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瓦尔迪基亚纳
(VALDICHIANA)
瓦尔迪基亚纳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但是辨识度却很高的一片土地，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来到这片土地，你可以感受到它价值的协调，从
融合了传说和神秘的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历史，到温泉水的福祉；从葡
萄酒的美妙到美食建议；从优雅的建筑到独特的自然景观；所有这一
切都被一个完美而和谐的生活渗透着，这也是这一地区的一个特点。
九个较大的中心构成了锡耶纳的瓦尔迪基压纳：切托纳（Cetona）、
基安奇安诺泰尔梅（Chianciano Terme）、丘西（Chiusi）、蒙特普尔
恰诺（ Montepulciano）、圣卡夏诺德伊巴尼（San Casciano dei Bagni）、
萨尔泰亚诺（Sarteano）、锡纳伦加（Sinalunga）、托里塔迪谢纳
（Torrita di Siena）、特雷宽达（Trequanda），他们被一条蜿蜒约40
公里的路连接着，北部与克雷特-色内西（Crete senesi）接壤，东部
到特拉梅西诺湖（Lago Trasimeno），南面可以到达蜿蜒到罗马和附
近的翁布里亚（Umbria）的山谷，西面到奥尔恰谷（Val d’Orcia），
每一个入口都是人们如何对景观和地方的尊重的准确表达。
多亏了梅第奇-罗莱那（Medici-Lorena）的开荒需求，这一开荒活动在
公元十八世纪完成，瓦尔迪基亚纳它从的东部边境开始成为了一片肥
沃而又人口众多的土地。沼泽地的消除为生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如
今所谓的“拉坡迪恩（leopoldine）”就是当时优雅的见证，早在六百年
前建造的农舍已经能够为定居者提供一个体面的住所了。今天拉坡迪
恩（leopoldine）就是这片土地上农用建筑的标志。
这本册子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指南，而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帮助你贴近
这片土地的价值、分享来自他的喜悦和忧伤，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目
的地、准备行程。
www.unionecomuni.valdichiana.si.it

葡萄酒：
伊特鲁里亚时期
流传下来的财富

从农业遗产的角度来看，瓦尔迪基亚纳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同样的，结合它
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伊特鲁里亚时期。正是由于他们强大的传统的葡萄，在
超过百年的时间里流传至今，逐渐改善，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在这一历史当
中最突出的无疑是蒙特普尔恰诺的贵族酒（Vino Nobile di Montepulciano）——
意大利第一款佩戴上DOCG绶带的意大利葡萄酒，也是当地在全球最为有名的
葡萄酒之一。另一方面，弗朗西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在1685年曾说“各种
葡萄酒中蒙特普尔恰诺就是国王”。今天跟过去一样，它的灵魂是桑娇维塞
（蒙特普尔恰诺的淡雅黑刺）葡萄，由于在橡木桶里两年的老化使其具有了独
特的味道，具有了强烈的领土辨识度。两支葡萄酒是DOC级别的：蒙特普尔恰
诺的干红葡萄酒和圣酒。为了保护和促进蒙特普尔恰诺的贵族酒，贵族酒的生
产者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在一年中他们不仅仅致力于让人们了解和欣赏葡萄酒，
还有葡萄酒的产地。
www.consorziovinonobile.it

/ 11

慢旅行：
徒步、自行车和骑马

瓦尔迪基亚纳似乎是为那些渴望进入景观的细节而不是享受个方面的细心
的游客量身打造的。
这些地方之中真正的宝藏就是白路，它仍然允许在右边缓慢的“惊奇行驶”，
如今终于开始显现它的价值了。对于“骑行者”来说有一个发达的道路网络可
以到达这一区域所有最美丽的景点，时常穿梭在树林和丘陵中，在众多的
村庄中停留休息，在那里总是会看到一些令人惊奇的美景，等待被享受并
被记住。对于山地自行车爱好者以及“安静”的徒步爱好者而言，有开荒的路
径，一条完全平坦且独家的路径，长达60多公里，从丘西湖途径蒙特普尔
恰诺湖最终到达阿雷佐。这是一个完全安全旅行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发
现珍稀物种的鸟类的地方；因此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
我们是在托斯卡纳，具有古老的马术传统的土地，因此对于那些想要尝试
着骑上马背体验快感的人们这也是一个无止境的机会，让自己同这些景观
完美而又自然的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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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佐

锡纳伦加
SINALUNGA

难度：容易
路程：从丘西到阿雷佐约65公里
高低差距：20米
道路类型：泥路
自行车类型：全地形

特雷宽达
TREQUANDA
托雷塔迪谢纳
TORRITA
DI SIENA

MONTEPULCIANO
蒙特普尔恰诺

丘西湖和蒙特普尔恰
诺湖自然保护区

www.sentierodellabonifica.it

Lake Chiusi
and Montepulciano
Nature Reserve

www.inbici.terresiena.it
www.parks.it/regione.toscana/

基安奇安诺泰尔梅
CHIANCIANO
TERME

卢乔拉贝拉自然
保护区

Lucciolabella
Nature Reserve

皮埃特拉波尔恰
纳自然保护区

开荒的路径

CHIUSI
丘西

Pietraporciana
Nature Reserve

Sentiero della Bonifica
Railway

丘西

铁路

SARTEANO
萨尔泰亚诺

Monte Cetona
切托纳山

CETONA
切托纳

SAN CASCIANO
DEI BAGNI
圣卡夏诺得伊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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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错过的活动

索玛瑞（Somari）赛马节
丘黛阿塔 -耶稣受难
面食节
贝阿塔博尼泽拉荣誉庆祝活动
白色巨人之谷
白羊毛交易会
陶器展示市场和农民斗牛
托里塔布鲁斯节
比戈节
圣穆斯提奥拉节
音乐节
国际艺术节
水平节
圣卡夏诺赛马节
博迪和布鲁谢罗波利奇亚诺节
萨拉奇诺的乔斯特拉
萨尔泰亚诺爵士&蓝调音乐节
现场摇滚音乐节
链球节 - 如奇盆地
演员学会
圣母玫瑰节和农博会
新油节
橄榄油节
橄榄油节

周日 3月19日或者下一个周日
复活节前的周五
五月
五月第二个周日
五月底/六月初
6月2日
六月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六月最后一个周末/七月第一个周末
六月底到7月3日
七月中旬
七月底
八月第一天
8月13日前一个周日
八月中旬
8月15日
八月底
八月底/九月初
八月底/九月初
九月第一周
十月第一个周末之后的周二
十月倒数第二个周末
十二月
十二月底

托里塔迪谢纳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
切托纳
特雷宽达
贝托莱
锡纳伦加
特雷宽达
托里塔迪谢纳
皮亚才 - 切托纳
丘西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
蒙特普尔恰诺
丘西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
蒙特普尔恰诺
萨尔泰亚诺
萨尔泰亚诺
蒙特普尔恰诺的阿瓜维瓦
丘西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
锡纳伦加
特雷宽达
萨尔泰亚诺
切托纳

这些只是当地众多的节日中的一部分。
完整的节日列表请参照网址: www.terresiena.it

集市日期和地址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 切莱苏里格- 每个月第一个周一 • 丘西斯卡洛– 仅上午
• 蒙特普尔恰诺的阿瓜维瓦- 每个月第二个周二 • 丘西城 –仅上午
• 蒙特普尔恰诺火车站 - 每个月第四个周二 • 锡纳伦加 – 历史中心
•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 和平路和体育场路
• 蒙特普尔恰诺首府-内尼广场（以前的斯特罗）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每个月第一和第三
个周四 • 特雷宽达，接下来的依次是派托里奥和卡斯特尔姆齐奥 - 每个月前三个周四
• 萨尔泰亚诺 – 普里莫-莫尔甘蒂尼广场，仅上午 • 托里塔迪谢纳 - 历史中心
• 贝托莱 – 仅上午 • 蒙特普尔恰诺火车站德欧洲广场
• 圣阿尔比诺在里拉广场 • 切托纳 - 加里波第广场
• 蒙特普尔恰诺- 大广场，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日以及紧接着的上周六，每个月的艺术品和
古董市场

