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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波堡
香波堡堪称人类非凡卓越的艺术臻品。1840
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受保护的历史古迹清
单，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香波堡距巴黎不到两小时车
程，城堡被庞大的森林公园围绕，围墙便
有32公里。这里是欧洲最大的封闭式森林公
园，土地面积达5440公顷。
作为极其独特的艺术臻品的香波堡，也是人
类遗产的瑰宝。它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是
审美情趣与精神意义的体现。被视为皇权象
征的香波堡，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理想之城，
这座古迹建筑如同一个谜，等待您去揭开其
神秘面纱。
由弗朗索瓦一世 ( Francois I ) 和达•芬奇设计
构思的香波堡，是集美丽与人类智慧的古迹
建筑。甚至在世界范围，香波堡也堪称文艺

复兴时期的极致表现和象征。不仅仅因为香
波堡是当时最重要的民用建筑，而且因为它
的构思设计和象征意义体现了持续更新和生
命循环的思想，也是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地
位和永恒精神表现。

参观香波堡，步入充满神秘，通向天
才之门的另一个世界。
香波堡国家领地自1930年起一直为国家所
有。2005年领地正式成为了一家具有工商资
质的公共机构，隶属于法国总统的管辖，由
环保部、农业部以及文化信息产业部监管。
香波堡的董事会则由Augustin de Romanet先生
担任董事长一职。2010年1月至今，香波堡公
共机构由让多松维拉先生（Jean d’Haussonville）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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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迎来的500周年……

“与人们想象中的狩猎行宫的概念不同，香波堡是作
为理想之城而建，古迹建筑本身和整个领地共同构成
了这座理想之城。事实上，我们如今正在从事的项目
和乌托邦理念相辅相成，这也是我们2019年展览主题
之一”让多松维拉先生
Jean d’Haussonville
1519年，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推动下，
香波堡投下第一块基石，成为之后最
宏伟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香波
堡。
香波堡国家领地将通过向为公众推出
众多庆典活动，来庆祝香波堡500周
年，其中包括以乌托邦的理念，将过
往和未来相联系，兼回顾和展望为一
体的展览活动。
自2014年11月以来，“香波堡或理想
之城”项目就成为了领地发展战略的
重点。5个主要目标得以确定：100％
自筹资金实现财务自主；以科学的方
法和对哄赶狩猎资助的开放政策，再
建国家狩猎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
区；通过当代艺术展览、艺术家驻留
和音乐节，更新文化节目安排；改善
对游客的接待服务，发展寓所的接待

住宿能力，实现资源的多样化。
如同作为隐喻着永恒创新和雄伟壮丽
的双螺旋楼梯，在即将临近500周年的
时刻，香波堡所面临的挑战，是向广
大公众传递和展现，香波堡及与之密
切相关的领地所拥有的惊艳之美和深
远独特。
同时，2019年也是达•芬奇在昂布
瓦兹（Amboise）辞世，和凯瑟琳•
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
诞辰500周年纪念。卢瓦尔河谷文艺复
兴500周年庆典也将中央-卢瓦尔河谷
大区的大力支持下展开，庆典活动主
持人和庆典大使将由Stephane Bern担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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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文艺复兴时期的极致表现
1519年，在年轻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的命令下，一座宫殿在索洛涅（Sologne）沼泽的中心地带拔地而起。被
赋予了王权象征的香波堡，可谓是弗
朗索瓦一世向其他国家的君主以及外
交使节炫耀王权的工具。城堡的构建
以及装饰皆围绕一条中轴线展开，而
这根中轴线就是受达•芬奇设计灵感
启发－－闻名于世的双螺旋楼梯。双
螺旋楼梯从一楼盘旋而上，一直通往
高耸的烟囱与雕花柱头林立的屋顶。

十七世纪竣工
一直到路易十四时期，香波堡才正式
竣工。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城堡的
周边才得到了整治和美化。城堡外建
起了马厩，科松河的一段被引入香波
堡，以利于整座城堡的污水排放。“
太阳王”路易十四曾多次在王室陪同
下，前来香波堡小住，尽享盛大的狩
猎与娱乐活动。而1670年，莫里哀曾
于香波堡在国王面前，第一次上演了
他的著名喜剧《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十八世纪的整修工程
十八世纪，路易十五对城堡内部进行
了一些整修。之后，他的岳父，也就
是在1725年至1733年被流放的波兰国
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Stanislas Leszczynski），曾在这里居住。随
后，萨克斯元帅（maréchal de Saxe）
也受邀居住于此，作为其丰特努瓦
战役（Fontenoy)大捷（1745年）的奖
赏。出于对取暖与舒适的需求，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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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们也都在房间中添置了护壁板、
地板、吊顶与橱柜，香波堡终于迎来
了真正意义上的装修。在法国大革命
时期，虽然城堡被洗劫一空，留下的
家具也被变卖，但建筑物却幸免被拆
毁。

十九世纪：私人城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香波堡处于荒废
状态，直到1809年拿破仑将其赠送给
Berthier元帅以感谢他多年的忠诚。Berthier只在这里做了短暂停留，Berthier离世后，其遗孀很快便向政权申
请，要求出卖当时宏大却破败不堪的
香波堡领地。1821年
通过全国认捐，香波堡领地被送给了
波尔多公爵，查理十世国王的孙子。
政治事件导致波尔多公爵（后来的香

