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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Swiss
关于瑞士人文之旅

在瑞士的旅行，不一定非要去爬雪山，瑞士还有明丽的湖泊、

伯尔尼附近的爱蒙塔尔，可以品尝到瑞士最有名的最正宗的爱

美丽的城镇、宁静的乡村、香醇的美食与美酒、传统悠久的手

蒙塔尔蜂窝奶酪。在朗瑙 (Langnau) 火车站，租一辆电动单车，

工制造业，瑞士人文之旅，同样精彩。

在爱蒙塔尔的乡间小路上骑行。或是在青青的原野上、或是在
爱蒙塔尔河边、或是穿过一座座古老的木廊桥，非常惬意的感

巴塞尔号称博物馆之都，这里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最小的，形

受。最妙的是还可经过瑞士最有名的 Kambly 饼干厂，在里面

形色色的博物馆。奔淌的莱茵河从城市的中心穿过，在莱茵河

可以大肆免费品尝各种口味的饼干。

上，至今仍然保留了上百年历史的摆渡船。
拉沃梯田葡萄园，位于阿尔卑斯山南坡上，面朝莱蒙湖，整个
纳沙泰尔位于瑞士最大的纳沙泰尔湖畔，被大仲马形容为“用

葡萄园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盛产沙斯拉白葡萄酒。拉沃

黄油雕出来的小城”。这里的旧街区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中世

有包括 Rivaz 在内的 6 大酒乡，从 Baron Tavernier 酒店前往

纪风格，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城的房子，外墙几乎全部都是黄

Rivaz 村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徒步旅程，

褐色的石灰岩，非常漂亮。强烈推荐瑞士最浪漫的一条小街，

有湖面的清风，有原野的花香，有葡萄园曲折蜿蜒的小路。抵

在纳沙泰尔市场广场（PL.des Halles）附近。整条街面与两

达 Rivaz 村，找一家小酒庄品味美酒，同时听主人讲述古老的

边的墙上，都是当地的女艺术家 Anne Monnier 手绘的、充

家族酿酒传统。

满童真的图案。
瑞士东部的恩嘎丁地区，有最漂亮的小村庄瓜尔达，村子里房
中世纪风格的比尔老城区和比尔湖畔，如画中境界般令人留连

子的外墙上，几乎都有朴素的白水泥画。迈恩费尔德，是瑞士

忘返。乘游轮前往圣皮埃尔岛，卢梭在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

儿童作家约翰娜 • 施皮里小说《海蒂》的主人公——阿尔卑斯

晚餐就在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改建成的餐厅就餐。比尔小城的

山少女海蒂和爷爷生活的地方。从海蒂之家（博物馆）出发，

欧米茄博物馆，可以充分体验瑞士的钟表文化。乘火车前往圣

去往山上的海蒂小屋和海蒂喷泉，徒步大约两个小时，会经过

科瓦，这里是瑞士八音盒的故乡，体验八音盒的美妙声响，会

葡萄园、果园、牧场与田野，四面是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景色

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动。

非常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北京 & 瑞士生活水平比一比 （近期汇率：1 元≈

0.1467 瑞士法郎，1 瑞士法郎≈ 6.8149 元）

54.4 （8CHF）
13.6（2CHF）
1

18

40.8（6CHF）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2

102.0（ 15CHF）

3-8

公交车票价

约 30 人民币（$ 4）

一斤苹果

35

一场电影

瓶装矿泉水

瑞士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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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地处欧洲中部，境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降雨较少，空气比较干燥，属于平原气候，而阿尔卑
斯山以南的地区，降雨充沛，日照时间长，属于海洋性气候，国虽不大，但是气候就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让人称奇。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春 4~6 月
苏黎世六鸣节（Sechsen Läuten）
每年 4 月的第三个周一
苏黎世六鸣节又叫烧雪人节，也可以理解为苏黎
世的春节。在这天一个“雪人”被放置在广场中
央的草垛上烧掉，意为送走冬天。雪人身体里还
有六响鞭炮，当雪人被点燃后六颗鞭炮会分别爆
炸。男女老少穿着民族服装，街头还有各种管乐
队的表演。下午两点半狂欢正式开始，骑警开道
后，狂欢的方阵涌入广场。年轻姑娘和小孩手捧
鲜花美酒，花车上的人们一面表演一面向人群抛
洒糖果和面包。4 点 45 左右草垛被点燃，人群
也沸腾起来，广场中间的骑马者开始举着彩旗绕
着草垛骑行，人们手舞足蹈庆祝着春天的到来！

夏 6~8 月
国庆日（Swiss National Day）每年 8 月 1 日
在 19 世纪末以后，8 月 1 日成为瑞士国庆节，
它是为了纪念瑞士老三州的结盟（乌里、施维茨
和尼瓦尔登）。为庆贺节日，来自政界、文化界
的名人将进行演讲、趣味比赛、唱国歌等活动。
建筑物上将悬挂国旗、州旗、地区旗帜，烤面包
的人也将制作插有瑞士国旗的面包。莱茵瀑布还
有特别的庆祝活动，这天晚上，瀑布周围灯光闪
耀，举行的篝火晚会也异常地吸引人。对瑞士人
来说，篝火有着特别的含义。几百年来，他们在
山顶建造了烽火台，当危险发生时点燃。瑞士每
个地区在国庆节都点燃篝火，放烟花来庆祝。
www.myswitzerland.com/en-us/swissnational-day-august-1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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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1 月
葡萄酒节 每年 9~10 月
每年 9~10 月，“香气四溢”的葡萄酒节庆祝
活动拉开帷幕。在莱蒙湖畔的沃韦 (Vevey),，
当地人都会着传统服装载歌载舞，而他们的头
上，都会戴一个葡萄藤编织的花环。
纳 沙 泰 尔 也 是 瑞 士 酒 乡 之 一， 大 约 从 10 世 纪
开始即开始栽种葡萄、酿制葡萄酒的历史，从
1925 年开始居民们以节庆活动来表达对“葡萄”
的尊重及喜爱。葡萄酒节庆时间为每年 9 月的最
后一个周末，其间音乐、游行、品酒等活动将城
市气氛炒至高潮。
卢加诺葡萄酒节起源于 1932 年，以自己最引以
为傲的葡萄园、葡萄酒，展开盛大的葡萄酒节庆，
舒展自己的“紫色风华”! 在节日里免费供酒，
大家不醉不归。
瑞士全境

冬 12~ 次年 3 月
巴塞尔狂欢节（Basler Fasnacht）
复活节前第四个星期的星期三开始，连续 3 天
巴塞尔狂欢节于每年的复活节前第四个星期的星
期三开始，连续 3 天，几乎昼夜不停。节日期间，
全市 23 万居民倾城出动参加狂欢。节日前人们
制作各式各样节日服装和千奇百怪的假面具，练
习吹笛打鼓。节日前夜，人们通宵不眠等候在市
中心的广场上，凌晨 4 点钟声一响，全城电灯熄
灭。一瞬间烛光闪烁，鼓号震天，游行开始。一
队队游行队伍由领队率领穿街而过，随后是鼓号
队、化装队伍。人们踏着鼓号的节拍有节奏行进。
有的队伍抬着纸糊的巨型灯笼，上面写着诗句或
画有讽刺时事的漫画。妇女和孩子们不时将彩色
纸屑抛向人群中。游行队伍的礼品车上，化装成
各式各样的怪人，从车上向人群抛撒糖果和纪念
品。巴塞尔人十分重视这个节日，并引以为荣。
他们认为这几天人人都是大地的主人，“人人都
是国王”。
巴塞尔

Tips 小贴士
由于每年举办的日期和时间不一定 , 具体的时间请以瑞士
旅 游 局 官 网 cn.visitSwiss.com/Events（ 中） 发 布 的 信
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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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酒店，有的以历史见长，有的以建筑傲人，以的则以地势取胜。但无论是哪一家酒店，它们都拥有
瑞士独有的奢侈，那就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景色优美的湖光山色。瑞士的高端奢侈酒店，通常有两个
特点，或者是在城市的中心，位置非常好，或者是在宁静的湖泊或是山间，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而经济
型酒店，通常位于市区，硬件设施虽然一般，但是交通非常便利；背包客栈通常位置会偏远一些，有些位
于市郊，但瑞士城镇通常不大，搭公车前往也是非常便利。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纳沙泰尔（Neuchâtel）

阿拉菲尔米酒店 A la Ferme

纳沙泰尔湖是全境在瑞士的最大湖泊，这里的高端酒店，自

背包客首选丨美景 & 美食尽在眼前

然都拥有美妙的湖景，有的甚至就位于湖中，天气好的时候，

酒店位于纳沙泰尔乡间的一座农舍中， 距离 Savagnier 镇中心

更是可以欣赏到对面的欧洲最高峰勃朗峰。而背包客栈，通

仅 300 米，是客人野外散步和进行一日游活动的理想下榻之地。

常位于城市郊区，虽然没有湖景，但是山间的景色一样怡人，

A la ferme 酒店所有客房均设电视、休息区以及乡村风情的木

交通也很便利。

制家具， 并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酒店的早餐厅每天清晨为
客人提供欧陆式早餐，还可以品尝到来自纳沙泰尔的传统食材。

帕拉菲特酒店 Palafitte Hotel
高档丨拥有无敌景观的“亲水”别墅
Palafitte Hotel 的所在地纳沙泰尔是一座有着浓郁中世纪色彩的
城市，而酒店本身却处处流露着一种现代简约的风格，两者构成
了一幅略带冲突感的和谐画面。酒店一共有 24 套独立别墅客房，

酒店距离 Petit~Savagnier 巴士站仅 400 米， 距离纳沙泰尔湖
有 15 分钟车程。酒店设有免费停车场
Route de la Tuilière 16, 2065 Savagnier
55 瑞士法郎起

除了坐拥美丽的湖景，天气好的时候，更是可以欣赏到对面的欧
洲最高峰勃朗峰，所谓无敌景观，大抵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酒店的装饰风格充满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简约格调，棕色装饰配
以淡雅的木质家具，按摩浴缸、咖啡机、Wifi 网络、家庭视频
环绕声响系统一应俱全，让你身处湖中，却并没有“孤岛”的
感觉。而房间的地板，有的部分是透明的玻璃，时不时会有鱼
儿们从下面游过，酒店真的是将“亲水”的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Route des Gouttes-d'Or 2 2000 Neuchâtel
+41 (0)32 723 02 02
580 瑞士法郎

