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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秀美、魅力无

，称之

怡人山谷毫不

。

我
界

从波尔 (Porto) 出 ，杜 河在 里流入大海，杜 河葡萄酒（佐餐葡萄酒和波特酒） 区在 里到了尽 ，要了解 一片 身世
景点之列的文化景 ，有很多方式：走公路、乘火 、坐游船，甚至可以乘坐直升机。无 哪种方式，都会令您 以忘 。

要走一条能够看到最佳全景的路 ，你需要从河的北岸走到南岸，再从南岸返回北岸。沿途，您可以欣 到大河两岸的壮
葡萄园、城 和 村，然后会抵达米 达-都-杜 (Miranda do Douro)，也就是杜 河 入葡萄牙的地方。

景致，参

从加 新城 (Vila Nova de Gaia)
出 ，参 用来 化波尔 葡萄酒的小木屋。在 里您可以更好地了解 种葡萄酒，您可要抓住千
逢的机会
̶品
玉液
。在河上，您 能看到古老的雷 洛 (rabelo)
船，在各种堤 建起， 航道通行无阻之前，就是靠 种船将各个酒庄 (quintas) 生 的葡萄酒运往河口。
在比索达雷加 (Peso da Régua) 的杜 河博物 (Museu do Douro)
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 一地区以及葡萄酒的生
程。不
的南岸就是北部地区最美的城市之一拉梅古
(Lamego)，宏 的 白瓷
就的台 ，直通圣母救 教堂的圣地 (Santuário de Nossa Senhora dos Remédios)。在皮尼奥 (Pinhão)
靠河 就是火 站， 里古老的瓷
述着葡萄种植的 史，不可不看。
在抵达波西尼奥 (Pocinho) 之前，您可以 道南岸去参 一下努冒城堡(Castelo de
Numão)并欣 无 的美景。向 走一点就是福兹-科阿考古公园 (Parque Arqueológico de Foz
Côa)， 里 直就是露天岩石雕刻
，被列 世界
，收入科阿峡谷史前岩石
址博物
Côa)。

(Museu em Vila Nova de Foz

您一旦 入巴尔加德奥瓦 (Barca de Alva)，就意味着已
入杜 国 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o Douro
Internacional)，从此地到米 达-都-杜 (Miranda do Douro) 的 一河段正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 界。在
河水在高 的 崖峭壁 奔流，直到 入葡萄牙的 境小 才放 流速。

里，河道

得狭窄，

杜 河谷葡萄酒 区，一直到巴尔加德奥瓦(Barca de Alva)，是世界上最早划界的葡萄酒 区。首先，河流在大地上 刻出深深的峡谷
，人类又将片岩山地
土壤和
，种上葡萄，夏季 目皆 ，到秋天
如火焰。种植
代代相 ，梯田 斜而建， 的就是
葡萄藤能够沐浴到阳光的温暖，
出的葡萄适合 酒。 片土地上的水果，在人类的 作之下， 造出了独一无二的美酒，也造就了
里 世无双的 景。
勿
>参

一些提供葡萄酒

光游的酒庄(quin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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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尔 (Porto) 或杜
> 参加葡萄采摘
> 在米

达-都-杜

(Douro) 河谷的葡萄酒酒店住宿一晚

附近参加

保乘船游

> 参 巴尔科斯 (Barcos)、法瓦尤斯 (Favaios)、普
(Trevões)

杜

森德 (Provesende)、

堪那 (Ucanha)、

尔

达斯 (Salzedas) 和特雷翁伊什

河上的五大景点

1 ‒ 圣李奥 多-达-佳拉弗拉 (São Leonardo de Galafura)
圣李奥 多-达-佳拉弗拉景点靠近雷加 (Régua)。在 个景区看一下杜 河谷和
(Marão) 山，
一下作家米盖尔·托尔加 (Miguel
Torga) 笔下的“地 史 ”。
2 ‒ 瓦园 (Quinta do Noval)
里地理位置 越，葡萄园几何形状丰富多彩，如今的庄园已 成 展示杜 河的舞台。 酒庄 (quinta) 位于皮尼奥河 (Pinhão)
左岸，延伸至片岩
的梯田，梯田 台 的白色条 与房屋的白色相同，有曲曲折折的小路穿
片地区
3 ‒ 洛尔伍斯府(Casal de Loivos)
里是真正的 景台，俯瞰着皮尼奥 (Pinhão) 及峡谷，河流在峡谷底部呈 ʻSʼ 形 着村庄蜿蜒而行。BBC
美 里的景色是世界六大最美景色之一。
4 ‒ 圣 尔瓦多蒙多 (São Salvador do Mundo)
是一 神圣又神秘的地方，距圣若昂-达佩什 拉 (São João da Pesqueira) 几公里之遥，圣 尔瓦多位于南岸，是朝圣目的地，
按当地 俗，朝圣者以 女 主。从 里您可以看到半条杜 河。河水在谷底奔流，因岩壁 崖的阻隔 得扭曲，不 如今在瓦莱拉
(Valeira) 水 的 服下河水 得温 ，曾
名遐迩的各个
，在 18
世 末之前曾 是河中行船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已不复存在。
5 ‒ Quinta do Vale Meão 酒庄
酒庄位于杜 河右岸一片平坦斜坡之上，靠近波西尼奥
(Pocinho)， 里是 合国教科文
保 区的北部
。酒庄(quinta)
、宏 ， 要 功于酒庄 始人D. 安 尼 · 雷拉 (D.
Antónia Ferreira)。19 世 ，正是安 尼
了波尔 葡萄栽培 酒 的革新。从 一点上来 ， 里的景致成 杜 精髓的 影：
在将沿河两岸的片岩 成耕地的 程中，体 出了 里的美 、梦想、 奇与人类的 造力和智慧。