波伯爵）四处流亡，他没能在他的城
堡居住。他只是在1871年在城堡短暂
逗留，逗留期间，他撰写的著名的
“白旗宣言”（Manifeste du drapeau
b la nc），坚持放弃三色旗国旗和王
位。然而，远离城堡的香波伯爵一
直关注城堡及其公园的维护。他将
领地委托给一位总管对整座园区进
行管理，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修
缮工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香波
堡正式向公众开放。1883年香波伯爵
去世后，香波堡领地为波旁•帕尔马
（Bourbon Parme）王子们，也就是
香波伯爵的侄子们继承。1930年，香
波堡及园林为国家所购得，并一直延
续至今。

二十世纪：艺术杰作在香波堡
躲避战火

达‧芬奇，香波堡的建筑师？

香波堡城堡及其公园自1930年起一直
为国家所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重要博
物馆的收藏被转移到这里，避开了巴
黎遭受的抢劫和战争炮火的威胁。
例如卢浮宫的断臂维纳斯（Vénus
de
Milo）、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Victoire de Samothrace）、拉斐尔
（Raphaël）以及达•芬奇的绘画，和
凡尔赛宫的萨夫纳（Savonnerie）地
毯……都被转移至香波堡一个特别保
管和分拣中心。
1938年起，国家开展了对遭受威胁情
况下能收纳国家级艺术收藏品地点的
清查工作，该工作规定香波堡为一处
保管和过渡的理想地点，因为这里位
于森林深处，远离一切军事用地和城
市中心，并拥有庞大建筑尺度和面积
逾 100平方米的厅室。
城堡保管人士和历史文物机关工作
人员的辛勤执着，让国家珍宝顺利
度过战争时期。香波堡化身一座充
满想象的博物馆，在这里，达•芬
奇得以和大型壁毯《女子与独角兽
( La Dame à la licorne）邂逅。

香波堡探寻
Intelligence des Patrimoines（文化遗
产智能研究）是一项ARD（Ambition
Recherche Développement，研发拓

我们应该把香波堡城堡这座非凡建筑创作的设计归于达‧芬奇
吗？马里尼亚诺战役（Marignan）之后，弗朗索瓦一世不仅发
现了美轮美奂的意大利建筑，更是发现了精妙绝伦的达•芬奇
作品。在1516年回到法国之后，国王随即邀请这位多才多艺的
天才达•芬奇来到宫廷，聘请他为“国王的首席画家、建筑师
与工程师”。如果将达•芬奇速写本中的草图与香波堡的相关
部分做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对这座弗朗索瓦一世建筑的设
计起到了重大影响，例如主塔的中心位置、双螺旋楼梯、双格
通风厕所，以及土方台防水系统等等。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家、
建筑师或是工程师留下过如此的痕迹。我们可以认为，香波堡
是达‧芬奇这位大师的首件，也是最后一件建筑创作。达‧芬奇
于1519年在法国昂布瓦斯（Amboise）离世，离世时仅仅离香
波堡修建工程开工几个月时间。
展）项目，该项目得到中央-卢瓦尔河
谷大区的支持，由位于图尔的文艺复
兴高级研究中心负责。
香波堡-城堡工程
“香波堡-城堡”这一跨学科研究工程
的主要目标，是以新的视角研究位于
卢瓦尔河谷这一非凡之地的香波堡国
家领地。涉及香波堡城堡及其周边环
境的全面研究得以展开，该研究项目
动员了跨多种科学学科的人士，如：
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生物学、
社会学、地球科学、社会学、管理科
学、信息与通信科学技术等。
自2014年以来，位于中央-卢瓦尔河
谷大区的数个研究单位，近80名研究
人员被动员，并投入该项目，目的在
于寻求并确定一种创新的科学途径，
为该人类遗产带来全新的智能技术。
通过各类方法、实践和技艺的融会贯
通，使新知识和新媒介工具的开发成
为可能。该方法的独创之处在于，依
靠工程内部已建有的稳固科技资源，
提供新的文化和旅游媒介（主要是数
字化）服务，比如凸显香波堡Grande
Promenade Numérique（数码漫步）
项目的价值。

二战期间的香波堡主塔一楼© Dreux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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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花园和香
波堡公园
法式花园
2017年，香波堡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堡
重现其法式花园。位于城堡脚下的法
式花园由路易十四下令修建，占地面
积6.5公顷。1734年，花园设计完成并
得以修建。一条4.5公里长的轴线贯穿
花园，直指那著名的双螺旋楼梯。

工程成本：由美国金融家苏
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先生以个人名义出资
赞助350万欧元。
数据：

6.5公顷；
44000平方米的砾石车道；
32500株植物；
18000平方米草坪；
800棵种植树木；
5个月的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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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历史
1519年，香波堡在索洛涅（Sologne）湿地中央拔地而起。城堡空间宏
大，有着众多猎物，是国王尽情享受狩猎的好去处。路易十四对城堡进
行了整治和美化，他希望为城堡带来一个与其建筑相称的景观环境。他
治理了位于北面和东面的两座花园，这可以从留存下来的老平面图上看
出。1734年，路易十五统治期间，这些花园被重新修建，并装点了林荫小
道和树丛。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北面和东面的花圃才都得以维护和重新
种植花卉，与十八世纪外形非常相似。

占地面积达5440公顷的香波堡国
家领地是欧洲最大的封闭式公
园。这里不仅风景如画，更是无
可比拟的动植物栖息地。香波堡
公园是欧盟Natura 2000自然保护
区网络的一员，而这一网络的主
旨便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森林漫步
2017年，香波堡开设了全新的人行漫步
小道，人们能够进入以往对外关闭的公
园内部。游客可以通过这座欧洲最大的
封闭式公园，享受1000公顷的森林、小
径、草地和沼泽风光。
森林漫步的全线线路为游客提供围绕城
堡的环路路线，让您以前所未有的观察
视角，探索独特的自然空间。