电影旅游

在锡耶纳的瓦尔迪基亚纳取景和拍摄的主要影片
疲惫女人心（VIAGGIO SOLA）
导演：玛丽亚.索雷.托尼亚齐（Maria Sole Tognazzi）主演：玛吉莉塔.贝（Margherita Buy）
和斯蒂分努.阿科西（Stefano Accorsi） - 意大利2013年
美臀（LA BELLEZZA DEL SOMARO）
导演：赛吉.卡斯特里图（Sergio Castellitto）主演：赛吉.卡斯特里图（Sergio Castellitto）
和巴波拉。博布洛瓦（Barbara Bobulova ）- 意大利2010年
暮广之城：新月（NEW MOON）
暮光之城其中的一部，由克里斯.韦茨执导；
主演：罗伯特.帕丁森和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美国2009年
别碰我（NON TI MUOVERE）
导演：塞吉.卡斯特里图（Sergio Castellitto），主演：塞吉.卡斯特里图（Sergio Castellitto）
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克劳迪娅.吉里妮（ Claudia Gerini）、安吉拉.费诺切罗
（ Angela Finocchiaro） – 意大利2004年
仲夏夜之梦（SOGNO DI UNA NOTTE DI MEZZA ESTATE）
莎士比亚著作 导演：迈克尔.霍夫曼 主演：凯文.克莱恩、米歇尔.费佛– 美国1999年
英国病人（IL PAZIENTE INGLESE）
导演：安东尼.明格拉 主演：拉尔夫.费因斯和朱丽叶.比诺什– 美国/英国 1996年
光明与黑暗（IO CHIARA E LO SCURO）
导演：毛里齐奥.彭奇（Maurizio Ponzi）主演：弗朗西斯科.努蒂（Francesco Nuti）和朱丽
亚娜德西奥（Giuliana De Sio） - 意大利1982年
魔鬼（L'ARCIDIAVOLO）
导演：埃托莱.斯科拉（ Ettore Scola） 主演：维托里奥.加斯曼（Vittorio Gassman）和米基.
鲁尼（Mickey Rooney）-意大利1966年
8 1/2（8 E 1/2）
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主演：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伊阿尼
（Marcello Mastroianni）和克劳迪娅.卡尔迪纳莱（Claudia Cardinale）- 意大利1963年
基督禁止（IL CRISTO PROIBITO）
导演：古尔齐奥.马拉帕特（Curzio Malaparte）主演：莉娜.莫莱里（Rina Morelli）和拉夫
瓦罗奈（Raf Vallone） – 意大利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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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托纳

人口: 2956
海拔: 385 米
www.comune.cetona.si.it

建筑的石材几乎与托斯卡纳如画的风景自然地融为一体构成了切托纳的
奇迹。只要沿着狭窄的鹅卵石街道拾阶而上或者漫步进入占文艺复兴主
导地位的“城堡”去捕捉这个地方的诗意，唤起随时间飘散的灵魂来感受
中世纪的情绪。
切托纳周围的乡村是如此的美丽，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全息的文艺复兴时
期的景观。从窗口或者门口放眼远眺山坡和丘陵，银色橄榄树和暗绿色
的柏树呈现出了主要色调。
然而从城市的构造中又能感受到中世纪时期当切托纳周旋在锡也纳和奥
维多之间时对战争的怨念。但是，真正特别的是椭圆形的广场，回想十
六世纪中期，对于这样一个小村庄显然是不成比例的，这也是中世纪居
住区的一个新的开始。
这一革新的梦想家和创造者是由被梅迪奇授予侯爵爵位的奇.乔瓦尼.路
易吉.维特利（Gian Luigi Vitelli）, 他身披政府官员的外衣实现了这一大
空间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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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活动

神话

卢卡.贡蒂莱（Luca Contile）出生于1507
年，1574年逝世于帕维亚，是一个特别的
文学的“未成年人”，然而他也是16世纪负
责和困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
旅程从他的家乡开始，到博洛尼亚，到
罗马，然后在伦巴第，威尼托，德国，
“几乎到了欧洲大陆的每一个部分”，正如
他在信中描述的自己。总之，贡蒂莱
（Contile）为我们提供了一面令人兴奋
的镜子，去了解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当
然还有文化。

加里波第在切托纳 – 1849年7月，当她正
要接待在罗马共和国投降后的加里波第
和他的大规模军队时，切托纳已经是一
个人口和经济都很兴隆的中心。坐落在
托斯卡纳大公国的东南部，同教会国接
壤，它的领土包括了山川、丘陵以及土
壤肥沃和耕种良好的平原。当时有3,945
名居民，628个家庭，主要致力于农业，
饲养蚕、牲畜养殖、将农产品转化成商
品和消费品的手工业。

对于高品质生活之恋而又保持环境仍然
完好无损的情况，旅游俱乐部授予切托
纳“橙色旗帜”，意大利国家城市协会已经
将其列入“意大利最美丽的村庄”清单中。
这里的节奏是宁静的，住在这里意味着
仍然可以生活在其他时代的缓慢和谐
中，这些在今日已是不多见了。正因为
如此，切托纳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
避风港，逃离城市来到切托纳来找回日
常生活中的更加人性化更加宁静的生活。

在切托纳旅行
不可避免地要在中世纪的历史中心逛一逛，丘陵上的房子呈环状分布在古老的Rocca城堡周围。要参观SS教堂。三位一体和切托纳山史前博物馆，
准备随后看到村庄外的史前物件或者年代更近一点的。在卫队的岩石上稍作放松之后，放眼远眺“山”，然后再回到村子的广场上。走出村庄，我们
就可以看到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建造于1212年，现在所在地属于Mondo X教区，丽城的圣玛利亚修道院隐藏在一片橡树和拜师的小树林中，位于
钙化的悬崖下。仍然是在切托纳山的区域，离修道院不远处就是丽城考古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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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安其安诺泰尔梅

人口: 7467
海拔: 475 米
www.comune.chianciano-terme.si.it
www.vivichiancianoterme.it

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温泉区域之一。尤其是它的位置特别幸运，跨着奥尔恰谷
（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肥沃的亚纳河谷，在蒙
特普尔恰诺葡萄酒出产的丘陵和皮恩扎的文艺复兴美景之间。
这是一个治疗和放松的地方，但也是去发现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美丽的一个
起点。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的历史是从很久远的时候开始的。
这也是3000多年前伊特鲁里亚文明诞生地之一，以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留下了
无数的文物直到今日还在被陆续发掘出来。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的实力考古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详尽了解伊特鲁里亚人
的视角，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有很多方面依然很神秘。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尤其是一个宜居的地方。这个镇的底土被健康的水源穿过，
这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从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作人员手中享受这神奇的的
水域带来的舒适，沉浸在他们的温暖中并得到净化，恢复肌肤的亮度。
然而温泉也是有灵魂的地方；这些水流进充满树木和花卉的茂密的树林中。
宜人的景色也帮助我们找到精神和肉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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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在基安其安诺泰尔梅的众多杰出的朋友
中，那些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是导演费
德里克.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和作家
路易吉.皮蓝德娄（Luigi Pirandello）。
费里尼在基安其安诺取景拍摄的电影《8
1/2》（Otto e mezzo）1963年获得了奥斯
卡奖。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费里尼非
常了解的基安其安诺温泉，这一点从他
经常流连于温泉就知道了。作家路易吉.
皮蓝德娄（Luigi Pirandello）在二十世纪
初在基安其安诺呆了很长时间，并写了一
些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可以找到基安其安
诺的场景（球与咪咪（Pallino e Mimì）和
苦水（Acqua Amara）。

复活节前的“耶稣受难日”，将在基安其安
诺泰尔梅的历史中心举办“Giudeata”仪式，
届时会看到150个人物呈现“耶稣受难记”
的场景。在在长期的历史游行中都是沿
着城市带“伯纳文图拉索马”，神圣的献身
的基督（精细的巴洛克风格的木质雕像）
和令人崇敬的悲伤圣母以及后面跟随的
一大批的祈祷中的忠实的信徒形象。在
返回学院教堂拜基督之前，会停留在城
墙外诵读基督受难福音。

拉丁诗人贺拉斯于公元前世纪中叶来到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直到世纪末，那时基
安其安诺泰尔梅已经具有了一些著名的
温泉建筑了，诗人贺拉斯听从医生安东
尼奥.穆萨的意见来到这里治疗。奥古斯
都就曾经通过在这里洗冷水浴和冷水澡
从一场大病中被治愈。正因为如此，皇
帝允许安东尼奥.穆萨使用梅迪库斯.奥古
斯提（medicus Augusti）的名号。罗马浴
场的半英里浴可以进行大缸浴，然后由
专业人员拥有香味的精油进行按摩。

在基安其安诺旅行
您可以清晨喝一杯圣水或者圣埃莱娜泉水，然后再古老的公园里散步，在那里总是会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上午可以继续参观中世纪的历史中心（学
院教堂博物馆、市立考古博物馆）以及当代艺术博物馆。接下来去自由大道、意大利广场、罗马大道和巴切利大道漫步，在那里的众多精品店中你
可以找到意大利时装的优雅。下午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温泉的呵护，选择感官温泉（圣水公园）、泰伊亚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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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西

