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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瓦尔河畔肖蒙城堡俯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世界遗产的卢瓦尔河

谷，并且是这项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组成部分。这座城堡也是卢瓦尔河谷

城堡群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其周围环绕一座风景秀丽的公园，堪称壮观全

景的最佳观赏地。 

十六世纪时，城堡先后归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和其情敌——国王宠妃

黛安·德·波迪耶所有。诺查丹玛斯、雕塑家尼尼、本杰明·富兰克林和

杰曼·德·斯戴尔等众多历史名人皆曾是城堡的座上宾。 

十九世纪末期，庄园的最后一任私人业主——德布罗意王妃为其注入了一

股非凡的现代化动力，城堡成为盛极一时的大排筵宴之所。

城堡参观

历史人物生活原状陈列展厅

您将参观经德布罗意家族恢复的一组房间和大厅，以重温富有传奇色彩的

历史人物在城堡内的生活场景，这些人物包括：王后凯瑟琳·德·美第

奇、宠妃黛安·德·波迪耶以及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御用占星师——神

秘莫测的路吉艾里。

您将游览到历史名人的卧房、国王房间、会议厅和保安室。 

日常生活原状陈列展厅 

1875年6月，玛丽-夏洛特·德布罗意王妃买下了肖蒙城堡，并与其夫婿德

布罗意王子一起监督实施了多项工程。她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装饰城堡

内的各个房间，令这里成为举行豪华盛宴的舞台。 

小教堂

这座火焰哥特式小教堂始建于16世纪早期。其彩绘玻璃展现了从早期至德

布罗意家族时期的肖蒙历史。 

城堡周围

马厩 

参观由著名建筑师保罗-欧内斯特·桑松于1877年应德布罗意王子之邀主

持设计的全欧洲最豪华最现代的马厩。 

历史性公园

这座英式景观公园由十九世纪末最著名的法国景观设计师——亨利·迪歇

纳根据德布罗意王子的意愿，从1884年开始设计建造。其占地面积21公

顷。

参观用时：1个半小时

> 城堡全年对游人开放，1月1日和12月25日除外。

> 城堡冬季开启取暖设施。

> 展出的部分精美家具和陈设由法国国家古典家具管理

所特别提供。

> 城堡的部分大厅被专门辟出用以展示当代艺术作品。

> 公园小径的转弯处以原创艺术品作为点缀。

独一无二的城堡，法国王后和公主们的行宫

从巴黎驾车不到2小时即可抵达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庄园全年对外开放。凭借文化景观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卢瓦
尔河从庄园脚下静静流过。

这座总占地面积32公顷的庄园由3部分组成： 
> 一座艺术与自然中心。该中心每年邀请约十五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雕塑家和摄影家进行创作。 
> 享誉全球的国际花园节。自1992年起，肖蒙庄园每年举办一届国际花园节。每届花园节均确定一个主题。此项盛事得到园林业内人
士和爱好者的普遍认可，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的风景园林设计师们前来参展和观摩。 
> 肖蒙城堡。这座城堡堪称最美丽的卢瓦尔河谷城堡之一，其周围环绕秀美壮丽的英式景观公园。

这三个游览项目是我园的宝贵财富。游客可大体分为以下三类： 
> 艺术爱好者或好奇者
> 园艺爱好者或大胆创新者 
> 研究文化遗产的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已获得以下称号和标志：
> 米其林“3星”文化盛事 
> “2星”城堡
> “优质旅游”称号 ( Qualité Tourisme )
> “卓越园林”称号 ( Jardin Remarquable )
> “卓越树木”称号 ( Arbres Remarquables )

无论您是享受一个人的旅途世界，还是情侣出游或三五好友结伴而行，抑或是举家前来，这座丰富多彩的庄园是值得您探寻与赏鉴的
理想之所。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全年对游人开放。

卓尔不群的文化瑰宝

* 2016年6月《费加罗报》（Le Figaro）

Installation d’Andy Goldsworthy - © Éric Sander Château vu du Parc Historique - © Éric Sander