Palafitte Hotel

www.palafitte.ch

纳沙泰尔艺术酒店 Hôtel des Arts Neuchâtel
经济型丨纳沙泰尔湖畔的艺术之地
酒店靠近城市中心和纳沙泰尔湖，虽是二星酒店，但酒店简约
的装饰风格，充满时尚与艺术气息，早餐的选择也非常丰富。
游客可从火车站乘登山缆车前往。
Rue Pourtales 3
101 瑞士法郎起
www.hotel~des~arts.ch/en

Palafitt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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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肯拉 & 布里恩茨
（Interlaken & Brienzersee）

吉特巴赫酒店 Grandhotel Giessbach
高档丨以瀑布美景独步天下

因特拉肯是瑞士最古老的旅游和疗养地之一，东南面有宏伟壮

因特拉肯布里恩茨湖山上的 Grandhotel Giessbach，以瀑布

观的少女峰，又位于图恩湖及布里恩茨湖之间，成熟的酒店设

美景独步天下。酒店于 1873 年，由法国著名的建筑师 Horace

施以及美妙壮观的山水景观，让你有充分的选择，除了山间的

Edouard Davinet 为苏黎世的 Hauser 家族建造，是 19 世纪瑞

度假酒店，因特拉肯城区的酒店同样拥有壮丽的山景，购物和

士最伟大的建筑之一。酒店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得到了

交通还更便利。布里恩茨湖的酒店，则同时拥有湖景与山景，

很多诗人、画家、雕塑家的赞美，更是当时王宫贵族，与政治家

而且更为宁静，特别适合放松。

聚会的地方。酒店的菜单上有着这样一句话：通往历史的旅程。
CH-3855 Brienz

步瑞丽酒店 Brienzerburli

300 瑞士法郎起

经济型丨可以享受湖畔露台餐厅的浪漫酒店

www.giessbach.ch/de

Brienzerburli 酒店位于布里恩茨湖沿岸的长廊上，酒店的两间
餐厅提供瑞士菜肴，包括湖中新鲜捕获的鱼、比萨饼和素食菜肴，

阿尔彭酒店 Hotel Alpenruh

同时，每天都可以享用包括各种自制面包和糕点在内的丰盛自

经济型丨壮丽美景尽收眼底的农舍式酒店

助早餐。

Hotel Alpenruh 酒店位于伯尔尼高原的无车胜地 Mürren，这

特别推荐带湖畔露台的餐厅，与美丽的布里恩茨湖零距离。充

家农舍式的酒店享有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的壮丽高山美景。

满浪漫气息的 Brunngasse 大街以及 Swiss Carving 博物馆距

在山上度过一天后，可以免费享受桑拿放松，而美丽的全景餐厅，

离酒店都只有 100 米。

可以一边品尝瑞士美食，一边欣赏壮丽的山景。同时，酒店还
提供免费的 Wifi。

Hauptstrasse 11,
+41 33 951 12 41

Schilthornbahn AG, 3825 Mürren

160 瑞士法郎起

160 瑞士法郎起

www.brienzerburli.ch

www.alpenruh-muerren.ch/en

Grandhotel Giessbach

Brienzerburli

Hotel Alpenr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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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Trois Rois

巴塞尔（Basel）

Les Trois Rois

罗恰特酒店 Hotel Rochat

与其他瑞士城市相比，巴塞尔没有壮丽的雪山与宁静的湖泊，

经济型丨市中心的宁静之所

但奔淌的莱茵河从城市的中心穿过，因此，河边的酒店同样不

酒店位于巴塞尔古城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受保护建筑之中，享

缺美丽的景致。而宁静的老城，那些老房子改建的酒店，则充

有市中心非常宁静的位置，毗邻巴塞尔大学和市区医院。酒店

满着艺术气息，巴塞尔大学附近有几家背包客栈，地理位置也

拥有 50 间客房，共有 95 个床位，郁郁葱葱的庭院让人非常

很不错。

放松。

三个国王酒店 Les Trois Rois

从火车站乘 8 路电车，Schifflände 站下车
Petersgraben 23

高档丨有着凛然与国王气势的古老酒店

115 瑞士法郎起

巴塞尔旧城区的中心地带，美丽的莱茵河畔，屹立着一家古老

www.hotelrochat.ch

的酒店，它就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酒店，拿破仑、伊丽莎白二
世、毕加索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德国作家 Thomas Mann

巴塞尔青年旅社 Jugendherberge Basel

等名人，都曾在这里下榻。这家 1792 年开业的三个国王 (Les

廉价型丨莱茵河畔的客房

Trois Rois) 酒店，果然正如其名，处处透露着国王才有的凛然

位于莱茵河附近的时尚街区，客房宽敞干净。可以选择拥有 21

与气势。酒店除了引以为傲的建筑与历史，还有大名鼎鼎的

间的双人房间，或者价格最低的 6 人房间，酒店一共有床位

Cheval Blanc 餐厅。闻名于欧洲的戈米氏指南（Gault Millau

234 张。宽敞的大堂，接待区的透明外观令人印象深刻。酒店

Guide），每年都会评选出瑞士年度优秀厨师，自 2007 年开

除了提供一日三餐，24 小时提供小吃，甚至还贴心地专为素食

始担任 Cheval Blanc 餐厅厨师长的 Peter Knog，赢得了“2010

主义者提供了素食，以此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也是众多背

年年度优秀厨师奖”，因此成为瑞士厨师界一颗闪耀的新星，

包客的首选。

也让 Cheval Blanc 餐厅更加声名远扬。

从火车站乘 2 路电车，kunstmuseum 站下车

Blumenrain 8

St.Alban~Kirchrain 10

300 瑞士法郎起

35 瑞士法郎起

www.lestroisrois.com

www.youthhostel.ch/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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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 & 爱蒙塔尔
（Bern & Emmental）
伯尔尼虽然是瑞士的首都，但是在瑞士它不算大城市，因此即
使住在城市中心，也依然可以享受宁静与悠然。阿勒河将伯尔
尼分为两半，西岸为老城，东岸为新城。老城拥有更便利的交通，
新城的酒店则更亲近自然。爱蒙塔尔地区的山与瑞士其它地区
相比，显得更为平缓，住在爱蒙塔尔的乡村酒店，你可以最真
切地体会到瑞士人悠闲宁静的生活方式。

Metropole

Hotel Schweizerhof Bern & The Spa

大都会酒店 Metropole

伯尔尼斯维哲霍夫酒店

经济型 | 伯尔尼老城的舒适客房

Hotel Schweizerhof Bern & The Spa

位于伯尔尼老城中心，一共有 59 间客房，房间虽然不是很开阔，

高档丨拥有土耳其浴室的古老酒店

但是非常舒适。餐厅内装饰有古老的水车，充满了瑞士的乡村

历史悠久的 Hotel Schweizerhof Bern & THE SPA 酒店位于伯

气息，此外酒店还设有一间气氛轻松的酒吧，坐在古老的吧台

尔尼市中心，这家五星级酒店在 2011 年进行了全面翻修，酒

上喝上一杯，特别惬意。

店拥有一个 500 平方米的健身房，spa 中心的亮点是桑拿浴室

距离伯尔尼火车站步行 5 分钟

和土耳其浴室。

Zeughausgasse 26

酒店位于伯尔尼火车站对面，步行即可轻松前往

110 瑞士法郎起

Bahnhofplatz 11

www.hotelmetropole.ch

340 瑞士法郎起
www.schweizerhof-bern.ch

格洛克酒店 Glocke
廉价型 | 拥有公共休息室的舒适酒店
位于老城繁华的钟塔附近，几年前刚刚装修过，干净舒适。
酒店的房间最多不超过 6 张床，大型公共休息室里可以看
电视，免费上网，甚至打游戏。酒店完备的厨房设施可以
免费使用，可以轻松地从附近的超市买到食材，做一顿家
乡菜一解肠胃之苦。而酒店的洗衣房，更是可以让自己焕
然一新。
距离伯尔尼火车站步行 10 分钟
Rathausgasse 75
29 瑞士法郎起

Glocke

www.bernbackpack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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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拉图斯 & 琉森湖
（Pilatus & Vierwaldstättersee）
美丽的琉森一直是瑞士的传统旅游胜地，美丽的湖水 , 阿尔卑
斯山与中世纪的建筑互相映衬，如诗如画的美景令人倾倒。住
在琉森湖边可以与宁静的湖水亲切接触，而住在湖边的山坡上，
则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古老而浪漫的皮拉图斯山，山脚
下有不同的酒店可以选择，而如果与传奇同在，则可以住在山
上唯一的皮拉图斯山顶酒店。
Hotel Vitznauerhof

皮拉图斯山顶酒店 Hotel Pilatus-kulm
高档丨 古老而浪漫的山顶酒店
1889 年，长 4618 米，全世界最陡峭的火车终于开通了。基于
此，第二年，皮拉图斯山顶酒店得以开门迎客。古老而浪漫的
皮拉图斯山顶酒店，除了众多浪漫的传奇故事，吸引人们来此
居住的，还有山顶壮丽的景观。酒店建在两千一百多米的山顶
上，从酒店的露台向四周眺望，73 座阿尔卑斯山峰尽在眼前，
其中包括著名的少女峰。住在皮拉图斯山顶酒店，一定要找一
间看得见山峰的房间，看窗外惊心动魄的落日大片浓情上演。
英国的老维多利亚女王，在当时年通往山顶的火车尚未开通时，

Hotel Pilatus-kulm

骑着毛驴上到了山顶，并在此用餐，其后酒店的餐厅因此而命
名为维多利亚女王餐厅。
PILATUS-BAHNEN AG Schlossweg 1 6010 Kriens/Lucerne
+41 (0)41 329 11 11
300 瑞士法郎起
www.pilatus.ch/en/hotel-pilatus-kulm

