些地方有向烈士献鲜花等纪念活动，部分博物馆闭馆休息。

12月25日 圣诞节 Noel
午夜弥撒和圣诞市场及各地的节日彩灯不可错过，但是圣诞节这天绝
大部分博物馆商场都将歇业。

1月1日(2013年) 新年 Nouvel an
新的一年开始，但是这一天绝大部分博物馆、商场也都将歇业一起庆
祝新年。

2－3月间(2013年) 冬日艺术节 Hivernales Avignon
每年2－3月期间，avignon还举办现代舞蹈艺术节，2010、
2011、2012分别以一个大洲作为主题，2012年的主题
是“Asie”亚洲。

5月1日(2013年) 国际劳动节、铃兰节  Fête du travail et du 
muguet
这天绝大部分博物馆商店都关门，很多工会会组织示威游行活动。
同时这一天也是法国的“铃兰节”，大家会买上几束玲兰赠送亲人朋
友及自己，以带来一整年的好运。

5月8日(2013年) 二战纪念日 Victoire de la Guerre
一些地方有向烈士献鲜花等纪念活动，此日部分博物馆闭馆休息。

http://www.tcra.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0
http://www.avignon.aeroport.fr
http://www.avignon.aeroport.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2
http://www.marseille.aeroport.fr
http://www.marseille.aeroport.fr
http://www.nimes-aeroport.fr
http://www.nimes-aeroport.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44
http://www.tcra.fr
http://www.tcra.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0
http://www.avignonleoff.com
http://www.avignonleoff.com
http://www.journeesdupatrimoine.culture.fr
http://www.journeesdupatrimoine.cultu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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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A标识 
         大巴车站 Gare Routiere ，位于中心火车站东北侧200米
处，Ibis hotel楼下。前往周边小镇的沃克吕兹地区巴士
TransVaucluse一般都在此发车。由于铁路系统较发达，所以大巴
选择并不太多，有少数班车开往马赛，尼斯，埃克斯等目的地。从这
里可以搭乘Euro lines前往巴塞罗那。每天约5班车，车程约为7-8

市内交通
★ 公交 
阿维尼翁市中心面积不大，主要景点都在市中心内。因此市中心的游
览步行即可。漫步在千年古城，观赏着精彩的街头艺术，亦不失为旅
行中的一种享受。但由于市中心空间狭小，大多数酒店宾馆均位于市
中心范围以外，因此前往市中心除了出租车外，乘坐巴士不失为一种
最经济便捷的方式。阿维尼翁的公交系统主要是巴士，同时还有公共
租用自行车。具体线路等详细情况可以参考官网。

运营时间：一般在早7:00-19:00，约有40条公交线路，其中LA 
POSTE站到TGV站的公交车一般营运到23:00
购票方式：车票可以在报亭里买到，一般都上车购买。
www.tcra.fr

★ 车票
天票 Ticket Journee：3.6欧，一天内可随便坐车，切记刷完票后
不要丢弃，因为之后还要使用。

小时(如果自驾只需4-5小时)。
地址：5 avenue Monclar，84000，Avignon
咨询电话：+33-4-9082-0735(法语)
EUROLINES网站：www.eurolines.com

十次票 Carnet 10V：10欧，一共有10张次票 ，每张票一个小时
内有效，可以换乘。和次票相比，总体价格略微便宜。 

次票 Ticket Unite：2012年9月1日起更新为1.3欧元，一个小时
内有效，可以换乘。推荐乘坐市内环保公车baladine，只需要0.50
欧元/次票，有些特殊线路不可以使用次票，有专属计费方式。 

★ Baladine 小型环保公车
TCRA公共交通集团在阿维尼翁市中心使用的小型电力无污染环保
车，只有一条小环路，经过市中心主要景点，票价只需要0.5欧/次。

运营时间：暑期七、八月每天10:00-20:00；其他时间段周一至周
六10:00-13:00；14:00-18:00运营

★ 公用租借自行车
TCRA提供200辆出租自行车，17个自行车服务站，接受6种形式
的银行卡结算，每个取车服务站都靠近公交站台，方便大家取车，
提供多种自行车款型和两种租车形式：