香波堡的葡萄园
1519年，弗朗索瓦一世（1494
年–1547年）在香波堡投下第一块基
石，也在索洛涅（Sologne）引进了
勃艮第葡萄品种罗莫朗坦（Romorantin）。从城堡看去仍清晰可辨，距离
不到1公里的Ormetrou，是一块历史
悠久的葡萄园，其种植一直延续到二
十世纪初。该葡萄园于2015年得到重
新打理，为了在2019年酿造出首款一
级葡萄酒，葡萄树的重新种植得以继
续。
五个普通品种 – 三款佳酿 - 两种色彩
与欧维纳（Auvernat）更为相似的黑
比诺（Pinot Noir）在香波堡的种植延
续到根瘤蚜蔓延时期。而同样备受弗
朗索瓦一世青睐的布洛瓦（Blésois）
传统品种，欧布瓦（Orbois），则作
为佳美（Gamay）和白苏维翁（Sauvignon）的补充品种得以种植。两款
一级白葡萄酒和一款一级红葡萄酒在
共和国、法国及世界餐桌上绽放奇光

异彩。一款罗莫朗坦（Romorantin）
一级白葡萄酒，两款雪佛尼（Cheverny）法定产区的一级红葡萄酒和一级
白葡萄酒的酿造将借以庆祝2019年香
波堡500周年。所有这些葡萄酒都是
纯天然酿造，没有添加任何亚硫酸盐
或人造酵母。
在这片14公顷的葡萄园地里，将完成
以生态有机农业种植生产的6万瓶佳酿
的出品。葡萄园的种植和酿制由合作
伙伴马里奥纳（Marionnet）酒庄世家
全权负责。酒窖的建设正在进行中，
为促进葡萄酒旅游而修建的住宿接待
设施将作为酒窖的极好补充。

生态放牧
香波堡牧场结合保护性农业
原则和索洛涅母羊牧群的生
态放牧养殖，继续向生态
农业过渡。索洛涅母羊1900
年代出现，在1965年濒临绝
灭，负责这一濒危物种的协
会已签订协定。如今，香波
堡接纳有150头索洛涅母羊。

挑选一株葡萄树
挑选一株葡萄树，让每个人都能为香波
堡葡萄酒项目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标有
赞助方挑选人名字的标牌会插在相关
葡萄树边，这是让公众和香波堡悠久历
史，以及法国生活艺术推广紧密相连的
极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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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城堡
自由参观

导览参观

14种语言的参观指南可供免
费取阅。

为展现最开明国王的无限荣耀，出于当时最巧妙之手打造
的香波堡，自十六世纪以来就得到游客们的赞赏。参观讲
解人将带您探索这里独特的历史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元
素。

关于城堡历史和建筑的数码
图片合成影片，在塔楼底层
持续播放。

探索参观

特殊参观

带您参观城堡不容错过的去处，作为首
次探寻内容（双螺旋楼梯、拱形天花
板、屋顶平台等）。
1小时。每天13点（11月至3月）和15点
（4月至10月）。
7月至9月间每天11点15分英语导游讲解。
票价：5欧元 每位成人 / 3欧元 5至17岁
（入场费除外）

该参观带您详细探寻弗朗索瓦一世城堡的
历史和建筑，并可进入不为自由参观开放
的空间（半楼、后楼梯及城堡阁楼）。
可进入不为自由参观开发的空间（半楼、
后楼梯及城堡阁楼）。
两小时。每天10点30分。
票价：7欧元 每位成人 / 5欧元 5至17岁
（入场费除外）

深入参观
至尊参观服务，以限制人数的小参观团体方式组织，带您深入探索弗朗索瓦一世城堡的
历史和建筑。可进入不为自由参观开发的空间（半楼厅室、后楼梯、城堡阁楼和中央尖
塔）。
3小时。每组人数不超过18人。
周末及节假日14点开始。
票价：11欧元 每人（入场费除外）

使用历史博览平板电脑参观
采用尖端数码技术，可实现人机互动的HistoPad平板电脑，将带您游
览虚拟的文艺复兴时期香波堡的各个厅室，该技术的使用来自于香波
堡和Histovery公司的精诚合作。凭借文艺复兴文化专家的不懈努力，
十六世纪初期某些厅室的布局、装饰和家具布置得以重新以画面展
现。所有这些内容以12种语言配有说明，以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需
要。
票价：6.50欧元 全票 – 17欧元 家庭套餐 3台 - （入场费除外）

HISTOVERY公司
荣获国际视听新技术委员
会（AVICOM）大奖
Claude-Nicole HOCQUART，2015年国际多媒
体影音大赛（FI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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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包括：
• 人机互动的平面图，方便游客定位，组织
参观线路。
• 24间厅室的参观指南，带您探索城堡历史
及收藏。
• 1个多小时的音频讲解，让您了解城堡历史
及建筑。
• 极具趣味性的互动寻宝游戏，专为孩子们
准备。

儿童活动
趣味参观
和一位历史人物邂逅
开始参观的孩子们，能够遇到钟表大师朱利安（Julien）、
托马（Thomas）兄弟，或是弗朗索瓦一世的贴身护卫加斯
帕德（Gaspard）。这些香波堡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们，将家
长和孩子们带入一次奇妙的探险之旅。
在学校假期和某些大周末（邮件咨询：reservations@chambord.org）期间提供。建议参观儿童年龄5至10岁，并由家
长陪伴。
1个半小时。每组人数不超过30人。
票价：6欧元 每位成人 / 4欧元 5至17岁
（入场费除外）。