威斯纳乌霍夫酒店 Hotel Vitznauerhof
高档丨 拥有私家码头的卓绝之地

蒙大拿酒店 Montana
经济型丨可以乘坐世上最短火车的酒店
Montana 酒店最有趣的体验，就是乘坐世界上最短的火车！城
市高处的 Montana 酒店，由于特殊的地形，进入酒店，先要
乘坐一分钟的小火车，才能够抵达前台登记入住。位于琉森山
坡上的酒店，拥有米黄色的优雅外形和 art deco 的装饰风格，
酒店的 SPA 设施非常完善，景观餐厅选择非常丰富，一边用餐，
一边欣赏脚下的城市与湖水，感觉特别美妙。

琉森湖畔的小镇菲茨瑙（Vitznau），一面是宁静的湖水，

Adligenswilerstrasse 22, 6002 Luzern

一面则倚靠着瑞吉山，湖畔的酒店 Hotel Vitznauerhof ，

+41 (0)41 419 00

拥有自己的私家码头，在金色的夕阳落入湖水山峰的那一

220 瑞士法郎起

刻，四周没有游人，只有你自己，在那一刻，宁静就是最大

www.hotel-montana.ch

的奢侈。
酒店的建筑不高，但是其白色的主体上，镶着很复古的红边，

琉森背包客旅舍 Backpackers Luzern

再加上同样色调的尖顶儿，显示出隐隐的气势，在湖边老远就

廉价型丨 性价比超高的背包客首选

卓而不群地显现出来。酒店有 53 间客房，却拥有三个主题餐厅，

信价比非常高的一家客栈，位于琉森湖畔，2 分钟便可以从酒

其中一间 Sens 餐厅，还是 15 级 GaultMillau。夏日，在酒店

店抵达湖边。酒店拥有 9 间 4 床房，以及 21 间双床房，所有

花园的室外餐厅就餐再惬意不过了，整个私家码头都是你的领

房间都有阳台。明快宽敞的公共空间设有图书馆，也可以打游

地，黄昏时分，金色的湖水轻拍着岸边。此刻，吃什么已经不

戏，同时拥有免费的厨房设备和免费 WIFI，还有投币式洗衣房，

重要了，最美的那一道菜，就是此情此景。

24 小时可以办理入住。

Seestrasse 80 | CH-6354 Vitznau

距离伯尔尼火车站步行 15 分钟

+41 41 399 77 77

Alpenquai 42

400 瑞士法郎起

28 瑞士法郎起

vitznauerhof.ch

www.backpackerslucern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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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最佳出游时间

2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3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乘坐瑞士联邦铁路的列车前往度假目的地本身就是旅行中的一个亮点，现代化的列车、可靠的出发和抵达
时刻，可以快捷舒适地前往瑞士任何一个地方。提到在瑞士的火车旅行，自然不能不提那张神奇的火车通票。
一票在手，不仅可以乘坐瑞士全境的各种火车，还可以乘坐登山小火车、登山缆车，甚至公共汽车、轮船，
最不可思议的是，还可以做为大部分博物馆的门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交通
交通系统票证
瑞士通票 / 活期通票 / 交通优惠卡 / 转乘票
瑞士通票是一种全能通票，适用于瑞士境内的火车、巴士和游船。
凭通票还可享受许多优惠。如果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随地去
旅行，瑞士活期通票是理想选择，这种通票可以为您提供瑞士
通票所具备的各种便利，还可以自由选择旅行日期和目的地。
瑞士交通优惠卡非常适合那些在度假期间进行少量短途旅行的

最不可错过的三条观景火车

游客，持有这种优惠卡可以在瑞士边境火车站或机场与度假目

冰川快车（Glacier Express）

的地之间往返。不仅如此，逗留期间，凭此优惠卡乘坐火车、

冰川快车行驶在阿尔卑斯之巅，横跨阿尔卑斯山的高山铁路线。

巴士、游船以及高山铁路可享受到 50% 的优惠折扣。

东起瑞士最著名的度假胜地——圣莫里茨，西至阿尔卑斯深处

如果只在瑞士的某一个地方短期停留、滑雪度假或旅行，瑞士

的旅游小镇——采尔玛特，全长 280 公里，行驶约 8 小时。

转乘票将是最实惠的理想选择。持有该票可以从机场或边境火
车站直接前往目的地并返回。

金色山口全景快车（Golden Pass）
全景快车从莱蒙湖之滨的蒙特勒到卢塞恩，途径 3 个阿尔卑斯

火车

山口和 8 个湖泊，是瑞士首屈一指的黄金观景线。而这条线路

瑞士联邦铁路有句经典的广告词 ：“聪明人乘坐瑞士火车”。历

上，从蒙特勒到茵特拉肯区段，是风景最美的一段。

经 150 多年建设的瑞士铁路系统已十分完善。 阿尔卑斯山地火
车在丛山峻岭之间蜿蜒穿梭，山巅峡谷无所不及，路桥隧洞所向

贝尔尼纳快车（Bernina Express）

披靡。瑞士火车之安全、准时、舒适、整洁是世界闻名的，是点

贝尔尼纳快车是在北起瑞士库尔、南至意大利境内的蒂诺拉的

到点之间最理想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果使用瑞士交通卡（Swiss

高山铁路线上运行的旅游观光快车。从库尔至蒂拉诺全程需要

Pass）出行，无论国铁还是私铁，都可随意换乘，畅行无阻。

5 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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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

的野花带给人们春天的气息，在清澈的湖水中嬉戏小憩是夏季的

在瑞士，有多少座山，就有多少面湖；有多少列火车，就有多

乐趣而秋季里那富于色彩变幻的山野景色更是大自然的艺术杰作。

少条轮船。就我的亲身经历，在瑞士，除了火车以外，乘坐最

瑞士的徒步旅行线路标识明确，瑞士的徒步旅行路线上都设有

多的交通工具居然不是汽车，而是轮船。铿锵的火车以一种一

全国通用的黄色标识牌，上面明确标示了目的地方向、所需时

往无前的架式跨过桥梁，穿过隧道；而白色的轮船，则以一种

间，海拔高度等。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水平选择合适的路线。

更优雅的姿态划开平静的湖面，驶向亘古不变的蓝。

没有路标的地方，就在岩石、树干等处涂上油漆做标记，因此

在瑞士，火车有一等车厢，轮船同样有一等舱，如果你手持瑞

路线很容易识别。

士一等车厢的火车通票，就可以相应地享受轮船的一等舱。很
少有国家能象瑞士的轮船这样，有这么舒服的配置，松软的大
沙发，青翠的绿植，随时可以叫一杯香浓的咖啡。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是只有在行船的时候，才可以观赏到的。

骑行
骑 行 探 索 瑞 士 的 美 丽， 是 一 个 非 常 美 妙 的 体 验。 瑞 士 拥 有
4000 公里的山地自行车路线，以及 9000 公里的骑行网络。
瑞士骑行器材及路线规划完善，路上景观也如世外桃源！瑞士
独特的地貌特别适合玩山地自行车。如果不是很擅长户外运动，
可以选择最简单的环村单车道体验一番。穿越森林以及登山柏
油路，沿路连绵的雪山就在头顶。尽情深呼吸吧，这种感觉一
定令你难忘！值得一提的是：瑞士大部分的火车上都预留了自
行车专用车厢，方便骑自行车的人运输自行车。

通讯
购买当地手机卡 / 网络
建议买 LEBARA 的手机卡，在瑞士很多地方：邮局、书报摊、
手机店都有卖和充值，蓝色标志。
具体可参考其官方网站。必须进行实名登记。
一般酒店都提供免费 Wifi。
www.lebara-mobile.ch/lebara-simply

寄明信片
作为旅游强国，瑞士到处都可以买到明信片，例如景点，城市
报摊亭，集市等等。一张的价格大约为一个瑞士法郎，邮寄回
国的价格为 2 瑞士法郎左右。如果一时找不到邮局，可以委托
酒店寄回国。

徒步

货币兑换

瑞士境内有 50,000 公里标示清晰的步行路线，即使在冬季也有大

在瑞士，银行、车站、宾馆、 机场等各个地方都可以兑换美

约 3,000 公里的徒步旅行线路开放，是一个理想的徒步旅行国家。

元或欧洲主要货币。尤其是在瑞士约 300 个车站兑换处，从早

5 月至 10 月是最好的徒步旅行季节，吐露嫩芽的小草和含苞待放

晨到晚上甚至周末都营业，所以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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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c Swiss
经典 • 瑞士

吃货必尝
TOP4 精品餐厅推荐
由于文化的差异，瑞士为旅游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各种烹调。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区，法式、德式和
意式烹饪的影响颇盛，但质量上乘。每个地区都有其特色：法语区的干酪火锅和 Racelette（乳酪溶化制
成的菜肴），德语区的香肠、烤肉和土豆饼；在格劳宾登州地区的风干牛肉片和火腿以及在提契诺的意大
利特色。瑞士的面点和甜食点心都是世界有名的。瑞士的葡萄酒色美味纯，特别当你在生产葡萄地区要酒
时……总是应当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1

		Relais of Colombire 餐厅
		品尝传统工艺制作的烤奶酪
Relais of Colombire 餐厅，位置绝佳，正午时分的阳光下，
四周的雪山闪动着美丽的银晖，山坡上满是颜色缤纷的野花。
推荐最具瓦莱州特色的 Raclette 奶酪以及由玉米面做成的另
一种经典食物 Polenta。通常，烤奶酪与小土豆一起吃，辅以
白葡萄酒和红茶，最好不要喝冰水，那样会使胃里的奶酪沉结，
不好消化。
紧邻 Colombire 博物馆（Colombire's ecomuseum）
10:00~18:00
30 瑞士法郎
www.colombire.ch/en-relais

Tips 小贴士
Colombire 博物馆是山上唯一的建筑，没有具体地址，可从山下打车前往。

2

		 Baron Tavernier 餐厅
		 酒不醉人人自醉
Baron Tavernier 餐厅位置可谓绝佳，俯瞰窗外，拉沃葡萄园
的美景一览无余。点一杯沙斯拉白葡萄酒，一份出自莱蒙湖的
鲈鱼，这里的鲈鱼片是瑞士湖区和法语区一道经典名菜，湖中
打捞上来的鲈鱼用黄油煎烤或者是油炸，配土豆一起食用。
Rte. de la Corniche CH-1070 Puidoux-Chexbres
12:00~21:00
50 瑞士法郎
www.barontavernier.ch
出自莱蒙湖的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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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冰 宫 外 就 是 全 世 界 最 高 的 旋 转 餐 厅 —— 阿 拉 林 旋 转 餐 厅