阿维尼翁公交线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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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cra.fr
http://www.tcra.fr
http://www.eurolines.com
http://www.eurolines.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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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税 & 服务费 
法国的所有菜单价格都包含了消费税TVA和10-15%的服务费。账
单上所显示的就是菜单上的价格，并不含有任何附加费。最新的餐
馆消费税是7%，大部分地方午餐都有特价，套餐价格可能比晚餐便
宜30-50%左右。

★ 法式菜单 
在经典的高档法式餐厅享用法餐，可能会详细分到11道以上，每一
道菜肴都会配上不同的酒。 当然，一般的大众法餐，一个普通的套
餐Menu/Formule是分成三道：头道/前菜+主菜+甜点；有些餐厅
还有不少简易套餐，为：头道/前菜+主菜；或者主菜+甜点，一般
酒水另点。

★ Tips: 点菜 
前菜 Entrée / Hors d'Oeuvre
一般包括 Soupe / Potage 汤、Salade 沙拉、Crudite 冷盘，比
较有名的 Foie gras 鹅肝、Escargot 蜗牛都属于头道

主菜 Plat
* Viandes 肉类 或 Rotisserie 烧烤：

Veau 小牛肉，Boeuf 牛，Porc 猪，Agneau 羊，Poulet 鸡，
Canard 鸭，Jambon 火腿，Saucisson 香肠
* 牛排：五分熟Saignant / 七分熟 A point  / 全熟 Bien cuiit

* Poissons / Fruit de mer 海鲜：

Crevette 虾，Saint-Jacques 干贝，Homard 螯虾，Thon金枪鱼
Langouste 龙虾，Huitre 牡蛎，Moule 贻贝，Saumon 三文鱼

配菜 Accompagnement
一般有 Frites 薯条，Haricot vert 豆角，Pomme de terre 土
豆，Pomme de terre purée 土豆泥，Ratatouille 普罗旺斯乱
炖，Riz 米饭(中日餐)
* Legumes 蔬菜类：Asperge 芦笋，Aubergine 茄子，

Concombre 黄瓜， Herbe 香草，Choux 包菜，Epinard 菠菜，
Oignon 洋葱，Carotte 胡萝卜

★ 当地特色菜肴
比起法国西南地区，或是勃艮第罗纳河谷，个人觉得这个地区的美
食相对会逊色一些，这里就介绍下普罗旺斯的几个特色菜。

普罗旺斯鱼汤(马赛鱼汤) Bouillabaise 
这个是此地区最有名的一道菜，不过以马赛地区最为出名，传统的
做法是用几种常见的地中海鱼加上橄榄油、洋葱、番茄、大蒜、西
洋芹、茴香、百里香、葱、桂叶、番红花和柳橙皮等快速烹煮而
成，一般不含贝类，虾或蟹也很少使用。食用时配上碎面包或者烤
面包，再加上普罗旺斯比较出名的Rouille酱料一起食用。

葡萄酒炖肉 Daube 
比较传统且常见的是红酒炖牛肉，但是一般也有用羊肉代替牛肉，
还有白葡萄酒也可以替代红葡萄酒。这道菜的特色是烹煮之前，肉
都会先跟葡萄酒腌制过夜，然后再配以胡萝卜、蒜、黑橄榄、普罗
旺斯香草等一起炖煮，一般推荐搭配红葡萄酒，也比较合适选择腌
制肉的那款葡萄酒。其中比较经典的是阿维尼翁炖肉Daube 
avignonnaise，是采用白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腌制羊肉，然后配以
洋葱和胡萝卜一起烹饪。

餐饮
★ 营业时间 
餐馆一般营业时间为：午餐12:00-15:00；晚餐 19:00-23:00；周
日和节日休息。其他时间段选择去Brasserie(啤酒屋)、Cafe(咖啡
厅)、Bistrot au Vin(小酒馆)也是很不错的。

★ 预约 
一些声誉好的餐馆和高档餐馆，最好提前预约。否则排队或者客满的
情况时常发生。一般都可以进行电话预约，不少高档餐馆还可以直接
在网上预约。

★ 小费 
菜单里含服务费。给小费并非强制，如果觉得服务或者菜肴不错的
话，顺手留下一些小费也是一种礼节。中高档餐厅你可以根据喜好留
取一定程度小费。至于普通餐厅，20欧左右以内的套餐，可以根据
你的喜好留1-5欧元(最好不要留1欧以下的零钱，很喜欢可多给)。