城堡谜语手册
游玩中探索城堡
预言家珈桑德拉公主的手册将带领家长与小朋友们进入城
堡最著名的景点，并解开8道谜题。最专注、最有观察力的
小朋友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个神秘的关键字，赢取奖
品。
适合8至12岁的儿童，需由父母陪伴。
票价：4欧元（城堡售票处购买）。

教育活动
香波堡教育服务部门全年围绕自然遗产和建筑遗产，
向教师推出各类组织活动和研讨会。对整个城堡及环
绕城堡的公园遗产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的艺术文化
素养的培养和发展。历史、生命和地球科学、数学、
视觉艺术和物理都会在推出的不同参观内容中涉及
到。无论是在森林中，还是在城堡厅室内，学生们讲
能够以寓教于乐、积极参与的方式进行学习，以了解
香波堡建造者，当时的弗朗索瓦一世国王的生活方
式。
信息查询：www.chambord.org
或 service.educatif@chambord.org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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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城堡周边
泛舟于运河之上，或是骑乘自行车于小道之间，再或乘坐电动专用汽车，探索不一样的香波堡。

游船、电动汽车或自行车的租赁
3月31日至11月4日

游船票价请在城堡接待处或www.chambord.org上查询

自然保护区参观
乘上越野车，游客们将在熟知当地自然环境的导 游陪伴
下，探索领地非开放区的动植物。这是领略这个欧洲独有
的自然保护区，及其生物多样性的绝佳机会。
1小时30分钟。每组人数不超过8人。
最低参观年龄（已满实际年龄）：3岁
票价：18欧元 每位成人 / 12欧元 5至17岁
汇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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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呦呦鹿鸣
9月中旬至10月中旬
鹿鸣呦呦的求偶季节是游客们观察森林之王的绝佳时机。游客们可以在非
开放区内的瞭望台观察鹿的各种活动。
3小时。每组人数不超过16人。
最低参观年龄（已满实际年龄）：12岁。建议提前预约。
票价：35欧元 / 40欧元

马术及猛禽表演
4月28日至9月30日

“骑士国王”，弗
朗索瓦一世
在萨克森（Saxe）元帅的马厩里，游客跟随马匹节奏，
踏上领略骑士风范的旅程。猛禽从游客的肩上轻轻掠
过，驯飞表演让观众们穿越时空，重回弗朗索瓦一世
统治的法国宫廷氛围，探寻不为人知的秘密。该演出
分为6场，由珀伽斯Pégase制作公司创作，Taïra Boré
出任编剧导演，Frédéric Sagot制作舞台背景，Patrick
Morin担任原创音乐。不仅如此，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
了著名演员、导演兼剧作家Jacques Weber为演出进行配
音。

4月28日至9月30日，每周一暂停，4月30日、5月7日及5
月21日除外（5月2日、5月9日和5月22日暂停）。
7月3日至8月26日期间，每天都有表演
每天两次演出，时间为11:45和16:00。
14.5欧元 每位成人 / 11欧元 5至17岁
成人套票，城堡+表演：24欧元。

珀伽斯PÉGASE制作公司
位于法国萨勒布里（Salbris）的珀伽斯
Pégase制作公司在弗雷德里克•萨拿波拉
（Frédéric Sanabra）的领导下，致力于
马术特技表演，三十多年来更是在电影界
大展宏图。
这些年来，弗雷德里克•萨拿波拉在电影
马术特技领域早已成荣升为一位最重量级
的大师。单单他个人就在法国及海外电影
中参与过几百次的马术特技拍摄，包括索
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的《绝代
艳后》（Marie-Antoinette）、奥利维埃•
达昂（Olivier Dahan）的《摩纳哥王妃》
（Grace de Monaco），以及让•雅克•阿
诺（Jean-Jacques Annaud）的《陛下未成
年》（Sa Majesté Minor）。
今天的弗雷德里克•萨拿波拉，则主要
担任演出策划、电影动作场景的协调及校
准、精英大学的骑术教练以及剑术大师。

索洛涅的鹰隼
Francis
Cohu最初以猛禽繁殖开始其职业生涯。猛禽狩猎的
10年工作经历，让他在国际上赢得了认可。随后他在狂人国
（Puy du Fou）开创了首次的鹰隼驯飞表演。香波堡的猛禽数
量不少于23只，它们不仅仅是演出的演员，同时也再现了文
艺复兴时期鹰隼驯飞场景。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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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目
自落成以来，香波堡一直是一座艺术的圣殿。早在弗朗索瓦一世时期，众多艺术家就曾纷至沓来，参加国王举办
的各种宫廷庆典或娱乐活动。这一传统并没有因弗朗索瓦一世的去世而终止，相反地，数位君主与名流显贵都陆
续曾在香波堡留下了他们的足迹。2010年，旨在继承弘扬昔日的光辉传统，香波堡国家领地出台了一个雄心勃勃
的文化艺术项目。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惯例，该项目将分别以：文学、音乐和艺术为主线。并在此基础上，增添
了戏剧和舞蹈。
2010年至今，乔治•鲁斯（Georges Rousse）、保罗•勒贝罗尔（Paul Rebeyrolle）、纪尧姆•布吕埃尔（Guillaume
Bruère）、加梅尔•塔塔（Djamel Tatah）、菲利普•科涅（Philippe Cognée）、裴柄雨以及栗田宏一等众多艺
术家都已在香波堡举办过展览。