4

（Revolving Restaurant Allalin）。旋转餐厅成立于 1986 年

气质，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将自己称为是“巨大的阿尔卑

6 月 12 日，而且在缓缓地移动着。窗外，艾格峰、僧侣峰、

斯小木屋”。确实，远远看上去，Ferienart 酒店就像是一个

少女峰和其他雄伟山峰，缓缓从眼前掠过。一座座高高的雪山，

瑞士木屋的放大版，一样的原木色，一样的坡屋顶，一样的窗

闪动着傲人的光辉，如电影般不真实——这就是所谓的无敌景

台上热烈缤纷的花儿。

观餐厅吧！

在前台工作的女孩儿们，个个身着红色的山地民族服装，拖地

		 米伦雪朗峰旋转餐厅

		 世界第一个山顶旋转餐厅

Schneesportgebiet Allalin
10:00~18:00
40 瑞士法郎
瓦莱特色拼盘（盘内装满了风干腊肉、火腿、熏肉、萨斯香肠
和整齐切片的乳酪），Älplermaccaroni（阿尔卑斯奶酪通心粉）

		 萨斯费 Ferienart 酒店餐厅

		 巨大的阿尔卑斯小木屋
Ferienart 酒店的外观让人倍感亲切，这不仅出自建筑本身的

的长裙绣着小花儿，言语间透着奔放与热情，话语轻快，笑容
甜美，让每一位光顾至此的旅行者都心情大好。她们的热情会
将你旅途中的疲惫一扫而光。
酒店的餐厅也是浓墨重彩的民族风，人字型的房梁上，绘满了
山地风格的图案，水晶灯从上方吊下来，充满华贵的气息，下
面的椅子上装饰着民族风的花花草草，让人仿佛置身自然之中。
餐厅的另一侧，则装饰成冰宫的模样，与萨斯费山上世界上最
大的冰宫相呼应。
最有趣的是，餐厅的服务生大多是大叔与大妈，他们穿着稍微
朴素的，红白相间的民族服装，绽放出隔壁邻居般温暖的笑容，
让每一位在此用餐的人都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谁说德语民族
不亲切来着！
Familie Anthamatten-Zurbriggen CH-3906 Saas-Fee
11:00~21:00
60 瑞士法郎
www.ferienart.ch
奶酪火锅（Fon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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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必访
TOP5 人气小城
瑞士的几个大城市，例如苏黎世、日内瓦、巴塞尔等固然美丽，但被美丽的森林、湖泊、阿尔卑斯群峰环
绕的瑞士小城，更能体会到瑞士的山水自然之美，体验到瑞士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淳朴的民风。除了山水美景，
这些小城亦有深厚的人文积淀，那些大名鼎鼎的钟表、葡萄酒、巧克力，八音盒品牌，就隐藏在其间。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1

		Rivaz 村
		浪漫美丽的葡萄园村庄
拉沃梯田葡萄园位于阿尔卑斯山南坡上，面朝莱蒙湖。充足的阳
光和湖边湿润的气候使这里成为瑞士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来自太
阳、日内瓦湖倒映和围墙折射的三组阳光让拉沃地区的葡萄园享
受到充足的日照，而这也是出产优质葡萄酒原材料的重要因素。
拉沃葡萄园距今已有800年的历史。
追溯到11世纪罗马统治时期，
修道士开始在这里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悠久的历史与旖旎的
湖光山色，从而赢得了世界遗产的美誉。拉沃梯田葡萄园最经典
也是产量最大的葡萄酒就是沙斯拉，它是瑞士白葡萄酒的形象大
使，占瑞士葡萄酒产量的 60%。拉沃有包括 Rivaz 在内的 6 大酒
乡，葡萄园梯田覆盖了 18 公里长的湖岸。
推荐体验：
Christophe Chappuis 家的酒庄非常值得一游。Christophe
的祖先，从遥远的 1335 年就开始在美丽的村庄 Rivaz 定居，
近几百年他们家族世代以葡萄酒为业。Christophe 的酒窖就
在自己住所的下方。不大的酒窖却有悠久的历史，彩绘玻璃如
教堂般绚烂，描绘的是葡萄丰收的景象，硕大的像木酒桶，最
老的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2

		 尼翁
		 欧洲著名的陶瓷之都
莱蒙湖畔的小城尼翁，满足了我对小城的一切想象，而在小城
溜达的时光，又恰逢午后。午后的光线没有清晨与黄昏那般动人，
但是它却自有一种慵懒的气息。事实上，尼翁历史上一点儿也
不慵懒，而是相当彪悍：当年恺撒的罗马军队从意大利出发，
穿越阿尔卑斯山，沿着莱蒙湖北上法国，尼翁也成为他控制的
土地。至今尼翁依然保留着当年罗马军队兵营的遗迹，老城的
小巷间，也保留着神殿遗址等建筑。

Qunar 骆驼书

|

13

3

		 德农
		 世界著名的稻草人村
莫尔日附近的小村德农 (Denens)，是世界上著名的稻草人村，家
家户户门口，还有田地里，都有各式各样的稻草人。但是第一眼
先看到的，却是风中翻涌的麦浪。视线的最远方，是欧洲最高峰
勃朗峰，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明朗，但依稀可以看到山上的积雪。
然后是一大片宁静的湖水，那是莱蒙湖，接着是湖边丘陵地带，
层层叠叠的绿油油的葡萄园，最后是阳光下一朵朵盛放的向日葵。
7 月的阳光下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这些美景，还有身旁随风翻
涌的麦浪，美好的麦香在风中传来。麦田的边上，有一片小小的
墓园，紫色的薰衣草和缤纷的花儿们在其间绽放着。欧洲的风俗
和我们不同，他们的墓园总是离住宅很近，仿佛故去的人一直还
在身边，从未走远。墓园里埋葬的人，想来生前都住在附近，如
果地下有知，有麦香传来，他们也会很欣慰吧。
德农村的稻草人，更多的守护的不是麦田，而是房子。几乎每
一家门口，都有一个甚至好几个稻草人，造型、材质称得上千
奇百怪：花盆、木头、金属、玻璃，甚至轮胎，有的稻草人的
头甚至是一个头盔，两只手是羽毛球拍子。总之，每一个看起
来都让人忍俊不禁，似乎都是妙手偶得的产物，它们没那么精
致，但是充满谐趣，这是生活的幽默与小趣味。它们日夜守护
在家门口，时间久了，似乎也有了生命，成为家的一部分。

4

		 圣科瓦
		 瑞士钟表和八音盒的故乡
汝拉地区的小山村圣科瓦 (Sainte~Croix) 是瑞士钟表和八音
盒的故乡。夏日的山区绿草如茵，野花遍地，而冬天则非常
寒冷。当地人夏季务农，冬季严寒时，就窝在作坊里制作手
表和八音盒。

5

		 圣莫里茨
		 雪域麦加
我于 7 月的盛夏抵达这里，自然无从体会这座传说中的雪域麦
加在冬天是怎样的一番奇景。但是在夏日，圣莫里茨照样是一
株盛开的百合。坐了 6 个小时的冰川快车抵达这里，沿途的景
色精彩纷呈，绚烂夺目，作为终点站的圣莫里茨，该有怎样的
清新明艳，才能安抚我那稍已疲惫的眼睛与心情呢？圣莫里茨
果然不孚众望。以阳光著称的它先以和煦的阳光抚慰了我，车
行不远，又以那一片处子之蓝的湖水平静了我，而水上方那晶
亮的雪山则完全点亮了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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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必赏
TOP4 绝色湖泊
瑞士水利资源丰富，拥有大小湖泊近 1500 个，很难找到一个在 15 公里范围内没有湖泊的地方。冰河的
融水和山间流水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湖水像宝石一般放出五彩的光芒。这些如镜的湖泊静静的躺在大山
的怀抱中，既神秘又美丽，成为古往今来众多画家、音乐家、思想家所钟爱的景致。乘游船游弋湖面，偷
得浮生半日闲！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1

		莱蒙湖
		西欧最大的湖泊
莱蒙湖又称日内瓦湖，面积 580 平方公里，海拔 372 米，是
西欧最大的内陆湖！罗纳冰河的融水汇成了河流，经阿尔卑斯
群山，在靠近法国的时候折向西北，到了这里形成了湖泊，这
就是日内瓦湖。早在罗马时代这里就成为了军港，拥有悠久的
历史，湖水与远处的阿尔卑斯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莱
蒙湖是美丽的。自古以来，许多名作家、大诗人都赞美、讴歌
过它。亨利·詹姆斯称它是“出奇的蓝色的湖”；拜伦则把它比
喻成一面晶莹的镜子，“有着沉思所需要的养料和空气”；巴
尔扎克则把它说成是“爱情的同义词”。