活动
★ 阿维尼翁戏剧节 Festival d'Avignon 
阿维尼翁不仅是一个自然之城，还是一个艺术之城。艺术气息浓郁的
阿维尼翁，还是法国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艺术节-阿维尼翁戏剧节
创办地。这个诞生于1947年的国际戏剧节，在每年七八月间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座欧洲古城上演歌剧、舞台剧，展示各
自的艺术才华。详情参考节日章节。

★ 参观薰衣草农庄
当地旅行社有参观薰衣草花田、农庄和精油蒸馏厂的一日游路线，可
以走进薰衣草花田中与薰衣草零距离接触。当地花农对游客很友好，
薰衣草花田没有人监管，也不对游客收费，有些还开放熏衣草肥皂或
精油的作坊供参观；可以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当地特产，可以协助当
地花农创收，而且价格确实也不贵，自用送礼都很合适。不少游客想
采摘一些熏衣草，最好跟花农打个招呼，建议尽量不要私自采摘。游
玩向日葵花田要注意防晒和蚊虫叮咬, 游玩薰衣草花田需要注意蜜蜂。
薰衣草和向日葵花田中拍照浅色系衣服特别是白色衣服比较好看。

         短期出租: 7日卡(5欧元）和1日卡(1欧元)两种，前半个小时 
         免费，之后每半个小时1欧元。 

租自行车需要使用信用卡，手机接收短信密码来取车及还车。租借自
行车属于当地公共交通集团，所以网站也是统一的。
www.tcra.fr/tcra/uploads/File/VELOPOP/depliant
%20velopop-ANGLAIS-mai11-web.pdf

★ TAXI
由于法国TAXI有自己的值班制度，因此无论何时，机场火车站前都
会有taxi等候。另外游客还可以预定TAXI。只需拨打预订电话，告
知时间地点以及目的地，届时TAXI就会如约而至。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在路上看到taxi就招手，有可能会被拒载。
阿维尼翁TAXI预定电话：04-9082-2020；04-9051-8274(英文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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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8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1
http://www.tcra.fr/tcra/uploads/File/VELOPOP/depliant%20velopop-ANGLAIS-mai11-web.pdf
http://www.tcra.fr/tcra/uploads/File/VELOPOP/depliant%20velopop-ANGLAIS-mai11-web.pdf
http://www.tcra.fr/tcra/uploads/File/VELOPOP/depliant%20velopop-ANGLAIS-mai11-web.pdf
http://www.tcra.fr/tcra/uploads/File/VELOPOP/depliant%20velopop-ANGLAIS-mai11-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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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罗旺斯乱炖 Ratatouille 
       首先，这道菜的名字就比较有特色，一般常用来作为配菜，偶
尔也会作为主菜。传统的配料是茄子、西葫芦、洋葱、青椒、西红柿
和蒜，当然具体各家用料会有小区别，可以一起炖煮，或者分开炒熟
再混合(其中青椒最好是有点煎焦的)，有些会配以少量葡萄酒或香料
一起烹饪。

★ 法式餐厅

Christian Etienne 见地图A标识 
在教皇宫附近的Christian Etienne餐厅，米其林一星，最具盛名的
是他的蕃茄全餐，每一道都采用了蕃茄，以前晚上都有，但是近期不
一定都能吃到；推荐这里平日里(周一到周五)的午餐，价格合适，环
境很好。
地址：10 Rue de Mons, Avignon, France
抵达方式：教皇宫广场旁边的小巷里
营业时间：11:30-14:00；17:30-22:30 周日休息
消费：午餐30欧，晚餐60-130欧元(不含酒水)
电话：+33-0-4-9086-1650
www.christian-etienne.fr

Fou de Fafa 见地图A标识 
在教皇宫附近的Fou de Fafa餐厅，是一对英国年轻夫妇开的法国餐
厅，采用普罗旺斯本地食材，嵌入一点国际元素，这家现代与传统结
合的小店颇受游客欢迎，如果没有订上位，建议可以在19:30以前去
碰碰运气。
地址：17 Rue des trois faucons，84000，Avignon, France
到达方式：LA POSTE站下车走5分钟
营业时间：11:30-14:00；17:30-22:30
消费水平：套餐平均20-30欧元
电话：+33-0-4-3276-3513

