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酒之路引导您穿越尼伊圣乔治 (Nuits-Saint-Georges) 葡萄园区和沙布利 (Chablis) 葡萄园区，途经博讷
丘 (Côtes de Beaune) 葡萄园区或者普伊 - 菲塞 (Pouilly-Fuissé) 葡萄园区。葡萄园区的高处坐落着 5 个世纪
之久的古老中世纪城堡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例如：昂西 -勒弗朗 (Ancy-le-Franc)城堡，巴佐什 (Bazoches)
城堡，叙利 (Sully) 城堡，欧苏瓦地区新堡 (Châteauneuf-en-Auxois) 城堡。您如果希望体验非同寻常，那就
请您前往皮塞地区 (Puisaye) 并且游览盖德龙 (Guédelon) 城堡，这里正在使用中世纪的技术建造的一座中世
纪城堡。

从比布拉科特 (Bibracte) 建于公元前 1 世纪的防御工事到欧坦 (Autun) 的雅尼斯古罗马神殿 (Roman temple 
of Janus)，一批历史瑰宝见证了勃艮第地区几百年来的影响力。在克吕尼 (Cluny)、韦泽莱 (Vézelay)、卢瓦
尔河畔拉沙里泰 (La Charité-sur Loire) 以及丰特奈 (Fontenay)，您可以欣赏克吕尼修会和熙笃会的中世纪
修道院宗教遗产。在勃艮第地区的历史之都第戎 (Dijon)，您可以花些时间欣赏琉璃瓦屋顶和公爵宫 (Ducal 
Palace)。

勃艮第地区非常适合体验河流旅游，它拥有法国最宽广的内河航道网。您可以沿着著名的勃艮第运河 (Canal 
de Bourgogne) 航行，或者在讷韦尔奈运河 (Canal du Nivernais) 上乘船巡游，您将在此欣赏到以“萨尔迪
阶梯”(échelle de Sardy) 著称的设计巧妙的系列船闸。

勃艮第地区

勃艮第地区长期以来都被公认为是一个艺术与
历史之地，凭借它罗曼风格的遗产和卓越的红
白葡萄酒闻名，这片地区还拥有许多惊喜。

探索第戎的历史并且欣赏这座昔日的勃艮第公爵之都的魅力。
请您跟随设置有 22 个站点的“猫头鹰标志”线路，您借此可
以探访这座美丽城市的重要区域。您可以探索景点周边的街
巷，您将很快遇到圣米歇尔教堂 (St-Michel church)，它的双
塔正立面与您在法国见到的任何其他教堂都不同。最后，芥
末酱博物馆 (Mustard Museum) 可以回答您关于第戎这种最
著名调味品的所有问题。

“绿色之路”(“voies vertes”)
可以提供许多不同的骑行道路。
从约讷河 (Yonne) 两岸到索恩河
(Saône) 畔，5 条不同的线路沿
途有获得“勃艮第骑行之旅”(Tour 
de Bourgogne à Vélo©) 质量标
志的旅舍和酒店竭尽全力为骑行
游客提供服务。您可以骑行前往
索恩 - 卢瓦尔省 (Saône-et-Loire)
的水疗小镇波旁朗西 (Bour-
bon-Lancy)，在约讷省 (Yonne)
的唐莱 (Tanlay) 参观文艺复兴

风格的唐莱城堡，在马孔奈地区 (Mâconnais) 游览科尔马坦
(Cormatin)，或者花时间在米伊 (Milly) 探索浪漫诗人拉马丁
(Lamartine) 的故居。

寻求刺激的人士可以在马尼库尔 (Magny-Cours) 家喻户晓
的赛道上试驾，或者在约讷省的尚勒塔尔岩洞 (grotte de 
Champ-Retard) 体验夜晚蹦极。如果您想在某个安静但却非
同寻常的地方住宿，您可以预约一辆吉普赛大篷车、一顶圆
顶帐篷或者一间船屋。在莫尔旺山 (Morvan Mounts) 的河流
与湖泊之间，您甚至可以在树顶吊床过夜！
无论是度假还是路过，请务必去一家米其林餐厅品味一顿
美食餐。您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特色菜，例如：沙罗莱地区
的牛肉 (Charolais beef)、蜗牛、布雷斯地区的鸡肉 (Bresse 
chicken) 或者著名的第戎芥末酱。