Le Grand Salon - © Éric Sander

Le Petit Salon - © Éric Sander

Le Parc Historique - © Éric Sander



国际花园节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国际盛事。 

作为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的标志性活动，国际花园节致力于展现富有想象

力的创作、诗意以及大自然。这项业已举办26年的主题活动得到了园林界

专业人士和爱好者们的一致认可。每年的花园节吸引世界各地的风景园林

设计师们前来参展。在展出的作品中，许多都是每年举办的风景园林设计

大赛的获奖作品。大赛的评委团要从跨界团队提交的众多参赛作品中甄选

出二十余个最优秀的作品。此外，肖蒙庄园还通过发放“绿卡”的方式特

约一批设计师进行创作。每年，花园节的主题都会引来万众猜测，所有人

都期盼揭晓时刻的到来。

与花园节主题相关的景点 

瓜卢公园

2012年建成的瓜卢公园占地面积10余公顷。游人可以在园内欣赏到由来自

日本、中国、韩国和英国等世界园林大国的设计师创作的长期展出的风景

园林作品。园内同时展出当代艺术作品。 

参与创作的建筑和风景园林名家包括俞孔坚、王澍（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

奖得主）、邱治平、高野史郎和铃木昌道，以及克里斯·杜里、巴勃罗·

雷诺索和安德烈·布兰兹等国际知名艺术家。

小花房

这座造型极尽当代风格的花房位于花园节的展区内。游人可以在此欣赏到

众多奇特的水生植物。

蔬菜园 

进入园区的南门后，请循着栽种植物的小径，在各种芳香的指引下，来到

这座蔬菜园参观。这里遍植古老和被人忘却的蔬菜品种。它们正等待您去

认识，或是重新得到您的眷顾。这座现代化的蔬菜园选取非比寻常的样式

和建筑材料，是人们争先效仿的范例！ 

大丽花迷宫

大丽花迷宫位于瓜卢公园的“镜园”附近。这座螺旋形状的迷宫之所以被

称为大丽花迷宫，是因为其道路两旁遍植色彩柔和淡雅的大丽花。您可以

在曲径通幽的迷宫里从容地散步，或是饶有兴趣地找寻它的出口。 

2018年新增游览项目 

“光影漫步”、全新迷雾谷、历史性公园中重新开放的椴树林荫道。

参观用时：3小时

第27届国际花园节

> 2018年4月24日至11月4日每日 

> 自1992年以来，国际花园节堪称当代园艺设计的实验

室。

> 每年选取一个主题，推出30余个新创作的实验性花园

作品。

> 当前和未来大师名家的作品让游人大饱眼福。

> 26年来共推出了730余个风景园林设计作品。

每年，艺术与自然中心均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雕塑家和摄影家创作以自

然为主题的全新作品。这些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思想与庄园理念完美契合

的结晶。游人在访古赏景的同时，还可以在32公顷的园区范围内欣赏到这

些点缀其间的艺术作品，从而真正体验一次充满探索、惊喜和激动之情的

启蒙之旅。 

装置艺术的展览场所包括： 

城堡、干草房展厅、园丁庭院展厅、蜜蜂田庄、驴棚、大马厩、马厩长廊

以及园区内历史性公园的道路两侧。

长期展出的作品 

这些让庄园声名远播的作品由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政府向艺术名家

们专门订购。 

2017年至2019年：希拉·希克斯

线、纤维和色彩在这位杰出的女艺术家手中宛若画家的颜料，其炉火纯青

的技艺让人惊叹不已。

2014年至2016年：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

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德布罗意王妃时代的织毯中汲取灵感，为我们展示由

他创作的“幽灵花”。

2011年至2013年：萨尔基斯

这位艺术大师创作的当代彩绘玻璃作品——“彼处，此处”将把您带入一

个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世界中。随着白天光线的变化，这一世界将变得愈

发强烈。 

2008年至2010年：简尼思·库耐利斯

其创作的木梁迷宫、铜铃丛林等作品犹如在庄园历史和建筑间展开的对

话，并为我们开启了一个陌生而迷人的世界。 

在历史性公园中常年展出的众多艺术作品让您的游览在诗情画意之余充满

惊喜。

参观用时：3小时

艺术与自然中心：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的艺术10年 

> 3 500余平方米的室内展厅，冬季暖气开放，每年举办各项新展览。

> 众多知名艺术家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中汲取灵感，并以此为题进行创作。

> 历史性公园全年展出以下艺术家的作品：安迪·戈兹沃西、吉塞普·佩诺内、艾尔·阿那苏、川俣正、弗朗索瓦·梅尚、安娜和帕

特里克·普瓦里埃、尼古拉·波里斯基、文森·巴瑞等。

Chaos, installation pérenne de Vincent Barré - © Éric SanderLes belles aux eaux dormantes, Festival des Jardins 2017 - © C. Diaz