Au tout petit 见地图A标识 
就像它名字的一样，这家餐厅确实很小，有点小时尚，但价格也确实
很便宜，中午的套餐只要12欧(5年内第一次涨了1欧元)；门口有个
可爱的包菜眼睛盯着你，告诉你每两个月换一次菜单。
地址：4 Rue d'Amphoux , 84000 Avignon, France
营业时间：中午晚上营业，每周日周一休息。
消费水平：10-30欧元
电话：+33-0-4-9082-3886
www.autoutpetit.fr

Restaurant L'Essentiel 见地图A标识 
在时钟广场广场附近的L'Essentiel，在古老的建筑里采用了时尚的
现代装饰风格，其中有个很惬意的小庭院，大厨师出自名家，也获得
米其林推荐，擅长普罗旺斯风味的法国料理。
地址：2, Rue Petite Fusterie, 84000 Avignon, France
营业时间：12h - 13h30  19h30 -- 21h30 周日休息
消费水平：套餐平均30-40欧元
电话：+33-0-4-9085-8712 
www.restaurantlessentiel.com

Mamma Corsica 见地图A标识 
法国科西嘉料理，混搭法国地中海和意大利风格。位于小巷里的一家
小馆，经常客满，最好提前电话预约。
地址：35, Rue Saint Jean Le Vieux, 84000 Avignon, France

住宿 
★ 经济型酒店 
市中心老城外面就有一家Ibis，客房较多，提前预订会有特价，但也
很容易客满。城内也有不少经济型小酒店，可以参考阿维尼翁旅游
局提供的信息或者参阅booking等评价。

★ 青年旅馆 Auberges de jeunesse
学生的首选,适合认识新朋友,缺点是条件一般,有时候一个房间 甚至
十几个床位,有些还有年龄限制35岁以下,不过一般小城市选择不
多，价格15-20欧左右一个床位,有些含简单早餐。

在穷游上预订全球青年旅舍：www.qyer.com/hostel

阿维尼翁青年旅馆 Résidence 'Espace Europe'
地址：2 rue Paul Mérindol 84000 Avignon
电话：04-9016-4020

★ 露营 Camping
普罗旺斯其实很适合露营，这里选择很多。可以参考:
www.provenceweb.fr/campings-provence.htm

阿维尼翁城外河心岛Ile de la Barthelasse，就有一家兼营青旅，
住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城市全景。
青旅名称：Camping-Auberge de jeunesse Le Bagatelle
地址：25 Allee Antoine-Pinay，84000，Avignon
www.campingbagatelle.com

★ 当地人家庭旅馆 Chambre d'hotes
可以查询官方网站：www.gites-de-france.com。这里也可以查询
你适合的家庭旅馆：www.provenceweb.fr/chambres-hotes-
provence.htm

★ 短租公寓
想待长一点时间，体会家庭式的生活，短租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
择，特别是对于来参加戏剧节的朋友。
可以查询阿维尼翁旅游局的信息：www.avignon-tourisme.com/
locations/~~~/offres-3-1.html

★ 沙发冲浪 Couch Surfing
又称为sofa surfing，通常翻译为沙发客、沙发冲浪或者沙发旅行。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网络，简单的说如果你旅行到当地时，你可以
作为一名沙发客住在当地会员家；如果有别的会员来你的城市时，你
可以接待他们住你家，既可以省钱又能进行文化交流。即使不能提供
住宿，你还可以选择“出去喝一杯”，即做免费导游带他们逛你的城
市。除此以外，还有沙发客举行各种聚会。这个全球性的沙发客网站
已经有了200多万注册会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访问：
www.couchsurfing.org

营业时间：12h - 13h30；19h30 -- 21h30 周日休息
消费水平：套餐平均15-25欧元
电话：+33-0-4-9086-8103
www.mamma-corsic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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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1
http://www.christian-etienne.fr
http://www.christian-etienne.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3
http://www.autoutpetit.fr
http://www.autoutpetit.f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4
http://www.restaurantlessentiel.com
http://www.restaurantlessentiel.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5
http://www.go2eu.com/hostel
http://www.go2eu.com/hostel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696
http://www.provenceweb.fr/campings-provence.htm
http://www.provenceweb.fr/campings-provence.htm
http://www.campingbagatelle.com
http://www.campingbagatelle.com
http://www.gites-de-fr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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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欧洲通用急救电话：112 
医疗急救服务SAMU：15 
警察救援电话：17 
火警消防电话：18