人口: 8869
海拔: 398 米
www.comune.chiusi.si.it

根据拉丁历史学家塞尔维乌斯，这是克鲁索（Cluso）第勒尼海的儿子，
建造的最古老的伊特鲁里亚城镇之一。在公元前六世纪首次与罗马接触
时，丘西就已经跻身于伊特鲁里亚的大中城市之列了。丘西的财富也与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土壤的肥力、冲积有关，直到今日那里依然生产橄
榄油、葡萄酒、小麦、玉米，有湖的地方使得人们可以捕鱼和狩猎。开
垦这些土地如今成为了步行和自行车的路径，开荒之路（最近被授予了
欧洲格林维斯奖），全长超过60公里，连接丘西和阿雷佐途径蒙特普尔
恰诺湖畔。绝对值得一游的是国家伊特鲁里亚博物馆，这是了解伊特鲁
里亚文明的一个最重要和最负盛名的地方。也是从这里开启了从猴子到
朝圣者的伊特鲁里亚古墓之旅。市立博物馆“地下之城”带领参观者在丘西
城来到充满隧道、潮湿和碎屑的地表以下，在这里有一个颜色为翠绿色
带点深蓝色的天然地下湖。最后，大教堂博物馆（毗邻塞肯迪亚诺教堂）
收藏者早起基督时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材料。从这里可以进入到“珀尔塞
纳的迷宫”，伊特鲁里亚时期的引人入胜的地下液压系统通往钟楼，从那
里可以开始参观圣穆斯提奥拉（S. Mustiola）和圣卡特琳娜（S. Caterina）
的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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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锡耶纳的
瓦尔迪基亚纳
（Valdichiana Senese）

露营车服务和停车区
切托纳（Cetona）：学园路（Via delle scuole）
基安奇安诺泰尔梅（Chianciano Terme）：毗邻温泉公园人里布索拉雅（Ribussolaia）高架桥入
口处（免费的并且在一片绿化中）
丘西（Chiusi）：罗西尼广场（Rossini）- 丘西斯卡洛火车站（Chiusi scalo）（火车站北面）和
莫尔维杜奇广场（ Piazza P. Morviducci - 托里德佛梅洛路via Torri del Fornello)
切西市（Chiusi città）
蒙特普尔恰诺（Montepulciano）：内尼广场（Piazza P.Nenni）（以前的斯泰洛广场），配备饮
水供应和污水排放的停车场；收费停车场（10欧元24小时，6欧元半天）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San Casciano dei Bagni）：蓬特广场（Piazzale del Ponte)（具有污水排放）
圣朱塞佩广场（Piazzale San Giuseppe）(停车场)
萨尔泰亚诺（Sarteano）：普利莫-摩尔甘迪尼广场 (Piazzale Primo Morgantini), 圣浴露营
(Camping Bagno Santo)
托里塔迪谢纳（Torrita di Siena）: 奇利亚诺路（Via di Ciliano）
特雷宽达（Trequanda）：派特罗伊奥（ Petroio），特拉维尔萨黛伊蒙蒂路（Via Traversa dei
Monti）（配备水、排污和照明）

驾车
A1高速公路：对于从北面过来的请选择瓦尔迪基亚纳出口，从南面过来的请选择切西-基
安奇安诺泰尔梅出口。
锡耶纳-佩鲁贾公路：锡纳伦加（Sinalunga）或者贝托莱（Bettolle）出口
卡西亚公路（Via Cassia）：从锡耶纳过来的车子，跟随指示到博恩孔文托
（Buonconvento），然后向着特雷宽达（Trequanda）方向开，或者到圣奎里科多尔恰
（San Quirico d’Orcia），然后开往皮恩扎（Pienza），然后就可以去往锡也纳的瓦尔迪
基亚纳（Valdichiana senese）的其他目的地。从罗马过来的车子，跟随指示到达蓬特阿
里戈（Ponte a Rigo），然后向圣卡夏诺德伊巴尼（San Casciano dei Bagni）或者锡也纳
的瓦尔迪基亚纳（Valdichiana senese）的其他目的地。
乘火车
切西-基安奇安诺泰尔梅火车站
乘飞机
佛罗伦萨机场-佩雷托拉。亚美利亚。韦斯普奇（Peretola A. Vespucci）国际机场
（1个小时车程）
比萨机场-伽利略国际机场 （G. Galilei）（2个小时车程）
罗马机场-菲乌米奇诺。列奥纳多。达芬奇国际机场 （Fiumicino）（2个小时车程）
佩鲁贾机场-圣艾基多。圣弗朗西斯科（Sant'Egidio San Francesco）机场（1个小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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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纳伦加

特雷宽达

托里塔迪谢纳

蒙塔普尔恰诺

威尼斯

米兰

基安奇安诺泰尔梅

佛罗伦萨

丘西

比萨
托斯卡尼

萨尔泰亚诺

科尔托纳

佩鲁贾

罗马

切托纳

锡耶纳
那波利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

厄尔巴岛

与其他名胜的距离
锡也纳 （SIENA）
佛罗伦萨（FIRENZE）

KM 50
KM 100

蒙塔尔奇诺（MONTALCINO）KM 37
奥维多（ORVIETO）

佩鲁贾（PERUGIA）

KM 65

科尔托纳（CORTONA）

皮恩扎（PIENZA）

KM 13

罗马（ROMA）

KM 36

阿雷佐（AREZZO）

KM 44

奇安第地区（AREA CHIANTI）

KM 35

KM 30
KM 160

(以上距离是从瓦尔迪亚基亚纳最接近原址的地方计算距离的。)

/3

在瓦尔迪基亚纳
（Valdichiana）
不能错过的10件事

从圣卡夏诺德伊巴尼（San Casciano
dei Bagni）的马特奥迪广场（Piazza
Matteotti）放眼远眺未被污染的景
观，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及连接了托
斯卡纳和拉齐奥的连绵起伏的丘陵
。古老的土地上孕育了珍贵的温泉
，在这里水也是那么的悠闲。

在吉安奇安诺泰尔梅和圣埃莱娜古浴
场公园散步之后， 在森索里亚力温泉
和吉安奇安诺泰尔梅的“泰伊亚”温泉
池中放松。

参观伊特鲁里亚国家博物馆，探索遍
布在联接丘西城和丘西湖的区域中的
非凡的伊特鲁里亚古墓，这片区域也
是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历史边界。

参加一次探寻贵族酒的旅行，参观
在蒙特普尔恰诺离市中心的巨大而
古老的酒窖，这里是隐藏在文艺复
兴时期的宫殿下面真正的“殿堂”，
在这里贵族酒取得了他的个性，承
载了历史和传统。

徜徉在锡也纳乡下的钢缆树
间，在锡纳伦加的农家以及
大农场稍作歇息品尝当地的
产品，这这里培育出了著名
的吉亚尼娜牛肉。
从历史悠久的切托纳乡村出发在切托
纳山进行一次跋涉，在贝尔维德的考
古遗址公园中在史前人类的伴随下度
过一天。

参观蒙特佛罗尼格（Montefollonico）,被两百多年的由砖和石
块砌成的城墙包围着的独具特
色的中世纪村庄。这也是举办
年度回顾“你们想品尝圣酒么？”
的地方。

沿着水路进行一次溯溪或者沿
着从萨尔泰亚诺开始延展到斯
必内塔修道院、韦特里亚纳泉
一直到切托纳山或者到达特里
诺罗村子的中世纪小树林的路
径行进。

面对特雷宽达周围中世纪村庄的
景观，不晓得你是否会把目光投
向西面的奥尔恰谷或者东面的瓦
尔迪基亚纳。

参加一次重温著名电影的旅
行，去著名的导演所选择的
作为电影拍摄地的地方重温
电影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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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的景色

瓦尔迪基亚纳有很多条道路，从克雷特-色内西一直到北面的拉齐奥，或者
从流淌着基亚纳母亲河的平原地区到邻近的奥尔恰谷，人们都会不可抗拒
地停下旅行的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来凝视着为这部分锡也
纳土地赋予了特色的非凡景色。这些景色已经在全球范围中成为了同自然
和谐相宜、意大利式生活的典范，以及这些放在一起使托斯卡纳在世界上
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地方。
最近，她已实现了锡也纳的土地的营销和推广，以及评定锡也纳省这一特
定区域的温泉水浓度价值，游客和居民所享受的生活质量更好地表达“宜人”
这一概念。
正因为如此，一个盛大的景观之旅正在被开发中，其中还包括了提供整合
旅游服务以及综合信息网络，更加有利于游客们探寻一段难忘而充满激情
的旅程。它是关于一个创新的网络系统，以评估锡耶纳的瓦尔迪基亚纳的
景观价值，目的在于促进旅游信息共享以及涉及的9个城市的发展，并且间
接地推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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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SINALUNGA
TREQUANDA
TORRITA
DI SIENA