2

		 琉森湖
		 瑞士联邦的发祥地
琉森湖面积 113 平方公里，海拔 434 米，是瑞士中部著名的
湖泊。它也被称为四森林州湖，是瑞士联邦的诞生地，至今
还流传着威廉·泰尔的传说，现在每年的 8 月 1 日（瑞士国庆日）
还要在湖边的吕特利草场举行庆祝仪式。明艳动人的湖泊加
上周围的群山 , 构成了一幅极具幻想色彩的画面。贝多芬的《月
光曲》，据说就是受了诗人雷尔斯塔布的评论影响：第一乐
章使人想起“犹如在瑞士琉森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船儿
一样”。
著名的湖上观光线路有 Lucerne - Weggis - Vitzanu 之间往
返 的 午 餐 游 船 (Lunch Boat), 威 廉· 退 尔 快 线（Wihelm Tell
Express） 的 游 船 段， 皮 拉 图 斯 金 色 环 游 (Pilatus Golden
Round Trip)。景观列车“黄金快线”
（Golden Pass Line）和“天
使之乡快车”(Lucerne - Engelberg Express) 也在琉森湖岸
边经过。
乘火车前往琉森，下了火车站就可以抵达湖边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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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里恩茨湖
		 瑞士最清澈的湖水
图恩湖 / 布里恩茨湖 （Thunersee/Brienzersee）——图
恩湖面积 48 平方公里，海拔 558 米；布里恩茨湖面积 30
平方公里，海拔 564 米，被伯尔尼高地的群山怀抱，两湖
水域相通，但水的色彩截然不同，是一湾极具神秘色彩的湖
水。以意为“两湖之间”的因特拉肯为中心，图恩湖和布里
恩茨湖正好对称在因特拉肯两边。在图恩湖上，您可以尽情
享受湖岸上美丽的城堡景色，站在甲板上，四周美景尽收眼
底，十分惬意。
布里恩茨有着瑞士最清澈的湖水，那一方如水晶般透明，如
宝石般湛蓝的湖水，由高山上的积雪融化而成。湖水，从早
到晚都是美的。我住的旅馆在水一方，即使到了晚上，看不
清湖面，只是黑漆漆的山，湖面隐隐泛着波光，远处有点点
灯火，但是内心依然可以感觉到湖的存在。那些宁静的湖水
充盈着我的心，让我的心变得柔软、安宁，它就像夜的守护神，
守护着我的梦，伴我到黎明。最难忘的是子夜时分，明月当空，
月光的清晖竟然洒满了湖面，那情景是如此空灵而梦幻。

4

		 Bachalpsee
		 美丽的高山湖泊
Bachalpsee 一大一小两面湖水呈现在眼前，尽管没有少女峰
的倩影倒映在湖水中，尽管看不见蔚蓝的天空与雪山。但是，
湖水的美丽，依然让我沉醉，那如水晶般透明却又绿如处子般
的湖面，仿佛有着丝绸的质感，平静、无言、大美、壮丽。
从 Grindelwald 乘缆车到 FIRST，然后徒步一个小时，抵达高
山湖 Bachalp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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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迷必去
Top 5 优选博物馆
瑞士的博物馆，就好像这个国家的地形一样种类丰富，在位于苏黎世市区的国家博物馆，有山间的自然民
俗博物馆，有巴塞尔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有城堡中的葡萄酒博物馆，总之不管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都有
美景相随。所以，在瑞士逛博物馆，不仅可以学习知识陶冶情操，更可以像徒步一样心旷神怡。神奇的火
车通票，不仅可以乘坐瑞士全境的各种火车，同时也可以当作绝大部分博物馆的门票。因此，最聪明最省
事的办法，就是买一张火车通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1

			尼翁陶瓷博物馆
			世界精品陶瓷荟萃
尼翁是欧洲著名的陶瓷之都，这里烧制的陶瓷最典型的特点是
小花纹，在瑞士乡村风格的刺绣桌布上，摆放一套优雅的尼翁
瓷器，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古典的欧洲韵味。老城有许多店铺
都出售精美的瓷器，如果价格一时难以承受，不妨到尼翁城堡
内的瓷器博物馆一饱眼福。陶瓷博物馆内展示的藏品花纹细腻，
充满欧洲古典风情。博物馆内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陶瓷
精品，也有来自中国 18 世纪的藏品。
Château de Nyon CH - 1260 Nyon
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www.chateaudenyon.ch/fr

2

		 埃格勒城堡－葡萄酒博物馆
		 欣赏有趣的葡萄酒商标
沙布莱 (Cablais) 地区的中心，小镇周边的山坡上栽满了一望
无际的葡萄，绿油油的葡萄园簇拥着红屋顶的小镇，小镇中最
显眼的建筑，就是用作葡萄酒博物馆的埃格勒城堡。与欧洲的
很多葡萄酒博物馆类似，城堡内向人们展示了葡萄栽种和葡萄
酒酿造的历史。最特别的是，这里同时是一个葡萄酒商标博物
馆，展示着来自全世界的葡萄酒商标以及用于印刷商标的木质
印版等等。那些酒标，有的典雅，有的质朴，有的诙谐，有的
甚至很性感，一张张看下来，充满乐趣。而展示葡萄酒酿造工
艺的那些小雕塑，面部表情也夸张怪诞，充满了法语民族特有
的创意与小情趣。
Place du Chateau 1 | CP 453 | 1860 Aigle
10:00~18:00
www.chateauaigle.ch/fr/ch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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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lombire 博物馆
		 认识瑞士的奶酪传统与文化
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只有几间传统的小木屋，但是却将瑞士的
奶酪传统与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Colombire ecomuseum
10:00~17:00
www.colombire.ch/en-relais

4
		

奥古斯塔·劳里卡博物馆

		

莱茵河畔最古老的罗马遗迹

位于巴塞尔郊外的奥古斯塔 · 劳里卡（Augusta Raurica），
可以称得上是一座露天的、古罗马遗迹博物馆。这里是整个莱
茵河畔最古老的罗马遗迹，同时也是瑞士最大规模的遗迹。公
元前 44 年建设的罗马城市，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可以容纳
8000 人的露天剧场。
Giebenacherstrasse 17CH-4302
10:00~17:00
www.augustaraurica.ch/en

5

		 巴塞尔泰迪熊博物馆
		 令人大开眼界的泰迪熊王国
巴塞尔甚至还有一座泰迪熊博物馆，里面展示的全部都是
Steiff 泰迪熊。玛格丽特 · 史黛芙女士 1847 年诞生于德国南
方小镇 Giengen，在一岁半时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从此注定
她必须在轮椅上度过一生。但疾病并没有打倒这位活泼、乐观
的小女孩，她一手发明了泰迪熊并缔造了这个泰迪熊王国。在
巴塞尔的 Puppenhau 博物馆，满满当当的各种造型的泰迪熊，
让人眼界大开。如果一个一个仔细看过去，恐怕一天的时间也
看不完。针对某些主题、节庆、国家、典故、企业所推出的限
量版纪念熊，是一大看点。例如与战争相关的主题，泰迪熊正
在接受手术治疗，而那只憨态可掬的小熊，抱着的正是瑞士最
有名的爱蒙塔尔奶酪。
Steinenvorstadt 1
10:00~17:00
www.spielzeug-welten-museum-basel.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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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瑞士必买特色伴手礼

Do 特色伴手礼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瑞士巧克力、军刀和手表，还
有什么特别的礼物吗？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David 家的巧克力店
温馨独特的手工巧克力
在克莱恩·蒙塔纳，一定要到 Virginie 和先生 David 创办的巧
克力店，除了口味独特的手工巧克力，还有古灵精怪的设计，
充满了温馨爱意的巧心思。David 之前是一名厨师，6 年前萌
发了开一家巧克力店的念头，与 Virginie 一起开始创业。除了
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他们更想开发出不一样的巧克力，于是
到书上、网络上四处取经，寻求创意。那段时间，他们常常一
天工作 20 个小时，Virginie 累得一边哭一边干活儿。6 年之后，
Virginie 终于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他们还在蒙特勒、洛桑、锡
永开有分店。但是 Virginie 说，不会再继续开分店了，扩大规
模常常会破坏最初的美好，他们会保留出发时的那份纯挚。
Avenue de la Gare 63963 Crans-Montana

Dezaley 葡萄酒

www.instant-chocolat.ch

拉沃葡萄园的 Baron Tavernier 餐厅 ( 餐厅部分有介绍 )，就可

David & Virginie Pasquiet

以买到各种葡萄酒，也可以在途经任何葡萄酒庄时品酒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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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Wanner 圣诞用品店
独一无二的圣诞树装饰品
在巴塞尔，Johann 拥有两家店铺，通常只是位于 Spalenberg
街上的那一家开放，而位于 Schneidergasse 街上的那一家，
只有在冬天旺季时才开放。
店里的世界，如此炫目缤纷，如此魔幻奇妙，一棵棵发光
的圣诞树，一件件精美的圣诞装饰，一个个可爱又顽皮的，
甚至有些无厘头的圣诞老人 …… 正是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
样的圣诞老人，除了传统的红色大胡子，还有稍显滑稽的
可爱模样。
每当 Johann 站在他的作品前，手里握着几个颜色鲜艳的小
球时，总会让人觉得那一刻在他的王国里，他就像至高无上
的国王一样——“我们不只是制造产品，还制造欢乐、梦想
与希望！”正是 Johann 骄傲的宣言。

Spalenberg 14 CH-4051 Basel
www.johannwanner.ch/en

爱蒙塔尔奶酪
提到瑞士奶酪，最有名的，或者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爱蒙
塔尔奶酪。在发酵的过程中，爱蒙塔尔奶酪的表层会形成许多
小气孔，除了奶酪本身的鲜美味道与果仁香气，这些可爱的小
气孔显得非常卡通，从外形上看非常讨喜。爱蒙塔尔山谷中的
阿福尔特恩 (Affoltern)，是奶酪工业发达的地区，在这里可以
欣赏到机械化生产的爱蒙塔尔奶酪，或者亲身体验并制作高山
奶酪。
Emmentaler Schaukäserei ，这里同时也是一个奶酪博物馆
Ausserhof CH~3416 Affoltern
www.showdair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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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国家地图

来源：mhs.gadmin.ch/item_files/870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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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巴塞尔经典一日游

大部分瑞士的城市都被群山环绕，巴塞尔周边也有山，但是不高，
因此觉得视野特别开阔。而奔淌的莱茵河从城市的中心穿过，左岸
称为大巴塞尔 (Grossbasel)，是经济商业及消闲购物中心；右岸称
为小巴塞尔 (Kleinbasel)，处处是充满文艺范儿的花店、画室、工
艺坊、咖啡馆。城市不大，却任何地方均可步行前往，这一天的线路，
是城市漫步，与艺术和美食之旅。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09:30
巴塞尔大教堂和市政厅
巴塞尔的大教堂，从莱茵河望过去最有气派，这座哥特式的教堂最显著的特
点是用红色砂岩建造的。巴塞尔的市政厅同样极富特色，其美丽的红砂岩，
来自德国黑森林地区。14~15 世纪时经过改建后来遭到地震的破坏，到 19
世纪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教堂的庭院里不仅能看到莱茵河以及巴塞尔的
城市面貌，还能看见远处法国境内的沃杰（Vosges）以及德国境内的黑林山
（Schwarzwald）。
市政厅分为 3 个时期建造：分别为 1504 年至 1514 年、1600 年至 1608 年、
1898 年至 1902 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虽历经 400 年的建造，但是风格依然
非常统一和谐。市政厅红砂岩上，绘满了醒目的壁画。
7:00~12:00，14:00~17:00（市政厅开放时间）