展览
Jérôme Zonder
6月10日至9月16日
Jérôme Zonder 出生于1974年。2001年从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 de Paris）毕业后，他给自己立下了一系列规则：只从事素
描创作，只使用黑白色，绝不使用橡皮擦或修改，不把自己禁
锢在纸张的通常尺寸中。被纳粹集中营的氛围和人性内在暴
力所困扰和纠缠，他的（主要）作品常常表现出极现实主义
风格，揭示着人类深深隐藏的阴暗面。在城堡停留的1个月期
间，他将在三楼举办一次以森林为主题的展览。

艺术家作品和Nathalie Obadia画廊，巴黎/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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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大型号角音乐会
6月29日，周五

除了Jasser Haj Youssef 和Olivier Baumont两位艺
术家在城堡逗留期间举办的音乐会之外，6月
及7月也将安排一系列音乐聚会。

音乐节
6月21日，周四
第14届音乐节之际，主要来自于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
的15位艺术家，将在城堡周边和城堡庭院内演奏，他们
将以 不 拘 一 格 的 演 出 安 排 和 动 人 音 乐 ， 欢 庆 夏 季的回
归。
20点开始（自由进入，无需购票，免费停车）。

10多年来，香波堡国家领地每年都会组织一场音乐会，音
乐会上香波堡猎号学校的号手们会邀请一支知名乐队，
重要音乐赛事决胜者，与他们分享城堡内院的舞台场
景。2018年，国家森林局（Office National des Forêt）的号
手们将来到这里，为这一独特盛典带来他们的首次演出。

6月30日20点：

交响乐团
中央-图尔/卢瓦尔河谷大区
& Xavier Phillips/指挥
B. Pionnier

肖斯塔科维奇（Chostakovitch）第
一号《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
斯基（Tchaïkovski）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

7月1日18点30分：

露天演出，音乐作曲家F.
Krawczyk的《È così!》，
根据莫扎特 (Mozart) 的
《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 改编

7月3日20点：

第8届香波堡节庆日
6月30日至7月14日
本省及其他省音乐爱好者不容错过的聚会，一直以来，音
乐节都不局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一国家，也不拘泥于特定种
类的艺术家，而是面向普罗大众，展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
师或崭露头角的新星所带来的各类作品。
第8届香波堡庆典在钢琴家Vanessa Wagner艺术指导下，继
续探索从大师级艺术家到新锐的年轻演奏家，从独奏家到
管弦乐队带来的首首经典曲目和新品佳作。
音乐会开幕曲将由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图尔交响乐团演
奏。
票价：15欧元至50欧元。

《Doulce Mémoire》和
《La Rêveuse
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
（十六世纪英国音乐）

7月4日20点：

昂热（Angers）舞蹈中心
（CNDC）剧团 & 两位节庆
活动独奏者，默斯•坎宁安
（Merce Cunningham）编舞
舞台布景：Robert Swinston

7月5日20点：

Vanessa Wagner & 巴黎室内
乐团

7月6日18点30分：

卢瓦尔河畔圣迪埃
（Saint-Dyé-sur-Loire）教

《Les Ombres》
Couperin的《Leçons de ténèbres》
，以及G. Pesson的当代作品

7月9日20点

Vanessa Wagner & spirito声
乐团

7月10日18点30分：

Jasser Haj Youssef、Gaël
Cadoux和Lama Gyourmé
创作

7月11日18点30分：

钢琴家Adam Laloum & 大提
琴演奏家Victor Julien-Laferrière 贝多芬、弗朗西斯•
普朗克（Poulenc），雅那切
克(Janácek)和拉赫玛尼诺夫
(Rachmaninov)

7月12日20点：
Karénine三重奏
德国节目安排

7月13日20点：

Vanessa Wagner & 塔里赫四重
奏（Quatuor Talich）
舒曼和勃拉姆（Schumann &
Brahms）

7月14日20点：

新阿基坦大区
(Nouvelle-Aquitaine)
室内乐团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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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香波堡
香波堡也将再次举办文学季活动。届时，多名作家将受邀前来分享他们的作品，
以致敬同为作家的弗朗索瓦一世。作为该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弗朗索瓦一
世，即玛格丽特•德•那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的哥哥，不仅自己从事诗
歌创作，还大大增加了皇家图书馆的藏书量，并创立了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每年，香波堡的藏书和读物都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了读者的忠诚。
自2011年，香波堡接待了如Mathias Enard、Lydie Salvayre、Eric Vuillard等作家。

今年，将会有一位作家来到城堡，届时，大家将有机会聆听他朗读其作品的
章节片段，并和他进行交流。具体时间是：4月14、15日那个周末及10月13
、14日的周末。

寓所
2011年，香波堡国家领地为一处艺术
家寓所举行了落成仪式，该寓所意在
于城堡内部核心位置，见证当代艺术
家的创作，向世人展现香波堡不仅仅
是艺术传播的场所，也是艺术创作的
诞生地。艺术家们主要在城堡外举办
各类传播活动，与当地民众见面并进
行交流。
今年，在多门类艺术家入住的寓所
里，我们将有幸接待作家Eugène
Savitzkaya、两位音乐家Jasser
Haj
Youssef和Olivier Baumont、素描画家
Jérôme Zonder，及一位来自美国建
筑专业的大学生。

Eugène Savitzkaya
曾于2017年数次到访城堡，在这里创
作其下一部小说。1月和2月之间，他
将再次来到城堡逗留两周，并于2月17
日在奥尔良（Orléans）的Les Temps
Modernes书店朗读其作品。