MONTEPULCIANO

基安其安诺泰尔梅（Chianciano
Terme）在它的名字中已经体现
了它的主要特点：在当地的温
泉中心，你可以重新找回失去的
心理-身体的平衡。
近日，同森索里亚力温泉一起，
近日还开幕了泰伊亚温泉，水
源供应来之120米深处的斯来耐
泉眼。在基安其安诺的温泉中
可以进行热疗法用于治疗肝、
胆道和肠道。圣埃莱娜温泉的
泉水具有治疗肾脏疾病和胃肠
道疾病的重要作用。

在锡也纳的圣阿尔皮诺
（Sant'Albino）山脉（距离蒙特
普尔恰诺3公里），有蒙特普尔
恰诺温泉（Terme di Montepulciano）：现代化的健康中心，
保健与美容，所用的水都是来
自地下超过130米的温泉水。还
具有热泥疗、舒压按摩、水力
按摩温泉、雾化淋浴和游泳池。
温泉水和泥治疗特性可以帮助
预防和治疗许多疾病，这些多
亏了吸入中心、物理治疗和运
动康复。

在圣卡夏诺德伊巴尼 （San
Casciano dei Bagni），托斯卡纳
南部的最后一个堡垒，位于托
斯卡纳绿泉度假村及水疗中心
（Fonteverde Tuscan Resort
&Spa），先进的健康结构，在
这里每一位顾客的需求都能得
到满足。
自已知的伊特鲁里亚时代以来，
其水域就被用于治疗。
富含硫酸钙镁元素的水域对运
动系统、皮肤和呼吸道具有消
炎镇痛的作用。

Terme di Montepulciano
(Sant’Albino)

CHIANCIANO
TERME

CHIUSI

SARTEANO

CETONA

SAN CASCIANO
DEI BAGNI
Centro
Termale
Fonte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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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和文化

距今超过40,000年前在人类的第一个定居点以后，在这片土地上古
代的伊特鲁里亚文明蓬勃发展，母亲通过分层和碰撞直至在更加纯
净的文艺复兴中找到了和谐的优雅。每一个城镇和小村庄都用他们
的珍宝制成宫殿、教堂和古迹，同样也运用在城市的建造中，有一
些是以露天形式的博物馆，而有一些则是现场形式的博物馆，因为
这里的居民的基因中都有着崇拜美丽的本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
也有很多，有时有前卫的先进展示，一些东西都成为了普遍文化的
例子，成为各地学者和爱好者的参考点。有时候新的发现会丰富了
这些结构，因为发掘和发现还在继续，甚至当底土似乎已经回到了
原来的样子，其他的调查结果又会出现。事实上，也许最重要的发
现都是发生在最近几年，比如萨尔泰阿诺那里的美丽而令人难忘的
夸特里嘎。因菲纳勒古墓；或者是在吉安奇安诺泰尔梅附近发现的
伊特鲁里亚古庙的三角墙。 然而其他的宝藏仍然隐藏在自己的博物
馆中：事实上，最近卡拉瓦乔的一幅肖像画正在蒙特普尔恰诺的
Civico Pinacoteca Crociani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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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克罗恰尼市立博物馆和绘画美术博物馆（MUSEO CIVICO PINACOTECA CROCIANI）
里齐路10号（Via Ricci） - 53045 蒙特普尔恰诺 （锡耶纳省） - 电话和传真: 0578 717300
www.museocivicomontepulciano.it
水利考古博物馆
但丁路80号 - 53042基安奇安诺泰尔梅（锡耶纳省） - 电话：0578 30471
www.museoetrusco.it
国家考古博物馆
珀尔塞纳路（Via Porsenna）93号 - 53043 丘西 （锡耶纳省） - 电话：0578 20915 - 0578 227667
(旅游办公室)
www.archeotoscana.beniculturali.it/index.php?it/147/
/chiusi-museo-archeologico-nazionale
市立切托纳山和丽城考古遗址公园史前博物馆（MUSEO CIVICO PER LA PREISTORIA DEL
MONTE CETONA E PARCO ARCHEOLOGICO NATURALISTICO DI BELVERDE）
罗马路 37号和丽城区域 （Loc. Belverde） - 53040 切托纳（锡耶纳省） - 电话：0578 237632
www.ctnet.it/museo/cetona
市立考古博物馆
罗马路24号 - 53047萨尔泰亚诺（锡耶纳省） - 电话：0578 269261 - 0578 269212
www.museosarteano.it
陶器博物馆
瓦尔杰拉塔路（Via Valgelata）10号派特罗伊奥区域（Loc. Petroio）- 53020 特雷宽达（锡耶
纳省） - 电话：0577 665188 - www.museoterracotta.it
STANZE CASSIANENSI
在市政广场 -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锡耶纳省） - 电话：0578 58141
www.sancascianodeibagni.org
详细信息请见锡也纳博物馆系统的信息：www.museisenesi.org

历史悠久的村庄
切托纳的坎坡塞沃利
特雷宽达的卡斯特姆齐奥
萨尔泰亚诺的卡斯提利翁切罗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的切莱苏里格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的的费奇耐
萨尔泰亚诺的冯特威特里亚纳
托里塔迪谢纳的蒙特佛罗尼格
特雷宽达的派脱伊奥
切托纳的皮亚才
锡纳伦加的里戈马诺
锡纳伦加的斯科洛菲亚诺
蒙特普尔恰诺的瓦利亚诺

广场
卡罗巴尔蒂尼广场 (大教堂广场), 丘西城
加里波第广场，切托纳
加里波第广场，锡纳伦加
加里波第广场，特雷宽达
大广场, 蒙特普尔恰诺
意大利广场, 基安奇安诺泰尔梅
马特奥迪广场，圣卡夏诺德伊巴尼
朱尼奥二十六世广场，萨尔泰亚诺

特色食品和
菜谱

瓦尔迪基亚纳自最初开始它的经济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这是它跟一般土地
的区别之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伊特鲁里亚人曾经田间工作、以及橄榄
油和葡萄酒加工的地方发掘出来的文物。正如我们想象的，菜篮子中丰富的
特色食品产生了丰富的传统菜谱。从优良的原材料开始：麦子，磨成可以用
于生产面包和传统意大利面的理想面粉，比如“尖头梭面（pici）”。 沿着丘陵
生长的美丽的橄榄树提供了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神奇的圣酒（Vin Santo）
就是在这些“手工”的地下酒窖里的，他们就像炼金术士一样时刻注意着酒桶，
直到它们开启的那一刻。山谷的国王是“白色巨人”契安尼那牛（Chianina），
一个由用于劳作已经慢慢转化为肉品质量获得全世界认可的品种。这是由于
一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保留优良品种的计划以保持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具
有的优良品种，辛塔猪以及其它这片土地上的原产地优良品种。不要错过渔
民捕鱼的传统，在丘西湖和蒙特普尔恰诺湖之间对于渔民（即使是年轻人）
而言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每天他们都从这些水域里找到传统食谱
里的鲤鱼、梭鱼、鲈鱼和丁鱥。
还有一个跟豆类相关的重要传统，其中最有名的小鹰嘴豆和豇豆都来自古老
的种子。

瓦尔迪基亚纳的一些食谱和典型产品
切托纳的比科和杜鹃
萨尔泰亚诺的编织曲奇
油浸鹰嘴豆
布鲁斯迪戈（煮熟的芦苇湖里的鲈鱼）
烤契安尼那牛肉
圣卡夏诺的恰发尼奥尼
锡纳伦加的强贝利尼因戈蒂
野猪
克罗道奇奥利皮埃诺
黑色烤面包薄片（鹅肝酱）
烤鸭
锡耶纳原产地认证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尖头梭面配奶酪屑或者酱汁或蒜汁
锡耶纳辛塔猪肉
托里塔迪谢纳的斯柯提里亚（混合野味肉汤)
基安奇安诺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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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伊特鲁里亚国王（拉斯）珀尔塞纳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围攻罗马，并
将其占领。这一重要的战役被用来命名了城市的一条道路，每个月
的最后一个周日在历史中心都会有一个集市和“拉斯摇滚音乐节”，这
是由艺术基金会举办的。丘西似乎也有著名的摩纳哥和意大利法学
家，自由艺术大师，教会法创始人，格拉齐亚诺（Graziano）（来自
丘西），似乎是在1126和1127年，他还是主教。在福尔第公园还以他
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纪念网站，一个广场以及城市的一个综合学校。
在每年的7月3日举行活动庆祝和纪念圣穆斯提奥拉（S. Mustiola）
（城市的守护神）。对神灵的祭拜已经很古老了。他的名字也是用
来命名了大教堂地下的一个古老墓穴。文物如今保存在镇上的大教
堂中。