Glossolalia, installation de Sheila Hicks, 2017 - © Éric Sander

Les Racines de la Loire, installation pérenne de Nikolay Polissky - © Éric Sander

Ugwu, installation d’El Anatsui, 2016 - © Éric Sander

De l’autre côté du miroir, Festival des Jardins 2017 - © Éric Sander

Carré et Rond, jardin pérenne de Yu Kongjiang, Prés du Goualoup - © Éric Sander

La Promenade des iris bleus, Prés du Goualoup - © Éric Sander



A 城堡, B 历史公园, C 马厩, D 国际花园节, E 瓜卢草地, F 蜜蜂田庄,  
G 农庄庭院中的小水池, H 驴棚, I 干草房展厅, J 园丁庭院展厅, K 暖房,  
L 会议厅, M 蔬菜园, N J蔬菜园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位于布卢瓦和图尔之间，距巴黎185公里。  

自驾车
您可以经D 952省道（右岸）和D 751省道抵达卢瓦尔河畔肖蒙。

A10高速, 从波尔多方向驶来：从布卢瓦（Blois）17号出口下高速 – 30分钟。

A10高速, 从巴黎方向驶来：从昂布瓦斯（Amboise）18出口下高速 – 30分钟。

A85高速: 从圣艾尼昂（Saint Aignan）12号出口下高速 – 30分钟。

火车
- 从巴黎奥斯特利茨车站（Paris Austerlitz）乘车 – 到达翁赞（Onzain）/
卢瓦尔河畔肖蒙（Chaumont-sur-Loire）车站，用时：约1小时40分钟
（Intercités列车）。
- 从图尔（Tours）车站乘车 – 到达翁赞（Onzain）/卢瓦尔河畔肖蒙
（Chaumont-sur-Loire）车站，用时：约30分钟（TER列车）。 
4月份至10月份每个周末和法定假日（五一除外），以及7、8月份每天有往返
布卢瓦 - 尚博尔（Blois-Chambord）车站和翁赞（Onzain）/卢瓦尔河畔肖
蒙（Chaumont-sur-Loire）车站的班车。

卢瓦尔河单车骑行道
您可以沿卢瓦尔河单车骑行道骑车前来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庄园的各个入
口均设有自行车存车处，并提供免费寄存服务。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地图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交通路线

Monochrome blanc, Festival des Jardins 2017 - © Éric Sander



餐厅和纪念品店

Restaurant Le Grand Velum - © DR

餐厅

城堡餐饮团队的烹饪技艺呈现出与城堡各项文化活动不分

伯仲的创造力。 

> 整座庄园共设五个餐饮区。 

> 三种餐饮模式：高级美食餐厅、高级自助餐厅、三明治

店、咖啡厅和茶餐厅。

> 现场制作食品，尽可能多地使用本地出产的新鲜优质纯

天然有机食材，并提倡优先选用流通环节少的农产品。

> 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材料制成的餐具，并为用餐顾客设

置分类垃圾桶。

> 品尝手工制作的冰淇淋和果汁冰糕。 

> 无论您是想大快朵颐还是想略作补充，都有适合您的餐

饮设施供您选择。 

春夏季餐饮

“LE GRAND VELUM”

这间烹饪和美食创意餐厅在每个季节都会邀请一位美食设

计师为其制定一份与花园节主题相关的菜单。餐厅待客热

情，服务周到，完美延伸了整座庄园营造起的愉悦氛围。

> 午餐包括头道菜、主菜、餐后甜点、佐餐葡萄酒和咖啡 

> 2018年4月24日至9月30日每日、从12点00至14点30开

> 需预定

> 价格：38,00 欧元/人

“LE COMpTOIR MéDITERRANéEN”
这间设有露天座位的自助餐厅为顾客提供各种果蔬以及现

场制作的新鲜意粉。菜式推陈出新，别具特色。

无论您是只想略作补充，还是要大快朵颐，统一的自助用

餐形式可以满足各类食客的需求。

> 午餐包括蔬菜汁、开胃菜、现场制作的新鲜意粉自助、

冰镇甜品、葡萄酒和咖啡 

> 2018年3月31日至11月4日、从12时至15开

> 需预定

> 价格：21,00 欧元/人

“LE CAFé DU pARC” 和 “LE CAFé DEs sAVOIRs ET DEs sAVEURs”,  

“LE sALON DE THé” 和 “L’EsTAMINET” 