10:30
贝耶勒基金会博物馆
这座 1997 年完工的博物馆，是由意大利大名鼎鼎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便是他的杰作。这座建筑浮在水面，有
很强的未来感。一个水平放置的屋顶桁架延展在一个捆扎过的几乎是脆弱的支架
上，就像是漂浮在土地上或墙壁上。这一屋顶以它的透明性和轻巧性表达了它的
高挑和解放。它没有高高凌驾于周围的环境之上，反而是和谐地融为一体。
Tips 小贴士
瑞士旅游须知：

博物馆拥有并监管希尔迪和恩斯特· 拜耶勒这对夫妇 50 多年的艺术收藏品。展馆
长期展出毕加索、塞尚、莫奈等世界顶级艺术大师作品，定期举办特别展览。20

城区非常小，步行可游览；出发前可到酒店旁的旅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重要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展览以及美国的极简主

游咨询台领取一张地图，按照地图即可前往。

义雕塑家理查· 塞拉的展览中，布朗库西偏好采用大理石、木材、铜铸，表现材

瑞士早餐非常简单，都是自助，有面包咖啡和奶酪，
游客可在酒店解决。所有的早餐都包含在酒店价格里。

质的生命与单纯形态，透过磨光的精致处理技巧，展现石头或青铜的优美造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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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风格像水一样清澈。美国雕塑家塞拉，则以用金属板组合而成的大型作品闻
名。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极简、粗犷、有力，甚至蛮横。最奇妙的事情就是，
这柔如水硬如钢的两种作品，呈现于一室，竟如此和谐共生。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还有就是建筑本身的魅力了，自然的天光从屋顶洒进来，周围的池塘宁静而包容。
通常看博物馆的那种沉重完全消失，心里满是感知与轻松愉悦。

12:00
乘摆渡船游览莱茵河
在莱茵河上，至今仍然保留了上百年历史的摆渡船。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小船是完
全绿色环保的，它不需要任何的能源，只是一根绳子牵着，靠河水本身的冲击力
摆渡过岸。笑容同样淳朴可亲的船夫过来向我收费，竟然只有一个瑞士法郎，要
知道在瑞士这样消费昂贵的地方，一瓶水都要 4 个瑞郎。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他，
光着脚的船夫解开了真相：事实上这份收费只是象征意义，有一个基金会每年都
会接收一些来自市民的捐款，用来保持这个百年的古老传统。

12:30
午餐：高至 18 级的 Cheval Blanc 餐厅
巴塞尔旧城区的中心地带，美丽的莱茵河畔，屹立着一家古老的酒店，它就是欧
洲最古老的城市酒店，拿破仑、伊丽莎白二世、毕加索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的德国作家 Thomas Mann 等名人，都曾在这里下榻。这家 1792 年开业的
三个国王 (Les Trois Rois) 酒店，除了引以为傲的建筑与历史，还有大名鼎鼎的
Cheval Blanc 餐厅。闻名于欧洲的戈米氏指南（Gault Millau Guide），每年
都会评选出瑞士年度优秀厨师，自 2007 年开始担任 Cheval Blanc 餐厅厨师长
的 Peter Knog，赢得了“2010 年年度优秀厨师奖”，因此成为瑞士厨师界一颗
闪耀的新星，也让 Cheval Blanc 餐厅更加声名远扬。在之前的瑞士酒店中，我
曾经在 15、16 级的 Gault Millau 餐厅中用餐，感觉已是相当美妙，而 Cheval
Blanc 餐厅，竟然高至 18 级，Peter Knogl 对于食材的甄选和菜品的配方几乎到
了挑剔的程度，而这也是他的美食能够赢得如此多飨客的秘诀所在。
Blumenrain 8, CH~4001 Basel
100 瑞士法郎
www.lestroisrois.com
松露鸭肉，百里香草汁调制的安康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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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小巷弄里的大风景
大巴塞尔有很多宁静的、充满中世纪风情的小巷子。这条巷子叫做胡椒巷。在那
个年代，由于用胡椒腌制肉类可以保存更长时间，因此胡椒非常珍贵，堪比黄金。
而当年生姜同样珍贵，因此胡椒巷旁边的巷子，叫做生姜巷。生姜巷里还有世界
上最小的博物馆，只是一个小小的橱窗，它的名字叫做口袋博物馆，形容它小得
像一只口袋。博物馆内的藏品不定时更换，在此展出作品需要提前预约，但是不
收任何费用。正在展示的是造型各异的圣母像。而瑞士最古老的巴塞尔大学，就
藏在寻常巷陌中。这所成立于 1460 年的大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生化系居
世界领先地位。

16:30
Schiesser 烘焙店
打开 Schiesser 烘焙店的大门，你不仅可以闻到芳香的烘焙气味，更可以闻到时
光的味道。Schiesser 烘焙店位于巴塞尔漂亮的红色市政厅对面，巴塞尔最大的
广场上。
Schiesser 早在 1870 年就已经成立，一直由家族经营，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
店面一共 3 层，地下是工厂，店里所有的食物全是手工制作。一层是店铺，沿着
古色古香的台阶儿上到二层，则是一间宽阔的咖啡馆。那些古典的门窗，有些发
暗却非常典雅的老家具，那些老式的吊灯与老照片，无一不在诉说着岁月的印迹。
从窗外望出去，整个城市的繁华尽在眼前。目前店内有两百多个品种的点心、巧
克力等。很多品种的配方都是从当初创店时就有的，一直留传到现在。
下午茶时间是 Schiesser 烘焙店最忙碌的时候，很多老主顾都喜欢坐在特定的位
置，在 Schiesser 喝一杯咖啡，吃一块蛋糕。一段轻松愉快的聊天，一段悠闲的时光，
已经成为当地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Schiesser 烘焙店，近 150 年的历史，时光的重量，已经使得它不是一家小小的
蛋糕店，而是一间充满记忆的盒子。很多人，从出生到生日到结婚到结婚周年庆，
都在这里订蛋糕，一切就如同流经巴塞尔的莱茵河，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市政厅对面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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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Johann Wanner 的圣诞用品商店
每一年的圣诞节，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洛克菲勒大厦前，都会树起一只华美而壮
观的圣诞树。与此同时，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在华盛顿白宫，在欧洲摩纳哥
王宫，在巴塞尔历史悠久的 Grand Hotel……都闪耀着 Johann Wanner 亲手设
计的圣诞树。每一年，每一棵圣诞树都是独一无二的，Johann 常自诩自己是“圣
诞树服装设计师”，他引领着这个行业内的潮流与时尚。
Johann 的店位于 Spalenberg 街，眼前的世界，如此眩目缤纷，如此魔幻奇妙，
一棵棵发光的圣诞树，一件件精美的圣诞装饰，一个个可爱的顽皮的甚至有些无
厘头的圣诞老人，完全是童话一般的世界。瑞士人灵活的经商头脑在 Johann 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有一个创意小组，每年都会关注当年的时尚与颜色的流
行趋势，来设计新的产品。Johann 本人更喜欢在旅行时涉取灵感，他仔细观察
当地人穿的衣服，拍下来，用于他新的设计。
“我们不只是制造产品，还制造欢乐、梦想，与希望，不是吗？”Johann 问我
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些恍惚了，因为我正在想象着，今年的圣诞节，或许也在
家里倒饬一棵圣诞树？！
10:00~17:00

19:00
乘游轮游览莱茵河 & 赏落日
巴塞尔必游项目之一：莱茵河巡游 ! 可选择的路线也特别丰富，
“城镇和湖港之旅”
约需两个小时，途中经过老城、教堂、旧城墙等；“巴塞尔到莱茵费尔德之旅”
行程两个半小时，沿着瑞士和德国一边的莱茵河岸航行；还有诱人的美食家之旅，
品尝西班牙或墨西哥美食。在 Schifflände 码头登上游轮，一边欣赏莱茵河落日
美景，一边吹着河上的凉风享用美食，不亦乐乎！
参照网站，每班游轮时间不同
95 瑞士法郎
info@bpg.ch
www.bp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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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湖畔

纳沙泰尔 & 比尔山水游

提起瑞士的湖，通常最先映入脑海的，总是莱蒙湖或琉森湖。事实
上，位于瑞士西部的三湖地区，拥有更浩淼的湖面与更宁静的氛围，
三湖是指纳沙泰尔湖、比尔湖和穆尔滕湖，没有那么多的游人，让
这里显得更加风清云淡。而且，这里还是瑞士钟表和八音盒的故乡，
这一天的行程，是纳沙泰尔湖与比尔湖的两湖游。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09:00
纳沙泰尔及纳沙泰尔湖
纳沙泰尔湖位于瑞士三湖地区，是全部处在瑞士境内的最大湖泊。湖畔小城纳沙
泰尔，大仲马形容它是“用黄油雕出来的”。这里的旧街区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中
世纪风格，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城的房子，外墙几乎全部都是黄褐色的石灰岩，这
些石头就来自附近的山上。而屋顶则是红色的，尖尖地向上突起。碧蓝的湖水，
黄色的外墙，红色的屋顶，这些明快的色彩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一点也不喧嚣，
反而给人以柔和而宁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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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纳沙泰尔城中的老古董
纳沙泰尔城中有上百座喷泉，每一座喷泉都独树一帜，上方的雕塑美轮美奂，其
中最古老的喷泉叫做 Fontaine de la Justice，雕像手中拎着的秤，象征着公平
与正义。而瑞士最古老的巧克力店 Wodey~Suchard，亦诞生在纳沙泰尔，早于
1825 年就已经开始营业了。
Rue du Seyon 5 2000 Neuchâtel
www.wodey-suchard.ch