地下丘西城-丘西地下充满隧道、井、罐子和人工的洞穴。公元一世
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和学者普林尼.维奇奥（Plinio il Vecchio）的讲述也
增加了其传奇性，他称之为“珀尔塞纳的迷宫”从文艺复兴到丘西考古
学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关于珀尔塞纳迷宫的非凡描述给予了人文主
义者和建筑师，当时的作品不乏想象力，古董也散发着考古的浪漫气
息。然而当丘西的居民重新去挖水井找水脉来取代哪些不良的水井，
迷宫不在是纯粹的文学灵感来源，无数更具体的“地下道路”显现出来。
好几次，隧道已经被挖了出来，后来又进行了约一英里半左右的恢复，
至今仍然可以在市立博物馆和大教堂博物馆中看到。

在丘西旅行
参观丘西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是他的伊特鲁里亚国家博物馆，在那里保存了伊特鲁里亚、罗马和伦巴第史前重要的证据。从伊特鲁里亚国家博物馆开
启了从猴子到朝圣者的伊特鲁里亚古墓之旅。在丘西还有市立博物馆“地下之城”和大教堂博物馆以及珀尔塞纳的迷宫。首先看到的是地下的一个完
整的天然地下湖和保存了最多的伊特鲁里亚泥金的隧道。其次，除了保存了良好的泥金手抄本，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巴尔蒂尼广场下的其他的隧道系
统。在隧道的尽头可以通上钟楼。 还可以参观两个墓穴：圣穆斯提奥拉（S. Mustiola）是最大的墓穴在那里可以找到圣人的遗物，274年被埋葬在这
里，后来搬到圣赛肯迪亚诺教堂，和圣卡特琳娜（S. Caterina）的墓穴。在最后，你不能错过圣赛肯迪亚诺教堂，穿过珀尔塞纳的迷宫以及“奥利瓦
佐（Olivazzo）”景观点以及福尔第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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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普尔恰诺

人口: 14510
海拔: 605 米
www.comune.montepulciano.si.it

蒙特普尔恰诺是一个充满愉悦的地方。这一愉悦来源于环绕在美丽
的丘陵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群形成了历史中心，一直延伸到大
广场的美景。由超精致生活质量而带来的愉悦多亏了环境、社会气
候、普遍的福利、活动和措施，以及小城市的气氛，没有来自大城
市的压力。身心和精神的愉悦来源于食品和葡萄酒，他们表现了卓
越、历史、传统和激情。蒙特普尔恰诺是贵族酒的产地，贵族酒有
着悠久的历史，是在市场上第一款以法定优质产区（DOCG）等级
在市场上销售的红葡萄酒，质量绝对密封保证。14世纪伟大的诗人
和人文主义学家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聚集了文艺
复兴时期最有名的建筑师，通过他们的作品来表达美与和谐。蒙特
普尔恰诺也是温泉之地，利于治疗和养生，蒙特普尔恰诺湖是一个
天然资源的宝库。这也是一座音乐之城，这多亏了米兰的坎提艾雷
德艺术节，这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表演活动，更加是文化活动的推动
器。 蒙特普尔恰诺甚至是在国际舞台上也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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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

神话

波利齐亚诺-1454年出生在蒙特普尔恰诺的
安杰罗.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
被认为是14世纪最著名的作家。1473年他
被招到了佛罗伦萨劳伦佐.梅第奇在佛罗伦
萨的家中，在那里聚集的都是全世界最伟
大的大师：克里斯托弗.蓝迪诺（Cristoforo
Landino）、阿尔吉罗普洛（Argiropulo）
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
在曼图亚完成了《奥菲欧》，意大利最重
要和最古老的意大利戏剧文本之一。他的
文学创作是不可能总结得完的：可以拜读
他最有名的诗《朱利亚诺.梅第奇迂回的房
间》（ “Stanze per la giostra di Giuliano
de’ Medici”），创作于1475年到1478年之间。
根 据 他 出 生 的 城 市 的 拉 丁 文 名 字 Mons
Politianus，给他起了个别称叫做“波利齐
亚诺（Poliziano）”。

15世纪初，蒙特普尔恰诺是佛罗伦萨朝向
锡耶纳教皇财产的“前哨”，因此导致了其
艺术、雕塑、绘画和建筑作品都必须带
有可见的“标志”证明他们是归梅第奇家族
所有的。于是诞生了我们如今仍然可以
看到的蒙特普尔恰诺的文艺复兴，这里
也体现了安杰罗.波利齐亚诺灵感和品位
的亲和力。自12世纪开始直到进入统一集
权的佛罗伦萨公国时期，贵族家庭由于
其重要性具有优势来丰富其建筑物，使
得他们能够媲美锡耶纳和佛罗伦萨

真正的神话是蒙特普尔恰诺的贵族酒，
一个引发广大消费者激情和赞赏的产品，
它来自最专业的本地企业进行的活动。
不仅仅是他的高品质，还有DOCG标签，
都使得它如此迷人，贵族酒本身以及它
的历史都是一个神话。据透露，被开始
称为贵族酒是从十七世纪末期开始的。
它以前一直是教皇、作家、知识分子和
贵族家庭最喜欢的酒；如今它受到了全
世界的喜爱。它的灵魂是桑娇维塞（蒙
特普尔恰诺的淡雅黑刺）葡萄，多亏了
在橡木桶里两年的老化使其具有了独特
的味道，具有了强烈的领土辨识度。

在蒙特普尔恰诺旅行
沿着蒙特普尔恰诺的主干道漫步，欣赏沿途的建筑和景色，参观教堂，最后来到大广场，在贵族酒制造商协会的酒窖品尝一杯蒙特普尔恰诺的贵族酒
结束这一漫步。 此外，还可以参观市立博物馆来欣赏卡拉瓦乔的绅士肖像，以及参观历史悠久的酒窖，在这里柜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墙之间，在
提供必要凉意的阴凉中陈化。午饭可以品尝当地的尖头梭面（PICI）（混合面粉与水用手工拉出来的意大利粗面）再配上美味的馅料和契安尼那牛肉，
以及当地产的上等葡萄酒。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也是在本地生产的。快速下到蒙特普尔恰诺湖区，骑着山地自行车沿着开荒之路游览，或者在如镜
的湖面乘着太阳能为动力的船，欣赏山中的日落。在蒙特普尔恰诺的温泉中度过一个轻松的晚上，伴随着天然温泉以及带有天然茶浴的舒压按摩。整
个旅行就有一个美妙的晚餐结束，品尝着当地特色菜再配一杯蒙特普尔恰诺优质产区（DOC）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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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卡夏诺德伊巴尼

人口: 1707
海拔: 582 米
www.comune.sancascianodeibagni.si.it
www.sancascianobagni.com

沿着卡西亚公路向南追寻着古老的印迹，你会到达托斯卡纳这片土地的
边缘也是这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圣卡夏诺德伊巴
尼。
在这里，中世纪的村庄和未受破坏的乡村之间，每个季节呈现了一个非
凡的感官之旅，传统艺术在其原始古朴中得以表现。
在圣卡夏诺你可以用温泉的热量宠爱自己，尽情享受它们的治疗特性。
事实上这片土地温泉泉眼遍布，为托斯卡纳度假酒店及水疗中心和丽城
的游泳池和水池提供了水源，古老的历史中心和浴场只有几步之遥。
这个城市拥有许多的奖项：橄榄油之城、意大利最美丽的乡村、橙色旗
帜、葡萄酒之城和契安尼那牛之城 。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土地和温泉协会根据质量选择，按照经济活动划分提
供了一系列的服务，他结合了商店、餐饮、酒店、别墅、酒厂等，提供
了更齐全的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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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卡罗.森萨尼（Gino Carlo Sensani）
(1888-1947)
意大利第一个专业的服装设计师，他从
1932年作为一个舞台设计师开始了他的职
业生涯，自1932年开始，从电影《佩尔格
莱西》开始，他主要投身到电影服装设
计的行业中（约80部电影）。从1935年开
始，他开办了电影服装工作室，直至去
世。

16世纪时圣卡夏诺最辉煌的时期。
在这一世纪对费迪南多.梅第奇一世开始
了对古温泉建筑的修复。
来自欧洲各地的王子、贵族、大使、枢
机主教和主教入住圣卡夏诺温泉

四十三个温泉泉眼构成了圣卡夏诺丰富
的温泉资源。把它们用于治疗已经有很
久的历史了，以前发现的淋浴头就证明
了这一点，其中最古老的是伊特鲁里亚
时期生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
世纪后期。