这四家外卖店根据所处地点和当天天气而定，设有露天和

室内座位。其主营的各类三明治、沙拉和糕点由工作人员

在后厨现场制作。饭后您还可以品尝手工冰淇淋或各种饮

料，以令美食体验更加完满。 

> “Le Café du Parc”从3月31日至2018年11月4日开放

> “L’Estaminet”和“Le Salon de Thé”从2018年4月24

日至11月4日开放

> “Le Café des Savoirs et des Saveurs”全年营业

秋冬季餐饮

烹饪和美食创意餐厅 

您可以在烹饪和美食创意餐厅的私人大厅中享用“LE 

GRAnD VELum”菜单上提供的午餐菜品。

> 午餐包括头道菜、主菜、餐后甜点、佐餐葡萄酒和咖啡 

> 从11月到3月

> 需预定

> 价格：38,00 欧元/人

“LE CAFé DEs sAVOIRs ET DEs sAVEURs”
“LE CAFé DES SAVOIRS ET DES SAVEuRS”餐厅为您提供各

式冬令热食和冷食，并可根据顾客需求订做。

餐厅仅接待已购买门票的人士。

纪念品店

您可以在城堡纪念品店选购各种有关卢瓦尔河畔肖蒙城

堡、当代艺术展、卢瓦尔河城堡和法国历史的书籍以及具

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和美食产品。城堡纪念品店全年营

业，营业时间与城堡开放时间相同。 

您可以在花园纪念品店选购琳琅满目的花籽、观赏植物以

及造园艺术、环保和园林方面的书籍。纪念品店还设有“

健康养生”一角，专门出售香水和精油等天然产品。2018

年花园纪念品店从4月24日至11月4日营业。

导览信息

自由参观

本园为您准备了城堡和花园节导览资料。

城堡导览资料有10个语言版本：法文、英文、德文、荷兰文、西

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中文、日文和葡萄牙文。

花园节导览资料有4个语言版本：法文、英文、德文和意大利

文。

数码科技辅助自由参观 

庄园历史发展陈列中心

游客可以在位于城堡一层豪猪厅的互动区域借助触摸屏饶有兴趣

地了解肖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多媒体导游器

在欢乐中探究城堡秘密的必备工具。

实用的多媒体导游器将带您穿堂入室，从容不迫地游览城堡的各

个展厅，并可以显示城堡及展厅平面图，或是您启动解说功能的

艺术品的图像。手持这件工具，您将获得丰富的知识，并访问更

多多媒体内容，如城堡历代人物的趣闻轶事。

成人导游器设置10种语言：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

牙语、巴西葡萄牙语、俄语、荷兰语、日语和汉语普通话。

少儿导游器设置4种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适于

年满6周岁的少儿。

价格：4.00欧元 – 请预约。 

“卢瓦尔河畔肖蒙城堡”应用程序

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应用程序，将庄园的精华和秘史收入囊中。该

应用程序不但为您指引游览路线，还提供定位和编年史功能，并

且设有“实用信息”版块。

成人导游器设置10种语言：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

牙语、巴西葡萄牙语、俄语、荷兰语、日语和汉语普通话。

少儿导游器设置4种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适于

年满6周岁的少儿。

通过App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

讲解参观

讲解员为您破解城堡历史，带您探索国际花园节的新主题，并在

当代艺术参观路线上为您详细解读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讲解参观是您深度了解庄园历史及其文化创意的不二之选。

讲解员在为团队进行专题讲解前都会进行20分钟的城堡历史介

绍。讲解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 

提供多条专题讲解参观路线：

城堡讲解参观

用时：1小时15分钟 – 价格：90.00欧元 1

当代艺术讲解参观 

用时：1小时15分钟 – 价格：90.00欧元 1

国际花园节讲解参观

8座精选园林的深度参观

用时：1小时15分钟 – 价格：90.00欧元 1

1 本价格适用于20人或20人以上团队的预约参观。 

少儿和中小学团队参观

本园的教育部为中小学生组织讲解参观和兴趣班等活动。

教师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资料（法文）：

www.domaine-chaumont.fr

关于课外活动的更多信息：

commercial@domaine-chaumont.fr

Vue aérienne du Château - © DR



2018职业人士票价 
门票 

2018年1月2日至3月31日以及 

2018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成人票：9.00欧元

优惠票：7.00欧元

儿童票：4.00欧元

可供选择的参观项目（门票之外额外付费)

专题讲解参观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城堡、国际花园节或当代艺术展  

用时1小时15分，需提前预约（20至30人） ...................90,00 欧元

租用多媒体导游器的城堡自助游
45分钟“发现之旅”，或1小时15分钟“深度之旅” 