开

游杜

不 ，杜 河 有的不
是景点，要想探 河流及其周 地区，开 游 是很好的方式。首先，您必 做好准 ，开
常常需要在
狭窄、蜿蜒的小巷中上下穿行。
您会看到宁静的城 和村庄、河湾 的葡萄园、收复失地运
期的城堡和其他地方，都 得您停下来 眺欣
在北岸，从比索达雷加 (Peso da Régua) 开始旅程，横跨拱 杜 河谷的高地之后您将抵达阿里若
(Alijó)。从阿里若到卡拉 达安夏斯(Carrazeda de Amsiães)，穿 杜阿河 (Rio Tua)，您可
走 EN214 公路，直到花
(Vila
Flor)。如果您从花
(Vila Flor) 取道 IP2 到达蒙古拉伍塔 (Torre de Moncorvo)， 可以取道 EN220 和 EN221
前行到巴尔加德奥瓦 (Barca de Alva)，途 梣 的腰刀 (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
在南岸的福兹-科阿 (Vila Nova de Foz Côa) 和杜 河之 ，穿 圣若昂-达佩什 拉 (São João da Pesqueira)， EN222 返回皮尼奥
(Pinhão)。在 一 河岸有两 必
行前往参 ：EN222-4，一直走到
威园 (Quinta do
Vesúvio)；EN324，会引您到令人
的努冒 (Castelo de Numão) 城堡。
个行程会 您俯瞰到杜 河壮 的 景。

乘船游杜
从加 新城 (Vila Nova de Gaia)
出 ，您可以乘船游 杜 河直到巴尔加德奥瓦(Barca de
Alva)，行程所需
将根据您游 的距离而定。当然，您也可以从其他地方出 ，如雷加
(Régua)，交替乘船和坐火 。您可在睡在船上或在河附近的酒庄(quintas)
或庄园入住，体 一下葡萄牙人的好客
。完整的行程包括参 地区 志性景点、主 餐 以及品 葡萄酒。
杜 河谷美 的梯田斜坡种 葡萄，从巴开 (Barqueiros) 附近开始，一直延伸到巴尔加德奥瓦 (Barca de
Alva)， 您呈 了最壮 的人力打造的 村美景。
在 19 世 末期之前，杜 河一直是 入内 的主要通道，也是内
深地区
品的主要运 方式。当 在河上行船困 重重、 象
生，雷 洛 (rabelo) 船是唯一能够
天然
的船只。船夫
有强壮的体魄和 熟的技巧，能够自如地在河上行船，运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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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桶。酒桶从来不会灌 ，以便在遇到意外 酒桶可以漂浮而不会沉入河底。
如今，您可以乘雷 洛船来一次短途游。 将是一次 忘的体 。

乘火

游杜

如果您喜 乘火 旅游，就象 20 世 初期那 沿杜 河乘火 游 是不可
的体 。
在 种 旧游中，明星当然是蒸汽和柴油火 ，火 以每小 30
公里的速度前行，令您追 当年火 在城
穿梭，运
名遐迩的波特酒的情景。
您可乘雷加 (Régua) 与杜阿 (Tua) 之 的杜 河沿 火 沿河而行。雷加火 站是 一地区最重要的一站，皮尼奥 (Pinhão)
火 站 因瓷 外 成 全葡萄牙最有吸引力的一站。
您可以从波尔 乘途 杜
的常 列 ，也可以交替乘坐火 和船。两种方法互
充。

乘直升机游杜
您可以从空中看杜 河，旅行从波尔 出 ，首先会
城市 史悠久的市中心，和与南岸 接的六座 梁。很快您就会抵达上杜 河
的中心地区。
在波尔 (Porto) 的河口与巴尔加德奥瓦 (Barca de Alva)
之
有一种
，那就是将直升机游与乘坐豪 游艇的河上之旅 合在一起。行程包括在杜 河的酒庄 (quinta) 吃午餐，最多可容 6
名乘客。

有用信息 / 到地方
杜 的老式火 ：www.cp.pt
乘坐老式火 游 后，您可以从葡萄牙任何地方乘 返回。与酒店和和停
沿波特酒旅游 路也可游
一地区：www.ivdp.pt
另 ：visitportoandnorth.travel
到地方 :
N222 公路 靠河的南岸。
火 ：www.cp.pt
途汽 ‒ Rede Expressos: www.rede-expressos.pt
机 ： 尔南多· ·卡内 机 （波尔 ） (Porto)

有合作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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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老式火

的用

提供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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