在圣卡夏诺德伊巴尼旅行
圣卡夏诺德伊巴尼的特色一日游可以有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组成：
– 参观巴尔耐（Balnea）的圣玛利亚教堂，一个古老的充满了早期基督教壁画的教堂。
– 在圣卡夏诺的历史中心散步参观学院教堂、市政广场，阿奇普莱杜拉大楼（Palazzo dell’Arcipretura）和SS大教堂。在丽城温泉中心和古老的露天
温泉池享受放松的一刻。
– 参观切来苏里格的历史中心（中世纪的塔、圣保罗教堂），还可以稍作停留品尝香蒜尖头梭面。
– 参观博及（Poggi）的全景，在那里可以提供一个令人难忘的亚平宁山全景观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阿米亚塔山（Amiata）直到奥尔恰谷和帕利亚
（Paglia）谷的其他山脊。
– 参观费期内（Fighine）乡村的历史中心（圣米凯莱城堡和教堂）和建筑，在那儿可以品尝优质的葡萄酒和DOP等级的橄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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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泰阿诺

人口: 4835
海拔: 573 米
www.comune.sarteano.si.it

萨尔泰阿诺是瓦尔蒂基安纳（Valdichiana）地区的主体部分，坐拥奥尔恰山
谷（valle dell’Orcia）的美景，河流也从这里发源。旧城区里不仅矗立着由锡
耶纳人十五世纪重建的城堡（早前属于玛能蒂，但于公元1000年物归原主），
还遍布着艺术珍宝。从收藏于圣·马尔蒂诺教堂的锡耶纳画派代表作《贝卡弗
米的圣母领报节（Annunciazione del Beccafumi）》，到美丽的阿里斯基安蒂
剧院（Teatro degli Arrischianti），到圣·罗伦佐（San Lorenzo）教堂和圣·方济
各 (San Francesco) 教堂。在这片土地上还散落着另外的明珠，它们因茂密的
森林和壮丽的景色而变得独特：从奥尔恰河谷俯瞰卡斯蒂利翁切洛的特利诺
罗（Castiglioncello del Trinoro）小镇景色，罗马式的斯宾内多（Spineto）修
道院，皮耶特拉波尔恰纳（Pietraporciana）山毛榉林自然保护区。离市中心
不远处，有泳池公园（Parco delle Piscine），池中的水都是低温泉水。
像萨尔泰阿诺这样湿润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自古以来都是难以吸
引人们踏足的：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它存在的价值是可以由考古博物馆
（Museo Civico Archeologico）中的众多考古财富所见证的。在遍布着埃特鲁
斯基墓地的皮亚纳切（Pianacce）地区，这里还出土了公元前四世纪非凡的
埃特鲁斯基墓穴绘画，所谓的“地狱战车（Quadriga Infernale）”。层次分明
的文化和传统，像变魔法一样，把居民集体生活的意愿和超高质量的生活，
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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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年弗朗西斯·南尼·托德斯切尼·皮科罗
米尼出生在萨尔泰阿诺这片土地上，也
就是后来的教皇庇护三世（Papa Pio III），
他是教皇庇护二世的侄子，于1503年9月
22日登基，同年10月18日就逝世了。在他
短暂的教皇任期内，留下了可能死于毒
害的谜团。他出生的屋子、圣·方济各教
堂和教皇的头衔，都是对于他的见证。

在埃特鲁斯基的时代，直到公元前四世
纪，萨尔泰阿诺这片土地曾是人口密布
的地区，最好的证据便是大量的墓地；
特别是那些公元前七世纪的带有典型的
成人首型的瓮的坟墓，还有后来从钙华
土壤中挖掘出的壮观的家族墓地，大量
的珍宝、精致的陶器和石雕。不要忘记
去参观考古博物馆和地狱战车之墓
（Tomba della Quadriga Infernale），2003
年它的发现得到了国际媒体的热切关注，
尔后吸引了全世界的游人。

www.sarteanoliving.it 不仅仅是一个由政
府开通为了给游客提供信息的网站，还
是一部真正的人生哲学：它就像萨尔泰阿
诺地区的附加值，展示了这里的居民、人
们生活的氛围，由这里的协会自发组织
的若干活动也体现的这里的生活质量。

旅行在萨尔泰阿诺
在这片土地的旅行，一部分是由考古博物馆和包括了地狱战车之墓的皮亚纳切墓地群组成的，还有一部分重要景点是十五世纪的城堡建筑，游人还
可以在旧城区的那些教堂里参观，尤其要去圣·马尔蒂诺教堂，去瞻仰《贝卡弗米的圣母领报节》，以及圣·罗伦佐教堂和圣·方各济教堂。不要忘了
造访卡斯蒂利翁切洛的特利诺罗，从奥尔恰河谷俯瞰非凡的景色。如果您还预留了更多的时间，不要错过那12条交错的小路，更多信息可以从
www.sarteanoliving.it 下载，该路线起点是冯特维特利亚那（Fontevetriana）地区，终点是可以看到切托纳山 (Monte Cetona) 的地方，该山是基亚纳
河谷和奥尔恰河谷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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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纳伦加

人口: 12825
海拔: 364 米
www.comune.sinalunga.si.it

它位于锡耶纳的瓦尔第基亚纳地区的边缘，阿雷佐（Arezzo）省和佩鲁贾
（Perugia）省的交界处。这是一个丘陵起伏并带有未被开发的森林的地方，
成排的葡萄藤和橄榄树遍布于基亚纳山谷，西纳伦加因葡萄酒、橄榄油和
基亚尼纳肉制品而驰名，对于乡村旅游爱好者一定有特别的吸引力。
小镇在海拔365米的丘陵上延伸开来，总面积有79平方千米，其中有18平方
千米是被森林所覆盖着的。
除了农业活动，如今西纳伦加最主要的活动便是以陶器、机械和手工业为
代表的生产活动。与其他极美的艺术之城仅相隔几公里，西纳伦加引以为
豪的是它的建筑美景和文化。其中，十七世纪的圣母雪花玛利亚（Santa
Maria delle Nevi）教堂和圣十字教堂是属于悲悯兄弟会（la Confraternita di
Misericordia）的，如今被当做礼堂使用的圣·露琪亚（S.Lucia）教堂，在五
世纪时曾是市政厅开会的地方，这传统上被称作“觥筹纳陶柳”（“Concionatorio”）；普莱托里奥宫（Palazzo Pretorio）(十四世纪)，建成于十四世纪上
半叶，其外墙和塔楼后来都用托斯卡纳红砖重新修筑。它曾是民政当局所
在地，外墙的一边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城徽，在右边的壁龛里摆放着中世纪
宗教裁判所用来惩罚罪人的枷锁。
一年到头都有不计其数的民间演出 ，它们由各类协会组织和举办，吸引了
大量的游人，同时也让当地的团体得以展示他们原汁原味的“本色生活”和自
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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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罗·平苏蒂-受人景仰的钢琴家和成果颇
丰的歌剧作曲家，以“玛格丽特（Margherita）”、“威尼斯商人（Il Mercante di
Venezia）”最为著名，此外还创作了其他
400余首各类咏叹调和歌曲，这给他的故
乡西纳伦加带来了无限的声望与荣光，
法国评论家哈尔（Haar）曾评论道：“他
的音符就像翅膀一样，飞抵了诗歌的境
界”。1871年，他为参加世博会的意大利
代表团创作了一首颂歌。修建于1797年的
西纳伦加市政音乐厅，是做工精细、音
效出众的瑰宝，后来以该音乐家名字命
名。

Asinalonga-西纳伦加Sinalunga的名称究竟
是来源于“sinus”还是“asino”，至今仍是个
疑问。有可能来源于缔造者的名字Asinio
Pollione，又或许是因为距离锡耶纳
（Siena）较远，因而得名“A Sena longe”。
历史学家佩奇（Pecci）认为，它曾被称
作“Asina”是由于屁股，它位于市政第一
印玺中心，尔后“lunga”是因为联合了里
帕地区（Borgo di Ripa）之后，版图变长
了。
一则民间轶事则提到是因为Asinalonga和
Sciano拿 他 们 的 名 字 开 玩 笑 ； 当 时
Asinalonga就变成了Sinalonga，因为他把
名字中的“A”让给了Sciano，从而Sciano变
成了Asciano。