每人价格：...........................................................................4,00 欧元

成人票

儿童票

全年

城堡、马厩和历史性公园游览。

当代装置艺术常设展览参观

农庄庭院展出希拉·希克斯（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政府专门订购）和亨

里克·奥利维拉的装置艺术作品。

历史性公园展出安迪·戈兹沃西、吉塞普·佩诺内、艾尔·阿那苏、川俣

正、科妮莉亚·康拉茨弗、克里斯蒂安·拉彼、朗索瓦·梅尚、安娜和帕

特里克·普瓦里埃、尼古拉·波里斯基、文森·巴瑞、艾敏·舒伯特、帕

特里克·多尔迪、多米尼克·巴依和莱纳·格罗斯的装置艺术作品。

城堡内展出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萨尔基斯和简尼思·库耐利斯的装置

艺术作品。

马厩展区展出斯特凡纳·吉雷恩、马修·勒阿诺尔和帕特里克·布朗的装

置艺术作品。

2018年3月31日 

当代艺术展和装置艺术作品揭幕

参展的艺术家包括菲奥娜·霍尔、艾尔·阿那苏、中古芙二子、四代田边

竹云斋、尼尔斯·乌多、伊娃·若斯潘、克劳斯·品特、杜伊·安·南·

杜克、西蒙娜·费尔宾和雅克·图菲穆斯。

2018年4月24日

国际花园节开幕

本届花园节的主题是“思想之园”，共有30座新园林参展。

2018年7月和8月

光明之园 （受编程约束）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在仲夏夜推出国际花园节夜游活动。在低能耗LED灯

的照明下，游人在这座光明之园内开启一段诗情画意之旅。耳目一新的

花园营造出全新的环境，绚丽的色彩夺人眼目。精美的灯光设计得到了

Philips、Citéos和néoLight等合作伙伴的鼎力协助。每晚22点至午夜对

游人开放。

2018年10月

绚丽金秋 

在秋日最后一缕阳光的照耀下欢度金秋。游人们可以欣赏用叶子和时令蔬

菜制作的绿植壁饰以及千奇百怪的南瓜和葫芦，观赏古老而稀有的蔬菜品

种，和工艺师学做柳编园艺用品，或听取园内园丁们在侍弄花草方面的建

议。  

2018年活动安排

Jardins d’hiver, 2016 - © DR

Splendeurs d’automne, 2016 - © Éric Sander

Bonheur d’hiver, 2016 - © Éric Sander

中期的11月2018至2019年2月 年底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摄影展

每年冬季是艺术与自然中心举办各类摄影展的时间。游

人可以在城堡和农庄庭院内欣赏到摄影大师们从独特的

视角拍摄的关于景观与自然的摄影作品。

冬季花园 

不畏苦寒的花房、蔬菜园、马厩和农场庭院将幻化成梦

一般的植物乐土。即便是隆冬时节，花园照样是您梦开

始的地方。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

快乐冬季

城堡将披上节日的盛装以迎接圣诞节的到来。届时，城

堡主楼梯、大客厅、书房、餐厅以及多个展厅将张灯结

彩，喜迎圣诞。圣诞节放假期间，城堡工作人员将在每

天下午为小朋友们组织创意手工班和圣诞故事会等趣味

活动。

团队接待

我园为团队提供定制式接待服务。20人成团。团员必须在确定的日期

集体前来我园。每名团员应购买相应价格的门票。

除了门票包含的参观项目外，我园还为团队提供讲解参观和餐饮等服

务。

免费 免票政策

巴士司机

可接受的支付方式

旅行社可以享受优惠票价，敬请咨询我们的销售部门。 
销售部门：Sandrine Goudeau - Emily Leclerc - +33 (0) 254 209 920 - commercial@domaine-chaumont.fr

门票 

2018年4月1日至10月31日

成人票：13.50欧元

优惠票：11.50欧元 

儿童票：6.00欧元

光明之园 （受编程约束）

每人价格：.........................................................9,00 欧元

开放时间

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全年开放，节假日不休息。每天的开园时间为上午10点。2018年7月和8月的开园时间提前至每日上午9点半。如

果您想深度游览本园，建议您预留出一整天的时间，并于清早抵达，以尽情饱览园内美景。当然，您也可以根据自身安排缩短游览时

间。

银行转账，预订凭证

本手册所含信息有可能出现变动，不具有任何合同约束力。详细信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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