10:40
迪伦马特博物馆
一座灰色的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它似乎是从地面上生长出来的一样，悠然地望着
脚下的纳沙泰尔湖。这座建筑是为纪念瑞士著名的剧作家兼画家弗里德里希·迪伦
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而修建的，迪伦马特的作品表现荒诞、夸张，却
都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迪伦马特中心，处处都装饰着他本人荒诞而夸张的绘画，
它们强烈地冲击着观者的眼球，让你在第一时间领悟到张扬的个人风格。博物馆
由瑞士本土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马里奥· 博塔所设计。身处迪伦马特博物馆，看着
室外明媚的光线从一条条窄缝中穿过，在那一刻，我完全体会与领悟到了博塔的
设计三要素，真正为现代的建筑美学所陶醉。
延伸阅读：博塔设计三要素
几何线条、中心对称、自然光线，是马里奥· 博塔惯用的三大建筑语汇。几何线条，
构成鲜明的外轮廓和唯美的建筑风格，作品中频频出现的窄缝，被认为是源自水
滴的几何学设计。中心对称，充分展示了恰似人体所拥有的中心对称式的设计。
而博塔总是强调自然采光与内部空间的结合，他会巧妙地利用自然光影塑造空间，
令建筑物的每一个角落都凝固成诗一般的景色，构成令人震撼的视觉感受。

Qunar 骆驼书

|

27

12:00
午餐：迪佩鲁公馆 Hotel Du Peyrou
迪佩鲁公馆（Hotel Du Peyrou）是一座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外墙亦保留着
湖畔小城纳沙泰尔独有的中世纪风格，最引人注目的老城房子外墙，正是“黄油
小城”独有的黄褐色石灰岩。这座公馆修建于 18 世纪，卢梭的朋友迪佩鲁曾经
住在这里，现在则是一座充满法式古典主义风格的餐厅。喜欢法餐的朋友，尽可
以在这里品尝到细致的法式山珍及狍子肉。
Avenue DuPeyrou 1 CH~2000 Neuchâtel
11:00~20:00
60 瑞士法郎
www.dupeyrou.ch
法式山珍，美味的樱桃橙味狍子肉

14:00
Anne 的花巷
在纳沙泰尔市场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我不经意地发现两边的墙上绘满了可爱的
卡通图案。7 月灿烂的阳光下，花儿爬满了门沿儿与窗台，小鸟站在翠绿的葡萄
藤上，壁虎凝望着墙上的牵牛花，小猫在蔷薇窗下炯炯有神地瞪着大眼睛，青蛙
爬出了花盆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有些燥热的夏日午后，在这一刻变得如此
宁静而清凉。沿着小巷左拐，是一条比较宽的坡道，这条百米左右的坡道上，竟
然也铺满了手绘的花儿，一条百米的街上画满了图案，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nne 常常会发动街坊四邻，按照她的设计稿，大家一起干活儿，通常两周完成。
在这期间，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却乐在其中，周边的商铺会送上新出炉的香喷
喷的面包，热腾腾的咖啡。城市在他们的手下，旧貌换新颜，这是一件多么有创
造力，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啊，在瑞士，艺术不仅仅是放在博物馆中让人景仰，
它已经融入生活；艺术，不仅仅是街头的雕塑与宏大的主题，它亦可以见微知著，
轻抚人心。如果有一天你也到纳沙泰尔，一定想着去走走 Anne 的花巷啊 !
纳沙泰尔广场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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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比尔湖乘游船前往圣皮埃尔岛
比尔，坐落在汝拉山区舒缓的山坡上，一直延伸到美丽的比尔湖。黄昏时分，夕
阳正浓，中世纪风格的比尔老城区，由 15 世纪的教堂、骑士喷泉、五颜六色的
房屋共同营造出中世纪的氛围，古典而宁静。清晨的阳光，铺满比尔湖，亦铺满
湖两岸的葡萄园。卢梭曾说“比尔湖比莱蒙湖更加宽阔与浪漫……感觉上更加明
快与善意”。
比尔湖码头
通票

17:30
Ligerz 教堂
比尔胡岸边的山上，有一座美丽的白色教堂。顺着葡萄园的台阶一直往上爬，就
可以到达白色的 Ligerz 教堂。教堂虽不大，却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因而显得气势
非凡。教堂可以容纳 230 人，内部永远装点着美丽的鲜花，而上了年头的风琴与
三角钢琴，在婚礼举行的时候，会流淌出美妙的音乐。在这里办婚礼，最难忘的
事情，应该是婚礼结束后，在教堂前的观景台上，执子之手坐拥无敌湖景吧。

18:30
晚餐：卢梭旧居改建的餐厅 Restaurant St. Petersinsel
狭长的圣皮埃尔岛，如同浮在湖面上的一条大船。1765 年，卢梭在岛上生活了
一段时间，当时法国元老院下令要逮捕卢梭，因此他不得已逃到了这里。他当时
的寓所，现在是一家看起来古色古香的餐厅，在灿烂的阳光下用餐，我暗自猜想，
也许当年卢梭在这里心情不错吧！作为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的
乐园，特别是湖中的鱼，味道极其鲜美。
3235 Erlach
40 瑞士法郎
www.st~petersinsel.ch/de/restaurant.html
比尔湖中的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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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天地

钟表 & 八音盒的世界

瑞士有挺拔的雪山，有平静的湖泊，也有大大小小极具人文气息的
博物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在领略了瑞士的动感魅力之后，
在闲暇的时光，便选择走进这既新奇又古老，精致而又时尚的馆中，
体验进入时空隧道的错觉……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09:30
欧米茄博物馆
欧米茄品牌诞生于 1848 年。1880 年搬迁至人力充足、资源丰富且交通方便的
比尔，一百六十多年以来，欧米茄稳占世界制表业的先锋位置，奠定了骄人成就。
而眼前，这座绿树掩映的，外形古朴的小楼，就是传说中的欧米茄博物馆，原来，
真正的奢侈并不一定是豪华与眩目。
制表业的从业人员们，世世代代为追求完美所投入的心血努力，在散布瑞士各
地大大小小专门的钟表博物馆里保存得十分完好，钟表博物馆里具有另一种奇
特的生命力，呈现人、机械与物理定律的完美结合，不断诉说著每一代爱表人
的故事。
欧米茄的品牌专属博物馆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丰富而多样化的展览品，无论是
钟表行家或是一般的参观者都会兴味盎然，进而体验到高级制表的珍贵价值。行
走在其间，似乎走进一段历史的长河，博物馆展示的，不仅仅是它自身的历史，
更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而欧米茄，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那些历史上伟大而激动人心
的瞬间。
在太空，超霸专业系列不单是唯一在月球上被佩戴的手表，更曾协助拯救太阳神
13 号的航天员，获太空总署颁发的“ 史诺比奖”。 在运动方面，欧米茄是 2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指定计时器械。在科技和设计方面，首创多项技术，如制造
了世上第一只中置陀飞轮手表。
终于休会到：对某种完美概念的追求，其专注与投入真是令人动容。终于领悟到，
那些技术精湛的工匠，雕刻的不仅仅是手表，更是在雕刻时光。钟表，记录了似
水流年，记录了时光的印迹，还能有什么东西，是比时光更奢侈的？
Rue Jakob-Stämpfli 96, Biel/Bienne 2504
10:00~18:00
通票
www.omega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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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午餐：比尔湖畔的 Restaurant Du Lac
Du Lac 餐厅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它绝佳的地理位置，与碧波荡漾的比尔湖咫尺
之遥，更有一个美妙的露台餐厅，夏日坐在这里，吹着湖上的凉风品味来自湖中
的鲜鱼，可以真正领略到当地人生活的精髓。即使是冬日，餐厅的冬季花园因为
设在暖棚中，依然鲜花盛开，透过玻璃窗欣赏对面的阿尔卑斯山，同样美妙。
Neuenburgerstrasse 58
50 瑞士法郎
www.dulac-biel.ch
比尔湖中的鲜鱼加蔬菜沙拉

14:00
Baud 八音盒博物馆
在圣科瓦火车站下了车，Baud 女士面带朴实的笑容向我招手，乘着她的汽车，
盘旋在汝拉山区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前往 Baud 八音盒博物馆。夏日的山区绿草
如茵，野花遍地，而冬天则非常寒冷。当地人夏季务农，冬季严寒时，就窝在作
坊里制作手表和八音盒。Baud 女士的祖父从事制作与修理八音盒的工作多年，
终于在 1955 年开办了自己家族的八音盒博物馆它们哪里是那些笨笨的小塑料盒
子，简直是一件件栩栩如生的艺术品，流出的音乐，除了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音，
还有醇厚忧伤的小提琴曲，甚至还有悠然的小号等等。徜徉在陈列馆内，窗外是
阿尔卑斯山夏日的美景与阳光，听着这些清澈、透亮的音乐，仿佛进入时空隧道……
Grand Rue 23 1454 l'Auberson
www.museebaud.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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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莫尔日小城
莫尔日 (Morges) 是一个位于洛桑和日内瓦之间的小城市。因为莫尔日的四季鲜
花常开，所以得名“日内瓦湖之花”城市。夏日时节，湖畔的大丽花盛放。这里
美丽的葡萄田因盛产红酒而著名。周边到处是古老的城堡，保留着古石阶的老城
区，每逢星期三、六开放早市，届时可购买鲜花、葡萄酒及特产等，城里到处洋
溢着活力。奥黛丽·赫本晚年曾在莫尔日郊外的特洛施纳度过，她曾去过的早市总
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
莫尔日城堡坐落在游船码头旁，由萨伏依的路易建于 1286 年。目前这里设有沃
州军事博物馆、火炮博物馆、瑞士历史雕像博物馆和瑞士宪兵博物馆。这里展示
着的武器、大炮和军服等等，对喜欢军事的人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那些
由绘画和人偶组成的微缩模型，再现了古代战场的样子，就算我对军事不是特别
有感兴趣，也觉得兴趣盎然。
Rue du Château 1110 Morges
10:00~17:00
www.lake-geneva-region.ch/en/cultureheritage/castels/MorgesCastle

