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同寻常的威尼斯。
忘掉之前对意大利威尼斯的了解，忘掉之前对威尼
斯的印象。



我们一起重新发现非比
寻常的威尼斯。

一起出发吧。

非同寻常的威尼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威尼斯及泻湖认定为世界遗产，
包括33个岛屿在内，你参观过这些岛屿吗？
泻湖分布在穆拉诺岛、布拉诺岛和托尔切洛岛周边. 
 
这里蕴含着威尼斯的部分历史，包括女修道院、堡垒、“渔谷”以
及诸如圣拉扎罗亚美尼亚岛和迷失在水镜中的教堂等世俗社区。天
然绿洲（意大利鸟类保护联盟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中的渔民依旧遵
循着传统渔猎方式，与150种鸟和鱼类物种生活在一起。此外还有
湿地与水渠可供航行和探索。在旁无一人的状态下独自感受并发现
威尼斯，尽享绝对专属体验！

别样泻湖。

浏览泻湖区
的教堂与趣
味十足的自
然保护区...



“艾罗号”是为数不多仅存于世的平底帆船，
被称为“双桅拖网渔船”的“艾罗号”之前曾

在威尼斯泻湖间往返。

艾罗号-意大利BAO公司合作伙伴。



曾经随处可见的帆船在威尼
斯共和国时代被用作渔船。

船体明亮的色彩凸显主人的
喜好，帆船船体配以明亮的
装饰色彩或宗教专题图案。
      
“艾罗号”是三艘完全相
同船只中的一艘，1946年
在基奥贾泻湖港建造，直到
1967年才投入使用。

“ 艾 罗 号 ” 1 9 9 8 年 被 莫
罗·斯托帕先生购得，莫罗
先生将其恢复最初的靓丽
外观，内饰经改造后变得
更加舒适，可终年巡航。 
 
莫罗先生是一位知名大厨，
能够将传统烹饪技艺发挥到
极致。

如同穿越时间机器一般体验
威尼斯的往昔魅力，搭乘旧
式帆船尽览被遗忘的岛屿。

找寻旧日威尼斯，从海边靠
近并见证海岸线的开放，拥
享终生难忘的回忆。



帕拉迪奥风格文艺复兴
精华高度协调一致。

维琴察市与威尼托大区帕拉迪奥别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认定为世界遗产，可与苏州及古典园林相媲美。受罗
马和希腊建筑影响，帕拉迪奥别墅被认为是建筑史上最
具影响力的个体建筑。



十六世纪，帕拉迪奥的成功和影响力
源自表现力与非凡美学特质的完美结
合，同时与客户的社会期望产生共
鸣。

维琴察的建筑旨在便于交流和沟通，
这些建筑的位置从外观而言体现了文
化中的社会秩序。

美丽与社会含义外部表征的强大结合
得到长官们的褒奖，他所设计的三大
主要建筑风格尽显：城市宫殿、农业
别墅和教堂。

帕拉迪奥的影响甚至传到了美国，托
马斯·杰弗逊总统非常喜欢这种建筑
风格，美国国会大厦在帕拉迪奥风格
基础上稍作改动（其实就是维琴察圆
厅别墅的放大版）。

第111届美国国会称帕拉
迪奥为“美国建筑之父”。



美国白宫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帕拉
迪奥打造的“圆形别墅”。



马赛罗家族酒店。
与马赛罗家族共渡一天美好时光。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理念：想要了
解一种文化，通过创造历史和民
族文化的人来了解是最好的方
法。