Jasser Haj Youssef
Jasser Haj Youssef祖籍突尼斯，是唯一用
柔音中提琴（Viole d’amour）演奏东
方音乐和爵士乐的音乐家。柔音中提
琴源自欧洲，在十八世纪时由奥斯曼
人采用，随后慢慢在西方销声匿迹，直
至上个世纪柔音中提琴才又回到人们视
线。Jasser Haj Youssef以音乐的形式搭建
了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4月他将在大
香波地区共同体的数个村庄举办免费音
乐会，并将多次组织与行动不便观众的
见面。

美国学生
香波堡领地与芝加哥艺术学院建筑专业
合作，自2017年至2019年接待一名到访
大学生，在城堡进行为期3个月的研究
工作。工作成果将成为2019年纪念香波
堡修建动工500周年而举办的展览的重
要组成部分。

Olivier Baumont
著名羽管键琴弹奏者Olivier Baumont曾
于2014年来到香波堡寓所，在这里他
完成了《圣西门回忆录》（Mémoires
de Saint-Simon）的音乐创作。他再次光
临的目的，是为了潜心创作关于亨利
侯爵Cinq-Mars的书籍，并将在布卢瓦
（Blois）的Abbé Grégoire图书馆音乐
讲座之际，为公众做相关介绍（待进一
步确认）。离开前，他也将在临近镇子
的教堂举办一次音乐会。

香波堡的文化及艺
术教育项目
每年，香波堡诚邀艺术家共同举
办各项活动，以提高特定人群的
文化意识：学校、协会、艺术爱
好者、拘留所、医院、养老院及
农村民众。

以及……
5月16日
以“东西方之间”命名的晚会将在城堡举行，届时，一场
音乐会-讨论会形式的活动将围绕蒙田（Montaigne）和当今
话题展开，并有哲学家阿里•本马克洛（Ali Benmakhlouf）
和两位音乐家参加。
票价：20欧元/1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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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Après y avoir embarqué cinq classes du territoire,
l’ensemble La Rêveuse fera monter le public à bord de
l’Opéra Bus le temps d’un concert-découverte commenté
autour de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et des instruments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Tarifs : 10 € / 5 €

活动举办
第23界香波堡大型旧货市场
5月1日
每年，由法国最佳节庆委员会之一组织的大型跳蚤市场举办之际，数以千计的游客来到这里，漫步于香波堡林荫道。城里的大
街小道，及城堡周围建起临时摊位，在这宏大独特、无以伦比的环境映衬下，向游客们展示各类旧家具、小饰品、彩陶、古旧
工具及艺术品。引人入胜的场景，无愧于全法最美旧货市场之一的美誉。

欧洲遗产日
9月15和16日

在香波堡的圣诞节
12月

每年，香波堡国家领地都参加欧洲遗产日活动，欧洲
遗产日于1984年法国文化部倡导创建。作为全国性主
题，遗产日活动为遗产原创性或创新性带来独特的视
角和观点，同时也促进了全新建议的提出和各类备受
关注的活动的开展。

今年，香波堡再次举办年末庆典活动！一场盛大演
出，生气勃勃的众多活动和童话般的装饰场景，在
这座弗朗索瓦一世的梦幻城堡呈现于游客，无论大
人还是孩子，香波堡等待你们的光临。
活动日程：炉火故事会、圣诞歌曲吟唱、与圣
诞老人见面等等，还有更多惊喜等着孩子们的
到来。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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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敞开的香波堡
国际友好关系
香波堡的参观游客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海外。数年
来，香波堡和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胜地开展交流。围绕保护
及突出文化遗产价值而开展的各项专业交流活动，与文化
合作、旅游发展一起，共同构筑了国际友好关系的基础。

和全新的北京颐和园建立的
友好关系
在面向国际游客，特别是面向中国游客
的发展战略中，香波堡和全新的北京颐
和园签订了友好关系协议，以促进两国
间的合作，深化对彼此文化和历史的了
解。
2018年10月11日，周四
以“中法园林艺术中的哲学和诗意”
为主题的香波堡法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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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乌代布尔城市宫殿
（City Palace d’Udaipur
的合作关系
2015年4月，香波堡和乌代布尔城市
宫殿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这是卢瓦
尔河谷和拉贾斯坦邦间的首个合作项
目，旨在发展印度游客来法国的旅
游，及保存和宣传印度文化遗产。下
一步行动将是在法国驻印度大使馆和
Maharan Mewar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
在乌代布尔组织一次香波堡的宣传活
动。

与意大利韦纳里亚雷亚莱市
（Venaria Reale）的合作关系
2015年，香波堡和意大利皮埃蒙特大
区（Piémont）签订了一份合作协
议。合作双方希望促进在法国和在意
大利的文化、教育及科学活动，以发
展和加强两国的旅游事业。通过这次
友好合作，香波堡和韦纳里亚雷亚莱
市的团队得以就领地遗产管理（包括
建筑和文化元素的管理），以及当代
艺术创作在文物古迹中的融合主题展
开交流。

“香波堡”品牌
“香波堡”品牌的开发旨在保护香波堡非物质遗产 -名称和图像-，并为此找出新的财政资源。法国在全球化发展
中有着独特之处，这特别表现于法国生活方式和文化遗产方面。通过店铺、网站销售的产品及消费品，让消费者
真正参与到国家遗产保护和维护之中。