基亚尼纳品种（razza Chianina）的牛是
这片土地的象征，它的故事与西纳伦加
当地居民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起初，这种
“奶牛”是被农民用来干田里的重活儿的，
但是在今天，它却因为出众的肉质而受
到全世界的欢迎，这得归功于一系列的
优化精选过程，这始于1869年出生于贝托
雷（Bettolle）的埃齐奥·马尔基（Ezio
Marchi），他是这项研究的第一大功臣，
它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培育出这一杰出
的物种，为畜牧学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
的贡献。在贝托雷旧城区为马尔基树立
了一座纪念碑，于1911年11月1日揭幕。

旅行在西纳伦加

漫步于旧城区人们可以去参观的，除了奇罗·平苏蒂剧院之外，还可以去圣墓雪花玛利亚教堂（十七世纪）、圣十字教堂（十七世纪）、圣·露琪亚
教堂、著名的景点普莱托里奥宫 (Palazzo Pretorio) 、公布法令的圆柱（ Colonna Degli Editti）以及比昂卡拉娜广场（Piazza Biancalana）。当然除了旧
城区的羊肠小路之外，还可以去看看位于波焦·巴尔迪诺（Poggio Baldino）山上的十五世纪的圣·贝尔纳蒂诺修道院（Convento di San Bernardino），这
里收藏了出自于圭杜乔·科察莱利（Guiduccio Cozzarelli）和本韦努托·迪·乔万尼（Benvenuto di Giovanni）之手的精美的桌子；还珍藏着庇护圣母
（la Madonna del Rifugio）-瓦尔蒂基亚纳的守护神-的画像。在南面巍然耸立着一闻名遐迩的建筑珍品，那便是“阿莫罗萨别墅（Villa dell’Amorosa）”，
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末。如今它已被改造得更加优雅与实用。在山谷里人们还能走进灌木农场（la Fattoria della Fratta）欣赏美景，其中圣·乔万尼
（San Giovanni）教堂里收藏有索多玛（Sodoma）的湿壁画。然而，这片土地还有其他的特色，比如说风格独特的“莱奥波尔蒂内之家（Casa Leopoldine）”，它位于贝托雷小镇的乡间，其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尔后由瓦尔第基亚纳的工匠改造。另一条旅游路线是由被完好的保
留的中世纪村庄组成的，她们就是面对着山谷的思科洛菲亚诺（Scroﬁano）镇，和法尔内泰拉（Farnetella）镇小镇小镇和里戈马内奥（Rigomagno）
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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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耶纳的托里

人口: 7433
海拔: 325 米
www.comune.torrita.si.it

托里塔展示的是一个坚固的城堡的城市进化过程，城堡的很长一段被可以追
溯到十二世纪的古城墙所环绕，其中仍有一些原来的城门入口被打开：贾维
娜门（Porta Gavina），满足之门（Porta a Pago），太阳门（Porta a Sole）。
第四个门，也就是新门（Porta Nova），位于城墙的西段，曾在九世纪被打
开。城市的中心是马泰奥蒂广场（Piazza Matteotti），广场上有个古老的蓄
水池，它曾经为整个城市提供水源。位于通往四个城门的大道交汇处的广场，
一直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十二世纪的市政厅（ Palazzo
Comunale）曾是市民政府的旧址，面朝市政厅放眼望去高处的双排齿状塔顶，
使人联想到锡耶纳的塔。市政厅广场旁是奥斯库里城市剧院（Teatro
Comunale degli Oscuri），它因十八世纪同名的学院而诞生，在里面能看到著
名的歌剧演员朱里奥·内里（Giulio Neri）的半身照，朱里奥·内里1909年出生
于托里塔，他仍然活在他同乡们的记忆中。罗马式的桑塔·弗洛拉和露琪拉教
堂是城中最古老的教堂。它只有一个殿，其外部都由精美的瓷砖所装饰，里
面珍藏有许多著名的艺术作品，其中就有多纳泰罗（Donatello）的半月形的
大理石浮雕《救世主之血》。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间，这里的经济经历了从农
业结构到工业的进化过程，除了农产品加工之外，人们早已开始了丝绸、玻
璃、毛毡的生产，并经营染坊。今天，工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主要的就业岗
位，这些工业生产涵盖了建筑公司、冶金机械、建筑材料以及陶瓷和木艺手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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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迪·塔克（Ghino di Tacco）：因其外
号“绅士强盗（Brigante Gentiluomo）”而
为人们所熟知，他出生于1265年一个托里
塔的贵族家庭。失去了来自贵族家庭世袭
的荣誉后，老塔克与儿子吉诺和图里诺为
了复仇，在1285年，被送进了托里塔郊区
的监狱。因此塔克和图里诺还在田园广场
（Piazza del Campo）被审判。吉诺成功
逃走了，并成为了拉蒂科法尼（Radicofani）城堡的主人，这也成为他了扣押人质、
索取赎金和劫掠的大本营。这是一个特立
独行的强盗，他劫富济贫，不虐待受害者。
1300年以后，相关的新闻中断了，但传奇
的故事开始了，但丁（Dante）和薄伽丘
（Boccaccio）也做出了贡献。

1363年10月，锡耶纳共和国军队和雇佣军
“德尔·卡佩罗（del Cappello）”之间的战
斗在托里塔城墙下打响，瓦尔第基亚纳惨
败。雇佣军（la Compagnia del Cappello）
是由佛罗伦萨（Firenze）共和国招募的
雇佣兵组成的，用来对付比萨（Pisa）。
出于对可能遭受入侵的恐惧，佛罗伦萨
人请雇佣军再次来到佛罗伦萨，但要求
是给领国锡耶纳造成更重大的伤亡。当
时，共和国政府派遣了5000人参战，却
被锡耶纳骑士和来自于托里塔城堡内的
市政民兵联合屠杀了。

南齐亚：据说当年佛罗伦萨人在德意志
军团的帮助之下围攻托里塔的时候，俘
虏了一位名叫南齐亚的老妇，她被强迫
歌颂佛罗伦萨首领。怀着对锡耶纳共和
国的赤诚，老妇一直在为“狼（la Lupa）”
而欢呼喝彩，士兵们恼羞成怒，将她的
手和脚钉在了加维纳城门上。南齐亚直
到咽气的那一刻，都不忘记高呼“狼，狼”，
而托里塔人为了纪念她英雄的举动和为
锡耶纳共和国捐躯，他们将一条路命名
为狼路（la Via della Lupa），这里曾经是
沼泽，改造工程从托斯卡纳的莱奥波尔
多二世（Leopoldo II di Toscana）开始，
直到建筑工人弗索布隆尼，终于使这里
成为一条道路，并能欣赏到瓦尔蒂奇亚
纳绝妙景色和肥沃的平原。

旅行在托里塔
文·桑托小道（il sentiero del Vin Santo）是一条具有历史痕迹的的小径，如果你热爱大自然，打算徒步、骑马或骑山地自行车，这条路线将会是理想
的选择。这是一条追忆之路，它的诞生是为了通过修善那些古代的小路来重新发现美景，与此同时，它也是为了给当地提供一种从生态、社会和经
济角度出发，都能给人们带来休闲与享受的场所。托里塔旧城区所对应的是古老的中世纪城堡，在参观完了它之后，我们走在附近总长度为七公里
的大道上，根据古代文献复原的中世纪古香古色的街道将托里塔两个城堡和蒙特弗罗尼克（Montefollonico）联结在了一起。到达蒙特弗罗尼克我
们就能一边欣赏瓦尔蒂基纳亚和特拉斯梅诺湖（Lago Trasimeno）最美丽的景色，享受视觉的盛宴，一边小酌一杯文·桑托，这是这块土地上最杰出
的产物，是热情好客的象征，每年的12月8日都会在蒙特弗洛尼克举办一次演出活动，演出的主角会问你想来一小杯文·桑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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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宽达