勃艮第地区全年举办各种令人激动的
活动。从欧塞尔 (Auxerre) 的葡萄园之
花 (Fleurs de vigne) 活动到科多尔省
(Côte-d’Or) 索略 (Saulieu) 的美食日
(Journées gourmandes) 活动，不要
忘记还有在索恩河畔沙隆 (Chalon-sur-
Saône)举办的沙隆街头艺术节 (Chalon 
dans la Rue)，以及一些历史再现表演
和其他葡萄酒活动，其中许多活动都
安排户外表演和展览。

音乐爱好者可以在讷韦尔 (Nevers) 欣
赏现场表演的动感爵士乐。如果您更
加喜爱蓝调，请别错过勒克勒佐音乐
节 (Le Creusot festival)。 第 戎 凭 借
它举办的宗教音乐节 (Sacred Music 
festival) 吸引世界各地的听众。国际
巴洛克歌剧节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Baroque Opera) 则在博讷济贫院
(Hospices de Beaune) 令人印象深刻
的庭院内举办。

请您亲身体验勃艮第地区的丰富活动，
从不同寻常的郊游到街头艺术节，从
内河航道之旅到骑行假日，勃艮第地
区的许多瑰宝等您探访！

乘坐飞机
巴黎机场（鲁瓦西 - 戴高乐机场 Roissy 
Charles de Gaulle 和奥利机场 Orly），里昂
机场（圣埃克絮佩里机场 Saint-Exupéry），
日内瓦机场以及巴塞尔 - 米卢斯机场 (Ba-
sel-Mulhouse) 都与勃艮第地区相距不远，有
公路和 TGV 高速火车铁路衔接。

乘坐火车
TGV 高速火车网让您能够很快抵达（巴黎 – 
第戎：1 小时 40 分钟）。从第戎出发，有直
达高速火车通往巴黎迪士尼乐园和戴高乐机
场。目前，从里昂出发，1 小时 20 分钟可以
抵达第戎；从马赛出发，3 小时可以抵达第戎。

自驾车 ( 公路 )
A-5 高速公路：巴黎 – 桑斯 (Sens) - （特鲁瓦
Troyes） - （第戎 A5/A31 连接点）
A-6 高速公路：巴黎 – 桑斯 – 欧塞尔 (Auxerre) 
– 阿瓦隆 (Avallon) – 索略 (Saulieu) – 欧苏瓦
地区普伊 (Pouilly-en-Auxois) – 博讷 (Beaune) 
– 索恩河畔沙隆 (Chalon-sur-Saône) – 图尔尼
(Tournus) – 马孔 (Mâcon)
A-77 高速公路：巴黎 – 卢瓦尔河畔科讷
(Cosne-sur-Loire) – 讷韦尔 (Nevers)

首先您将沿着勃艮第运河 (Burgundy canal) 在连绵起伏的欧
苏瓦地区 (Auxois) 乡间体验出游的乐趣。大约 1 小时之后，
您将抵达中世纪小镇欧苏瓦地区瑟米 (Semur-en-Auxois)。您
可以在街巷散步并且驻足品尝甜品，同时欣赏小镇筑防城墙
的壮观景致。之后，请您游览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的丰特奈修道院（abbey of Fontenay，建于 12 世纪）。
或者选择探访一个宗教中心的遗址——克吕尼修道院 (Cluny 
abbey)，它曾经是中世纪西欧最大修会的总部所在地。一部
3D 影片以及修道院的虚拟重现影像展示了基督教世界往日最
大教堂的风貌。

在博讷探索法国的历史，这座昔日的勃艮第之都如今依然保
留了一些卓越的历史古迹。主宫医院 (Hotel-Dieu) 是法国最著
名的历史古迹之一，是建于 15 世纪的建筑杰作，拥有令人称
奇的琉璃瓦顶，另外，博讷大部分的老城墙都得以保存。在
管理得当的市中心的蜿蜒街巷漫步是消磨白天时光的好方式，
夜晚，这座集美食与葡萄酒于一体的著名热点城市可以提供
各种美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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