香波堡通过“香波堡”品牌产品版税所征收的每个欧元，都
将重新用于城堡的修缮工程和公众接待。

2  商标许可授予

经系列认可产
品的经销商

香波堡的卓越品质及其梦幻般的尺度，不仅仅激发着艺术家
的灵感，世界各地众多公司都使用香波堡的名称和形象来
宣传品种繁多的产品，但大部分情况，都是未经授权或与
香波堡没有关联的。2011年，领地在法国国家工业财产协会
（INPI）为“香波堡”品牌完成品牌注册。

拥有商标许可的系列产品
被安排给各法国企业，通
过协商分销渠道，对香波
堡产品进行销售。通过店
铺、网站销售的产品及消
费品，在让人们更多地了
解领地的同时，也让消费
者参与到国家遗产的保护
和维护之中。

目前销售的产品有蜂蜜、小皮具、取材于香波堡森林的木质
物品、鹿角制品和猎物肉类肉酱。从2019年开始，也就是距
香波堡修建开工500年后，游客们还能品尝领地自己生产的
葡萄佳酿。

3 品牌的结合

1   取材于领地自身资源的卓越产品
品质卓越，取材于领地自身资源。取材于领地自然资源的一
系列品质卓越的产品，已在领地精品店销售。这些来源于受
保护的优越自然环境的产品，品质纯正，原产地出品有保
障。
目前，以鹿皮和野猪皮制作的系列皮具、蜂蜜、猎物肉类肉
酱、木制品和鹿角制品，都在领地精品店有售。

香波堡计划有针对性地与拥有精湛技艺的一家法国品牌合
作。
该合作的开展，让有着独特魅力的世界遗产胜地的知名度和
在特定领域有着精湛技艺的选定品牌紧密结合。
甜点大师Sébastien Gaudard从香波堡领地氛围和香波堡城堡
历史中汲取灵感，围绕茶、花草茶及甜点创作独特的美味组
合，表现出与香波堡著名宾客和朗姆巴巴蛋糕爱好者Stanislas
Lezsciinsky的无比默契。
Sébastien Gaudard目前是香波堡蜂蜜在巴黎的独家经销商。

它们由秉承法式生活艺术的手工匠人精工打造。其中一些匠
人也是香波堡领地产品的代理商。
不久以后的2019年，香波堡领地将有橡木酒桶和美味葡萄佳
酿为您呈现。手工制作，100%法国产品。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17

服务
三星及四星级民宿
这些位于园区中心位置的民宿，或距离城堡几步之遥，或位
于领地入口处，适合游客们在这座独一无二的世外桃源，小
住一个周末或一个星期。
民宿租赁费460欧元起。

如需更多信息，请垂询:
gites-chambord@chambord.org
或登陆 www.chambord.org

麋鹿与蝾螈民宿（Gîtes Cerf et Salamandre）
按照索洛涅传统民居房屋设计的四星级麋鹿与蝾螈民宿距离
城堡仅几步之遥。所有民宿均装饰典雅，氛围舒适，并带有
私人花园。所有民宿均可接待8人以下的团队。

嘉比丽尔民宿（Gîte La Gabillière）
三星级嘉比丽尔民宿位于香波堡森林边缘，距离第一座野
生动物观测站仅数米之遥，让游客们可以与大自然进行一
次真正地亲密接触。该民宿曾是领地农场的所在地，拥有
一座私人花园，在这宾至如归的田园氛围中，最多可接待6
位宾客。

餐饮服务
城堡中心及周边地带的餐饮服务空间，为游客们提供
一流的服务，以及多种多样的美食，尤其是当地特色
菜肴。

水井咖啡馆（Autour du Puits）

位于城堡脚下的水井咖啡馆在4月至10月期间为游客们提供
各类甜咸餐饮，可堂食或外卖。

圣路易（Saint-Louis）广场餐馆及商店

马厩咖啡馆（Le café des écuries）
坐落于原萨克斯元帅（Maréchal de Saxe）马厩的这间特色
咖啡馆，向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在离马匹不远处，享用一杯
清凉饮料的良机。营业时间：与马术猛禽表演日期相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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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波村广场（位于停车场与城堡之间）的各式餐馆与商
店，全年为游客们提供选择多样的菜单、特色菜肴以及本地
特产（葡萄酒、肉酱、饼干等），诚邀游客们的到来。
• 葡萄酒之家（Maison des vins）：02 54 50 98 40
• 国王酒窖（La cave des rois）：06 99 30 17 53
• 索洛涅田园牧歌（Bergeries de Sologne）：02 54 33. 32 03
• 香波饼干店（Biscuiterie de Chambord）：02 54 81 60 97
• 古迹咖啡馆（Monument Café）：02 54 42 21 22
• 圣路易餐厅（Le Saint Louis）：02 54 20 31 27
• 城堡武器餐厅（Les armes du château）：02 54 42 29 44

精品店
城堡精品店
于2014年修缮完毕的香波堡精品店，为游客推出经过精心挑
选的系列商品（装饰、地方美食、艺术品、书籍等）。
商品主题丰富，涉及香波堡森林生态介绍、儿童益智游乐、
法式餐桌艺术等，是您挑选礼品的最佳之选。游客可从香波
堡城堡主入口免费进入占地400平方米的精品店，除城堡关
闭日外，精品店每日营业。