★ 治安
普罗旺斯地区治安良好，但随时随地看管好自己的财物仍然是非常
必要。

★ 中国使领馆 Ambassade de Chine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赛领事馆   
中国公民若在法国南部地区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可拨打电话咨询求
助：＋33-4-9132-0267。中国大使馆马赛领事馆也提醒广大游客
在马赛、尼斯旅游时注意偷盗抢劫，特别是马赛治安较差。 
领事馆地址：16 Boulevard Carmagnole，13008，Marseille     
marseille.china-consulate.org/chn   

★ 医疗应急 见地图A标识 
在欧洲医院看病，基本都是医生开具处方，病人自己到城市药店根
据处方买药。在医院排队挂号服务等待时间较长(包括急诊)，如需 
紧急医疗服务，推荐呼叫SOS医生急救电话:3624(0.12欧/分)，届
时将会有医生提供紧急上门服务，但收费较高，请同时保留好单
据，以作日后保险理赔。

药房：Pharmacie des Halles 48 Rue Bonneterie, 84000 Avignon
电话：＋33-0-4-9085-7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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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网友 普罗旺斯_小黄，AlsaceB，可乐COLA，jason_min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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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 超市
超市常见的超市便利店有家乐福、Auchan，Monoprix、ED等等。
前两者营业时间较长，但一般周日不营业或者上午营业。夜间或者周
日节日可以去阿拉伯人便利店，价格较贵。

★ 纪念品
香薰、香精：普罗旺斯最有名的纪念品当属薰衣草提炼出的香薰、香
精。众所周知，这里是薰衣草的海洋，几乎所有种植薰衣草的农民多
多少少都会提炼薰衣草的精油。在这里遍地都是卖这些东西的。大家
可以多问几家店，然后再选择最理想的产品。(这里可能两家店面挨
着，但是价钱都会不一样，所以最好货比三家。)

蜂蜜：普罗旺斯是花的海洋，因而各种蜂蜜一应俱全。这里的蜂蜜甜
而微酸，浓度较为浑浊，口感清香；比较推荐的当然是熏衣草蜂蜜。

香皂：闻名世界的马赛香皂，有杏仁味、柠檬味、香草味以及其它多
种的香味可供选择，是当地的特产。这里的香皂特点是加入了没有味
道的橄榄油，有些还配有熏衣草，是送礼自用的好选择；很多当地小
作坊都有制作出售，也有不少著名品牌。

葡萄酒：普罗旺斯地区盛产桃红葡萄酒，在这个地区白葡萄酒产量占
葡萄酒总产量5%，红葡萄酒占15%，而桃红葡萄酒则占到80%，这
使得普罗旺斯地区无论从产量还是名气上，都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
大的桃红葡萄酒产区。而此地的红葡萄酒也并不逊色，当年罗马教廷
就曾在这一地区酿酒，比较有名的是教皇新堡。

茴香酒 Pastis：普罗旺斯地区除了葡萄酒外，还有随处可见的传统
茴香酒, 比较著名的品牌有Ricard，Pastis 51等。

果酱：普罗旺斯阳光充裕，日照时间长，这里盛产各种水果，人们为
了让水果保存的更久发明了果酱。吕贝隆地区是传统果酱的发源地之
一，人们更是用来款待罗马教皇的到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但是在阿普特(APT)，这个果酱之都，人
们依然沿用祖先传下来的传统工艺来加工制作果酱。先把水果放到热
水里炖煮，然后再经过七次回锅才完成，这些传统做法的果酱可以在
阿普特最大的集市上买到。

普罗旺斯的蝉：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吧？当地纪念品店随处可见各式
各样美丽的蝉，这就是可以带来好运的“蝉”。看看此帖，你也会喜
欢上普罗旺斯的蝉：bbs.qyer.com/viewthread.php?tid=55481

★ 退税销售 TAXE FREE
如果购买者的长期居住地是非欧盟成员国(持少于6个月的短期签证) 
而且购买商品属于观光零售性质，而不是商业经营性质；同一天在同
一可退税商店购买商品的含税价格在175欧元以上，就可以在购买商
品中从价格减除增值税(TVA)。

信用卡退税：一般是12%，大约2个月后退回账户; 现金退税:扣除手
续费一般是10%-10.8%。注意：机场办理退税时,在海关检查以前请
勿将商品托运。

我们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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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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