贵族家庭是意大利社会与政治演
变的最佳代表。

马赛罗是我们想要与之分享的最
为信赖的家族。

马赛罗家族的传奇性起源始于罗
马帝国总指挥马可·卡拉迪奥·
马赛罗，他战胜了食人魔，是国
王奥古斯都的儿子。

马赛罗家族酒店是家族宅第所在
地，是威尼托大区保存最为完
好、最具魅力的帕拉迪奥式别墅
之一。

酒店由威尼斯贵族马赛罗家族于
16世纪建成，其后裔至今依然居
住在此。



从马赛罗家族酒店划
皮艇前往特雷维索。

设想在与马赛罗家族享用完一顿
丰盛的私人晚宴后，马赛罗家族
的祖先形象被绘制在威尼斯圣马
可广场总督宫内，通过划皮艇的
方式开启绿洲之旅。

在被泻湖与乡村屋舍环绕的一家
古老磨坊中享用河边午餐，之后
前往特雷维索：一条引发遐想且
充满浪漫气息的水道，在进入现
代化（仍具中世纪气息）城中心
之前，大自然赋予了数世纪之前
的居舍更多的空间。
        
上岸...在返回别墅、在年代久远的
另外一个村落 屋舍中盛装享用晚
餐前，品尝一杯普罗赛珂葡萄
酒，尽享悠闲独步时光。



思乐河自然公园占地约一万英亩，横跨帕多
瓦、特雷维索和威尼斯大区11个城镇。 
 
思乐河是欧洲最长一条复苏河流之一，是当地人重要的水
源，诠释了历史与传统。

磨坊与工厂所使用的就是这里终年流淌的河水，同时也是特
雷维索与威尼斯泻湖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水道，90公里的
自行车道如今连接着这两大地区。

特雷维索周边。



大家或许都了解伦敦、纽约、柏
林、罗马和其它城市中令人惊叹
的大理石雕刻作品...雕刻作品外
观与灵魂几乎融在一起。

安东尼奥如今被誉为是最伟大的
新古典艺术家之一：他是那个时
代的明星，以其独一无二、严肃
庄重与和谐的风格闻名于世。
        
他曾经的住所目前是一座博物
馆，里面都是关于他生活与工作
的回忆。

这个故居博物馆是一座典型的
17世纪威尼斯别墅，划分成不同
区域：包括私人居住区、19世纪
石膏陈列馆、新古典主义筒拱画
廊，里面都是石膏模型。

参观卡诺瓦的故居对于那些想要
探寻这位近现代史上最伟大艺术
家的生活、思想、风格与的人来
说是一次真切的经历和感受。

卡诺瓦。
一些不为人知的博物馆。



莎士比亚将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对不幸的恋人设定
在维罗纳的原因在于：维罗纳是一座古老的城
市，偎依在慵懒的山丘中，被葡萄藤覆盖，一条
清澈的小河近在咫尺。

维罗纳



莎士比亚实际上有三部戏剧都以维罗纳为背景：包括《罗密
欧和朱丽叶》、《维罗纳二绅士》和《驯悍记》。尤利乌
斯·凯撒大帝选择维罗纳作为休闲放松之地，歌德、司汤
达、保罗·瓦莱里和蒙田的游记中经常出现维罗纳的身影。
在维罗纳城中漫步可以邂逅罗马式建筑、中世纪军事建筑、
精美的罗马建筑物和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维罗纳简直就是一
个“宝箱”，里面珍藏着维罗纳多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和艺术
精华。

维罗纳因其城市肌理和建筑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真切体验水边生活感受：基奥贾与明乔河畔瓦
莱焦这两座城市将讲述各自的故事，探索水城
的灵魂。

水景。

从上到下依次为：基奥贾城市水景、意大利传统馄饨
以及明乔河畔瓦莱焦城市景观。

基奥贾是一座不太被人熟知
的城市，被誉为威尼斯的微
缩版（没有游客），城内有
多条运河，主要包括维纳运
河，还有城内颇具特色的狭
窄街巷。

基奥贾拥有多座中世纪教
堂：圣安德鲁教堂拥有11世
纪建造的、全世界最古老的
钟楼。

基奥贾的鱼市值得一看，乘
船经运河抵达港口无疑是最
佳线路。

明乔河畔瓦莱焦靠近维罗
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
废墟、忧郁的河流和古老磨
坊包围的隐秘所在。

在印象派大师神奇的作品氛
围中有一件事物引发关注：
这里就是意大利传统馄饨
（中国饺子）的诞生地。



 