香波村广场精品店
在全新接待大厅核心位置的这家精品店，为游客推出
一系列地方产品和城堡主精品店头牌产品。

香波堡罗莱酒店
（Le Relais de Chambord）
的正式开放
2015年秋季，香波堡罗莱酒店整修工程正式开启，预计2018
年春季将向公众重新开放。该项目汇集了法国一流的建筑
师，让•米歇尔•维勒莫特（Jean-Michel Wilmotte）、餐饮
大师、优秀的管理及酒店服务团队。酒店将通过60余间客房
以及一间美食餐厅、一间酒吧、一间土耳其浴室和一间桑拿
浴室，为宾客们提供完美的住宿体验。不仅如此，酒店还将
拥有一个法式园林风格的露台、可供举办庆典及活动的场地
以及康体设施等，诚邀香波堡和大自然的爱好者们以及团队
宾客们前来。
www.relaisdechambord.com
酒店拥有55间客房，其中：
•15间客房面朝城堡
•18间客房面朝科松河（Cosson）
客房价格在150欧元至400欧元之间（依朝向视线、季
节、房间大小不等）。这家全年开放的餐厅酒店，不
久将被授予四星级标准。
酒店建筑的各侧翼部分，安排有经典客房和套房。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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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活动
“香波堡通票”
在香波堡的一天
“香波堡通票”于4月28日至9月30日间有售，其中包括
使用历史博览平板电脑的城堡参观及马术及猛禽表演。
持有该票，还可享受各类休闲活动。孩童（5至17周岁）
可享受的优惠票价为15欧元，5周岁以下免费，青年（18
至25周岁，欧盟成员国公民）票价为19欧元，成人（18
至25周岁非欧盟成员国公民，及26岁以上）票价为28欧
元。
15欧元起
在线购票地址： www.chambord.org

团体参观
香波堡全年为团体参观推出各项服务，服务内容可自选或为
套餐服务。在城堡内提供的餐饮优惠服务，让您在一天内尽
情享受领地及其各类活动。
信息查询请上 www.chambord.org 网站，
或发邮件至 devtour@chambord.org

优惠年卡
优惠年卡推出的各项优惠服务，让已熟知香波堡的
游客能够和亲朋好友分享美好体验：无限次免费入
场、多达5名同伴的优惠票价、免费停车，各类活
动优惠票价，以及精品店和城堡餐厅的95折优惠。
个人优惠年卡: 40欧元，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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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
由弗朗索瓦一世建造的香波堡，是那个时代的挑战，完美展
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壮举和审美情趣，创新精神和博学
精深，彰显了法国的威严伟大和尊贵。
为了保护和延续这一独特的世界遗产，香波堡需要您的支
持。
成为香波堡国家领地的赞助人，您将为扩大古迹建筑及周边
独特环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重要
世界遗产，五百年来始终赢得艺术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的赞
赏。
所有希望为香波堡领地带来财务支持的个人和企业，都能成
为赞助方，可采用常规合作方式或特殊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多种多样，赞助方可参与到本季文化活动安排，支持文化、
音乐或是艺术作品，或是修复城堡内、法式花园内、保护区
内某部分遗产，再或任何其他附属项目。

信息查询请上 www.chambord.org 网站查询，
或发邮件至 mecenat@chambord.org

研讨会和各类活动
空间租赁
香波堡以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了众多不同凡响的盛大活动，例如：珠
宝系列展示、广告、电影长片、或取得巨大成功的电视节目拍摄、古
董老车展示、运动盛会、晚宴、政治研讨会、婚礼、家庭聚会，企业
周年庆典。
在香波堡，一切皆为可能！
信息查询请上www.chambord.org网站查询，
或发邮件至evenements@chambord.org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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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重要数字
执行预算

参观流量

1800万欧元

1 050 074 位游客

运作经费（包括折旧费）

520万欧元

投资，其中400万欧元为自筹资金

（较2016年相比，+26%)
（916888位参观城堡的游客，133186位休闲活动
顾客）

1900万欧元

两百万

1470万欧元

200 000

营业额

游客参观蓬皮杜展览

90.4%

62 625

运作收入

财务独立比率
基于自有资源计算

员工

131名长期员工
30名保障性劳务合同人员
工程
2017年期间，

1500处工地统计在册

游客来访香波堡领地

名学生在学校组织安排下在这里得到接待

Communication

+928%

的新闻出版量增长率（2010年至2016年）

+103%

的香波堡社交网站增长率

1 141 199
名互联网独立访客

森林

5440公顷

香波堡领地的占地面积
LES ATELIERS MOONSHINE

32公里
围墙长度

www.chambord.org

香波堡宣传活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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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城堡和花园套票
在线购票地址：
www.chambord.org

至少20人团体
票价

13e 全票价

11e

11e

28e 香波堡通行票

城堡开放情况
除1月1日、11月最后一个周一和12月25
日以外，城堡全年开放。

优惠票价

(全天在香波堡内）

开放时间：

免费（个人）：

• 4月至10月：9点 - 18点
• 11月至3月：9点 - 17点
闭馆前半小时停止入场。

18周岁以下，以及18至25周岁
欧盟成员国公民

40e 优惠年卡

(有效期1年）

停车场分布
Blois
Tours
A10

Paris

• P0停车场，距离城堡600米（轿车、摩托车）：6欧元/天。
• P1停车场（小型巴士）：11欧元/天
大客车：50欧元/天。
参观城堡的团体游客可免费停车（请向收银台出示至少7张
门票）
• P2停车场（轿车）：4欧元/天。
（野营车）：11欧元/24小时。
• 10次停车卡（机动车辆）：10欧元，有效期1年。
• 免费自行车停放点

跟随我们！香波堡

介绍文件 - 香波堡国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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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www.chambord.org

详细信息
41250 Chambord - FRANCE 法国
info@chambord.org
电话：+33 (0)2 54 50 40 00
预订
在线预订： chambord.org
reservations@chambord.org
电话：+33 (0)2 54 50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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