人口: 1393
海拔: 453 metres above sea level
www.comune.trequanda.si.it

这片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独创性以及对于乡村古老传统的保留；居
民的自觉和环境的影响，保障了这里的宁静与安逸。当地的物产，特别
是美食美酒和concai大师的能力，丰富了所有游客的味觉和视觉。
该城市错落于阿夏诺（Asciano），圣·乔万尼·达索（San Giovanni d’Asso）
和博孔文托（Buonconvento）之间，特雷宽达的独特和魅力来源于它郁
郁葱葱的丘陵、迷你的徽章、古老的植物和与世隔绝的小土丘上的农舍，
这些小山比锡耶纳的科莱特（ Crete Senesi）和瓦尔第基纳亚还要高。
景色随着季节的变换而不同，赋予了游客多姿多彩的视觉体验。在丘陵
之上有特级压榨橄榄油伴随着传统的烤面包，醋油葱泡面包，番茄之皇
以及至今仍由女性手工制作的神秘的工艺品。陶器装饰着特雷宽达的三
个村庄的各个角落，佩特罗尤（Petroio）和卡特木齐奥（Castelmuzio）
的自然美景都因这些非常重要的建筑作品的出现而更加丰富：特雷宽达
的巴洛克式圣·佩特罗和圣·安德列亚教堂正对着“太阳门（Porta a Sole）”，
里面存放着贝亚达·博尼采拉·卡恰孔蒂的骨灰瓮；佩特罗尤的圣·皮耶特
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卡特木齐奥的兄弟会教堂（Chiesa della
Confraternita），切纳诺（Cennano）的阿巴迪亚·西西里（Abbadia
Sicille）教堂，圣·吉奥尔吉（San Giorgio）教堂和圣·斯特凡诺主教堂
（Pieve di S.Stefano），所有的美景既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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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aio大师-鲁道夫·莫尔维杜其直到如今
仍是典型的特雷宽达传统不折不扣的代
表人物之一。当你来到佩特罗尤，他的
小巧又美丽的家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
抵御他手工小作坊的诱惑，或者说他是
“内政部的外国人”。他的庭院，被当地奉
为 瑰 宝 ， 装 点 着 陶 器 博 物 馆 （ Museo
della Terracotta），在那里鲁道夫对于所
有的进入博物馆现场学习制陶技艺的人
来说，是既认真又负责的导游，也是老
师。特雷宽达的历史讲述着贝阿达·博尼
采拉（Beata Bonizzella）的故事，她曾是
一名贵妇人，她慷慨地帮助别人，因而
每到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人们都致力
于如何展示庆祝的活动。动人的故事是
由安杰拉·隆古奇（Angela Roncucci）-- 游
客中心的管理者讲述。

特雷宽达的名称来源仍是个迷。有人追
溯到埃特鲁斯基神话的Tarkonte；有人认
为是改动了“terram quandam”，意思是一
些土地；有人研究认为名字来源于市镇
城墙的三个门，“三看”；有人定义为市政
徽章上的三个高脚杯。这个地名在一些
1198年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被找到，该文
献来自于所谓的锡耶纳的一个强大的部
落。城市的历史是这样的，在特雷宽达
的加里波第广场上，在一个洁白的小教
堂旁边，人们打开了进入十二世纪城堡
的入口，这个城堡当时是卡恰孔蒂的府
邸。在1500年特雷宽达遭受了奥地利-西
班牙-梅迪奇军队的袭击，随即落入了梅
迪奇家族的控制之下。经历了各种变迁
之后，在1833年特雷宽达和佩特罗尤被并
入卡斯特木齐奥，这里早已是皮恩扎
（Pienza）的一部分了。

被称为“Brandano il folle” 的绘画大师，实
际上是巴尔托罗米奥·卡罗斯（Bartolomeo
Carosi），于1486年出生于佩特罗尤。年
轻又无畏，开始信仰宗教，并游历了意
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而且一只
手拿着十字架另一只拿着头骨做宣讲，
对于预言韵的谴责使他成名。在罗马，
他被引荐进入克莱门特七世教皇的教廷，
他被囚禁了几次，最后被绑起来装在麻
袋里扔进了台伯河；但他奇迹般地生还
了。他回到了锡耶纳，在那里他度过余
生，享年68岁。关于他其他的事，人们
找不到更多的线索。

旅行在特雷宽达
特雷宽达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从佩特罗尤到克罗切，山间一次极惬意的漫步；在百年的参天大树下的一次清爽的野餐和阅读。在回去的路上可以骑
着马儿漫步在橄榄树林里，还可以去看看卡斯特木齐奥和佩特罗尤美丽的村子，然后参观那些村民博物馆（佩特罗尤的陶器博物馆和姜卡罗·帕拉
维奇尼的考古系列展）。至于晚上，不妨选择一个地道的农家来放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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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宪兵队：112
火警：115
救护车：118
警察局：113
急救：医院联盟
La Val di Chiana ASL7-Loc.Nottola
电话+39 05787131
消防：1515

切托纳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8237636
基安其亚诺 特尔米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8 652500
市政泳池电话+39 057831142
马可尼广场泰玛利泰雅泳池
电话中心848800243
马蹄莲广场特尔米水疗中心
佩鲁基尼 阿奎桑塔酒店
电话中心848800243
特尔米圣·艾连娜自由大街
电话+39 057831141
艺术博物馆自由大街，280号
电话+39 057860732
传真+39 0578 63989

道路救援：803116
公共卫生兽医：+39 0577 689472
+39 0577689483
意大利铁路：892021
巴士时刻信息：
www.busfox.com/timetable/
+39 0577208024
锡耶纳博物馆网络
www.museisenesi.org
教堂开放时间：
10:00-13:00/15:00-18:00
节假日不休

丘西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8223629
传真+39 057820178
蒙特普尔齐亚诺
蒙特普尔齐亚诺温泉
温泉路46号，圣·阿尔比诺
电话+39 05787911
www.termemontepulciano.it
市政泳池
室内室外
罗马路8号-蒙特普尔齐亚诺车站
电话+39 0578738052

“美丽之源”泳池
南温泉大街-圣·阿尔比诺
电话 +39 0578 798048
国际艺术中心
老菲奥伦佐拉街,5号
电话+39 0578 757089
www.fondazionecantiere.it
“IL SASSO”意大利语学校
格拉齐阿诺路，2号
电话+39 0578 758311info@ilsasso.com
蒲萄酒窖
蒙特普尔齐亚诺贵族
伟大广场，7号
电话+39 0578757812
enoteca@consorziovinonobile.it
传真、电话+39 330732723
巴尼的圣卡夏诺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858911
绿色温泉
托斯卡温泉度假村
温泉区，1号
电话+39 057857241
CONSORZIO TERRE E TERME
info@sancascianobagni.com
萨尔泰阿诺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8269225
泳池公园圣浴路，29号
（室外泳池，露营）
电话+39 0578 26971

西纳伦加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7635260
市政泳池
翁贝托一世路， 阿雷佐泳协，
0575 489844
（只有室外泳池）
基亚尼纳友协 CHIANINA
info@amicidellachianina.it
锡耶纳的托里塔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7688230
特雷宽达
市警察局
电话+39 0577635260
市政泳池莱切特罗路
电话+39 0577662292

迎宾和旅游信息

• 切托纳的当地旅游办公室 www.cetona.org 电话/传真+39 0578.239143
• 基安齐亚诺温泉信息办公室 瓦尔第基亚纳
意大利广场，67 - 53042 电话 +39 0578 671122 www.vivichianicanoterme.it
• 吉安齐亚诺温泉国家商业中心 www.ccnchiancianoterme.it
info@ccnchiancianoterme.it 电话 +39 3347881989
• 丘西当地旅游办公室—保尔塞纳路，79号--丘西（锡耶纳省）www.prolocochiusi.it
电话/传真 +39 0578227667
• 蒙特普尔齐亚诺当地旅游办公室 www.prolocomontepulciano.it
电话/传真 +39 0578757451
• 巴尼的圣卡夏诺当地文化协会 www.sancascianodeibagni.org
电话/传真+39 057858141
• 萨尔泰阿诺的旅游办公室 www.sarteanoliving.it 电话/传真 +39 0578269204
+39 0578265312 turismo@comune.sarteano.si.it
• 西纳伦加的当地旅游办公室 圣马尔蒂诺路 info@prolocosinalunga.it
• 锡耶纳的托里塔的当地旅游办公室 www.prolocontorritadisiena.it 电话+39 0577 686571
• 特雷宽达的当地旅游办公室 电话/传真 +39 0577 662296
最新最全的住宿信息清单 来源： www.terresiena.it

蒙特普尔齐亚诺贵族葡萄酒（VINO NOBILE）之路
这是一个协会，它拥有超过120个会员：酒厂、酒窖、旅馆、农家乐、参观、温泉，等
等。它并非字面意义的“道路”，而是一副隐藏于瓦尔地基亚纳的丘陵之间的藏宝图，在
那儿有壮美的景色，上千年的艺术与文化，品质卓越的红酒与土特产都是它的珍宝。
从1998年开始，它就一直致力于促进本土的发展，并为游人在主题游、文化活动以及
服务方面提供多种选择，旨在丰富他们的体验与经历。多亏了他们在商业旅游推广方
面的能力和植根于本土的理念，“蒙特普尔齐亚诺贵族葡萄酒之路”在整个锡耶纳的瓦尔
第基纳亚的旅游体系中，完美地承担了信息提供的任务。
信息点:
伟大广场，7号-53045，蒙特普尔齐亚诺（锡耶纳）
电话:+39 0578717484 传真:+39 0578 752 749
www.stradavinonobile.it - Skype: stradavinon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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