美食与美酒。 
与当地美馔绝配的佳酿。

为您呈现。

“Bacara”是威尼斯人惯用的说法，
意思是为了纪念“酒神”(Bacchus）
去喝一杯。
         
具有典型威尼斯风格的酒馆也就如此这般在
“美酒”的陪伴下诞生。



漫步威尼斯，在品尝美酒与特色小食的同时欣赏秀
丽的风景是当地人一天的活动内容，建筑师、东方
语言学学生和资深游客同样也是如此。
 
 
威尼斯人喜欢“逛酒吧”，从一个酒吧逛到另一个酒吧，和朋友们
一起品尝酒吧主售卖的美酒。

酒吧主人之前为避免美酒温度变热，都是推着车子在圣马可广场钟
楼的影子下售卖美酒，“影子”一词也就来源于此。独享威尼斯探
索之旅，绝对专属体验！

当地特色下酒小食分量都不大，颇具传统风格，包括鱼类、肉类和
蔬菜小食，不失为品尝当地不同特色美味最简单且有趣的方式，方
位、景色、美酒和人群在城市观光行程中不断变换。

梦幻般的威尼斯街巷最适宜搭配美酒：选择心意的广场、河道和教
堂，在品尝美食与美酒的过程中度过美好时光。



很少有人知道16世纪的威尼斯泻湖岛上和威
尼斯城中曾有过种植果树和葡萄的历史。

岛上葡萄园。

多罗娜葡萄探索之旅。

葡萄园位于美丽的教堂和宫
殿中间。

1966年，一场反常的潮水
侵袭几乎摧毁了岛上所有的
葡萄园，那场潮水的高度曾
一度达194公分，连续22个
小时保持在110公分高度。

珍贵稀有。
有这样一个传说，大约15年
前，泻湖附近的菜地
和花园中只有80个多罗娜品
种存活下来。

我们知道这些美酒藏在哪
里，同时也知道如何品鉴稀
有的佳酿。

每年仅有不到4000瓶在市
场上销售。

让我们共同开启美酒探索之
旅，感受历史和纯净的土
地...



艾格尼别墅。 
不同的别墅，不同的故事。

艾格尼是德拉托雷家族帕拉迪奥
式别墅的主人，艾格尼是世界最
知名的葡萄酒制造商之一，是阿
玛罗尼品牌的基准制造商。

该别墅与“德拉托雷宫殿”葡萄
园的结合打造出一道极致靓丽的
风景，一款名酒就以“德拉托雷
宫殿”为名，这款酒以深度与复
杂性闻名于世，连续5年被葡萄
酒观察家列为最值得推荐的百款
红酒之一。

该别墅房间以让人颇为惊讶的滴
水嘴形象装饰而闻名：旨在展示
火焰力与美的巨大兽形壁炉。

在宏伟且让人难忘的壁炉前与艾
格尼家族成员在私人晚宴上共赏
国际知名品牌葡萄酒。





可曾想过在一所18世纪的帕拉迪奥式别墅中接受
一名异国贵族的款待？

西格摩苏公爵的专业厨艺享誉全球：这位贵族大厨之前曾在意大
利最为知名的厨房中接受过10年厨艺培训。
          
他的职业精神与专业厨艺使他跻身“意大利国厨队”，他代表国
厨队参加了“世界厨师大赛”和“烹饪奥林匹克大赛”，做好准
备后请告诉我们。

餐厅享受贵族大厨的
款待。



还记得佩姬·古
根汉女士佩戴的
那副夸张的眼镜

吗？

知道
“贡多拉”

（威尼斯游船）
是如何制造的

吗？

当地购物指南。

可曾想过拥有一
辆独一无二的轿

车？



是的，就是这些看上去
极具异域风情、独具魅

力的处所。

决定要住在哪了吗？我
们的建议是：像当地人
一样生活更能体验本土

风情。
         

根据我们的推荐选择最
理想的居住地。

         
我们绝对不会向您推荐
酒店或住宿加早餐型酒

店。
         

我们会为您推荐宅邸、
玛萨利亚或石制公寓，
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能
够给人以家的感觉。



更多详情请致电
conciergerie@italyb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