18:00
晚餐：莫尔日网球餐馆 Restaurant du Tennis
网球餐馆的由来很简单：在莫尔日湖畔有个供居民活动的体育中心，体育中心的
网球场旁边，开了这家餐馆，最初是运动后的人们顺便吃喝，后来由于这里的出
品越来越出色，人们不打球也专程来吃饭，渐渐就变成全镇人民喜爱的相聚大嚼
场所。
Parc des Sports 1110 Morges
11:00~21:00
40 瑞士法郎
www.restaurantdutennis.ch
蘑菇披萨、煎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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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

探访世界的后花园
除了著名的巴塞尔大教堂、浩淼的莱蒙湖、宽阔的莱茵河，瑞士还有
更多隐秘的小镇与山水。它们或是轻流慢淌，或是亭亭玉立，或是亮
丽惹眼，每一种体验都让人难以忘怀，每一处风景都像走进世界的后
花园。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风同学

09:00
圣莫里茨湖
坐拥城市中心的圣莫里茨湖，竟如此平静而梦幻，蓝得像一块吸铁石，将这个城
市不多的一点喧嚣完全消弭于无形。众所周知，圣莫里茨一直以昂贵与奢侈著称，
拥有很多星级酒店与高档购物场所，一向是多金人士钟情的度假之地，因此多少
有些浮华气息。如此，更显出这一方湖水的可贵，无论怎样的一掷千金，湖水依
然是如此超凡脱俗，与世无争。一年四季均可在美丽的湖畔散步，夏季，点点白
帆倒映在湖面上，冬季，湖面变成雪地赛马大会的赛场。

09:30
恩嘎丁博物馆
坐落在湖边的恩嘎丁博物馆，展示有从史前遗迹到 16~19 世纪的室内装饰、生活
器具等。在恩嘎丁博物馆，最让我惊喜与开眼的，是这些精美的采暖炉，在每一层
相同的位置放置这样的炉子，暖气从最下层通上来。而每一件采暖炉都如艺术品般
精美：有的铺满了瓷砖，图案繁复精美；有的则是简明的涂料，但同样清新亮丽。
Via dal Bagn 39 7500 St. Moritz
10:00~17:00，星期六不开门
www.engadin.stmoritz.ch/sommer/en/museen/engadiner-museum

从圣莫里茨市区乘坐缆车 15 分钟，考
尔维利亚下

11:00
考尔维利亚瞭望台
从圣莫里茨乘坐缆车 15 分钟，抵达考尔维利亚。令人惊喜的是，从这个瞭望台上，
不仅可以看到那些漂亮的房子，更可以看到其他几个高山上的湖泊。与圣莫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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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相比，它们更加显得不食人间烟火，无风的日子里，湖水没有任何的涟漪，平
静得如温润光洁的玉，又如一滴滴纯净、无邪、喜悦的天堂之泪。
www.corvigliasnowpark.ch

11:30
午餐：考尔维利亚瞭望台上的 LA MARMITE 餐厅
作为欧洲最高的美食餐厅，你完全想象不到在这一亮黄色的建筑物里是一家正式
的高级餐厅，这里主要经营非常正宗的法国菜，很多食材也来自法国，一边用餐，
一边欣赏窗外的山水大片，必定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11:00~18:00
60 瑞士法郎
www.mathisfood.ch/1/corviglia/la-marmite
松露、鱼子酱，煎金枪鱼

在瓜尔达火车站下，坐邮政巴士抵达
瓜尔达村子

14:00
恩嘎丁山谷漫步
恩嘎丁是瑞士东南部格劳宾登州境内的一条山谷，以充满阳光的天气、秀丽的风
景、户外运动而闻名于世。恩嘎丁一般分为两部分：上恩嘎丁从马洛亚隘口到采

Tips 小贴士

尔内茨，这段山谷较为宽阔平坦；下恩嘎丁从采尔内茨一直到奥地利边境，这段
山谷地势迅速下降，比较曲折。在恩嘎丁山谷，坐上小火车，随意在一个小村下车，

瑞士旅游须知：
在瑞士，火车如果不通这个小镇，可以凭火车通票
搭乘邮政巴士前往。

都可以展开一段宁静的心灵之旅。而其中最美的，是一个叫做瓜尔达（Guarda）
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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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漫步瓜尔达村
瓜尔达的地势特别拉风，从这里可以俯瞰山谷中别的小村子。在瓜尔达宁静的小
街上漫步，驻足欣赏那些美丽的白水泥画，随意捧两口清澈的山泉喝，与街头闲
坐的老头儿老太太微笑致意，时光仿佛在这里停驻。

17:30
铁匠铺
走在村子里，你有可能会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打铁声吸引，而当你走近，你会发现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铁匠铺。或许在想象中，里面应该有一位老大爷，留着胡子或
是戴着老花镜。但当你推门而入，会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位小帅哥。当他颇有些得
意地告诉你，村子里的铁艺门、铁艺花窗，大部分来自于他的手艺时，或许你才
会了解，古老的传统，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18:00
晚餐：UstariaCrusch Alba 餐厅
小村的中心有一座喷泉，旁边有一家叫做 UstariaCrusch Alba 的餐厅，进去的
第一眼立刻就被吸引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宁静的餐厅，古朴的装饰，
特别是天花板上的飞龙非常醒目。这条五彩斑斓的飞龙，头伸向古老的烤炉，烤
炉的下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松木；龙的尾巴，则伸向一盏小铁艺灯，灯下是一
扇弧形的窗，桌椅也随之设计成弧形的模样，坐在这儿真是太惬意了！
11:00~20:00
20 瑞士法郎
浇着肉汁儿的 Polenta（当地特色的玉米面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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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漫步迈恩费尔德
瑞士最有名的女孩是谁？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不妨随意问一个瑞士当地人，他们
通常会心一笑，然后告诉你，这个女孩叫做海蒂。迈恩费尔德位于瑞士东部阿尔
卑斯山区，是瑞士儿童作家约翰娜·施皮里小说《海蒂》的主人公——阿尔卑斯
山少女海蒂和爷爷生活的地方。
《海蒂》自 1879 年问世以来，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故事中
描述的乡村生活影响了世界各国无数青少年，天真、纯朴、勇敢而善良的海蒂，
与阿尔卑斯山也印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里。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两旁是一片片美丽的葡萄园，房屋与小教堂的钟楼时隐时现，
山上的白云飘忽忽的，似乎就盖在房子的上面。仿佛也就是一刹那，阳光突然就
冒了出来，“天空湛蓝湛蓝的，太阳照着绵延起伏的山峦，照着景色美丽的牧场。
各种各样的艳丽的山花儿，一朵朵仰着脸，像是笑眯眯地望着那金色的太阳。”
书中所描绘的景象，冷不丁魔幻般地争先恐后全部冒了出来，我有些恍惚了，眼
前的景象，分明很童话啊。

10:30
海蒂小屋
从迈恩费尔德徒步大约一个多小时，海蒂小屋就出现在眼前了。
走进海蒂小屋，这里仍旧保持着 19 世纪瑞士山里人生活的原貌。一层简单陈列
着一些俭朴的生活用具和古老的交通工具。 沿着窄小的楼梯来到二层，这里就是
海蒂的世界了。
楼梯口是爷爷正在做木工活的蜡像，造型栩栩如生，电影中爷爷为海蒂做小椅子
的画面不禁跃上脑海。客厅里的蜡像是海蒂与彼特坐在桌前一起聊天的情景，储
藏室里放着克拉拉使用的轮椅，厨房中的火炉，这一切都让人对海蒂的故事回味
良久。在海蒂之家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阿尔卑斯风情，但事实上海蒂村的其他房
舍也都保持着百年来的风貌。
7304 Maienfeld
10:00~18:00

11:30
午餐 : 海蒂餐厅
海蒂餐厅属于海蒂小屋，就在海蒂小屋旁边。一进门就会被满墙的海报所吸引，
秀兰·邓波儿所饰演的海蒂形象，活泼可爱，乐观坚强。真心觉得这里适合亲子游，
一边享受美味，一边沉醉在电影中的世界。
11:00~18:00
30 瑞士法郎
加了很多奶酪的 roesti（土豆饼），名字就叫做海蒂 roe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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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乘火车抵达阿彭策尔，参观阿彭策尔博物馆
阿彭策尔博物馆主要展示极富当地特色的民间艺术：阿彭策尔的传统手工制造业
非常发达，阿尔卑斯长角号、刺绣、牛铃，木制手工业都很有特色。而最有特色的，
当属民族风情浓郁的绘画，就像中国的杨柳青年画一样，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与
艺术特色。在阿彭策尔博物馆，除了这些生动的绘画，还有那些颜色鲜亮的家具
与家饰，用色非常大胆明艳。如这个小城街上的房子一样，家俱上亦绘满了图案，
表达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博物馆最上层，展示的是牛铃与奶酪大锅的制作工
艺，形形色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制作工具，还有巧夺天工的技艺，显示了阿彭策
尔在农牧业方面的悠久传统。
Hauptgasse 4 9050 Appenzell
10:00，12:00，14:00~17:00
www.museums.ch/org/en/Museum-Appenzell

17:00
漫步阿彭策尔小城
阿彭策尔最吸引眼球的，是那些五彩斑斓的、连成一排的人字形房屋。很多房子
的外墙，都绘满了美丽的图案，一间间欣赏过去，整个小城就像是一个室外博物馆。
宁静的小城，在傍晚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黄色。

18:30
晚餐：Restaurant of Hecht Hotel
餐厅位于 Hecht 酒店，古典的色彩斑斓的人字形房屋，紧邻流水潺潺的 Sitter 河。
充满瑞士东部山地风格的淳朴装饰，充满温馨的气息。菜式以当地特色为主，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餐厅的酒单，非常丰富。
Landsgemeindeplatz 3
11:00~20:00
40 瑞士法郎
www.hecht-appenzell.ch
当地奶酪和香肠制作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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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骆驼书下载

如果你热爱旅行和分享
如果你对国外某地了若指掌 如果你有最聪明的当地秘笈
欢迎加入 去哪儿骆驼书全球签约作者的行列
请把个人简历及详细旅游经历发送至

travelfans@qunar.com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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