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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斯特海伊（Keszthely），费什泰蒂齐（Festetics）庄园

2.	 凯斯特海伊（Keszthely），巴拉顿湖博物馆

3.	 凯斯特海伊（Keszthely），亚马孙旅游中心

4.	 黑维兹（Hévíz）温泉湖

5.	 凯希道库什塔尼（Kehidakustány），保养和游乐温泉

6.	 许迈格（Sümeg）城堡

7.	 巴拉顿高原地区自然保护区

8.	 巴拉顿久罗克（Balatongyörök），风景瞭望塔

9.	 陶波尔曹（Tapolca）湖洞

10.	 西格利盖特（Szigliget）城堡

11.	 鲍道乔尼（Badacsony)

12.	莫诺斯洛（Monoszló），海杰什蒂山（Hegyestű）

13.	蒂豪尼（Tihany）本笃会修道院

14.	 蒂豪尼（Tihany），熏衣草大楼旅游服务中心	

15.	巴拉顿菲赖德（Balatonfüred），沃萨利（Vaszary）别墅

16.	 海兰德	(Herend)	瓷器厂	

17.	 维斯普雷姆（Veszprém）动物园

18.	 维斯普雷姆（Veszprém）城堡

19.	 艾普莱尼（Eplény），滑雪场

20.	 巴拉顿菲兹弗（Balatonfűzfő），	
BalatoniBob滑道主题游乐园

21.	 希欧福克（Siófok），水塔

22.	佐马尔迪（Zamárdi）冒险公园

23.	佐马尔迪（Zamárdi），大湖滩

24.	 巴拉顿城堡（Balatonföldvár），帆船历史中心	

25.	巴拉顿博格拉尔（Balatonboglár），球体瞭望塔

26.	 福纽德（Fonyód），城堡山瞭望塔

27.	 绍莫吉瓦尔（Somogyvár），库保瓦尔	–		
民族纪念馆和旅游中心

28.	小巴拉顿湖，卡博尔瑙普斯陶伊（Kápolnapuszta）	
水牛基地	

29.	 佐洛卡罗什（Zalakaros）温泉

30.	佐洛绍鲍尔（Zalaszabar），佐博利（Zobori）主题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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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nform 骑自行车周游巴拉顿湖

维也纳
256	公里	|	3	小时	

布拉迪斯拉发
216	公里	|	2	小时	40	分

布达佩斯
109	公里	|	1	小时	10	分

希欧福克

卢布尔雅那
361	公里	|	4	小时

萨格勒布
244	公里	|	2	小时	30	分

布拉格
541	公里	|	6	小时

贝尔格莱德
476	公里	|	4	小时	30	分

柏林
888	公里	|	9	小时

华沙
887	公里	|	9	小时

卡里（KÁLI）盆地

布达佩斯



巴拉顿湖，湖岸周边的村庄热情友好，即便是熟悉这里的旅客也
会被那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

美丽的巴拉顿高原，山峦和峡谷中屹立着古城堡遗迹，蜿蜒的道
路，古朴的石屋，整齐的葡萄地旁一排排农舍，为游客们展现浓浓的乡
村风情。同时热爱徒步、运动和欣赏风景的人们也会光顾这里。

如果您想观赏著称匈牙利海的巴拉顿或探索它深层神秘的一面，
您可以参照我们的出版物，任意安排巴拉顿湖周边度假的行程，选择
感兴趣的村落和娱乐项目。

除了观赏景点和运动项目以外，还可以了解许多节庆和娱乐场所
的信息，无论是自己或与朋友、家人都可以一起享受这欢乐的时光。

巴拉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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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最大温泉湖里游泳
黑维兹（Hévíz）温泉冬天湖水温暖舒适，适于旅客

疗养和游泳。 夏天泡在湖水里即可一边欣赏美景，又可
一边近距离看湖面上的睡莲。

自行车周游巴拉顿湖！ 
骑自行车环绕巴拉顿湖 – 湖

边有近210公里的专用自行车路或
安全的骑行道。 来品尝当地的风味！

如果要品尝地道难忘的美
味就要去包道乔尼（Badacsony），
这里耕种了多种葡萄梯田，可以
品尝私家葡萄庄园酿制的美酒
和美食。

在匈牙利里维埃拉享受日光浴
巴拉顿湖也叫匈牙利之海：蓝色水

面波光粼粼，湖边有的是岩石，有的是鹅
卵石沙滩。从沙滩到水上运动、游泳、帆
船巡航等多种娱乐项目。

认识爵士的秘密！
匈牙利最漂亮的巴洛克式历

史遗迹，位于凯斯特海伊（Keszt-
hely）的费什泰蒂齐（Festetics）庄
园热带植物温室，狩猎展览馆，历代
火车模型和评定为大型自然保护区
的公园迎接宾客的到来。

不可错过的5个项目 70 分钟车程离布达佩斯

18自 世纪起就是大众度假的盛地

6 个葡萄酒产区

210 公里自行车路

64 个湖滩

6 个自然保护区

73 个港口

500 只天鹅在湖面繁衍生息

天都有不可错过的风景 一年365

26 °C夏季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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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的巴拉顿湖 

在薰衣草的魔咒下
薰衣草不但香气怡人，而且用途广泛，是民间常用的草药。

这种在六月盛开的小紫花逐渐变成了蒂豪尼（Tihany）的一个
标志，在这个村庄和周边很多地区都有相关的旅游项目。蒂豪
尼薰衣草节和薰衣草周不但可以在薰衣草地里漫步，而且还可
以参加草药徒步旅游，蒸馏介绍，参观薰衣草巧克力车间，参与
薰衣草的手工活动。

采摘葡萄和传统
秋天巴拉顿周边地区最重要的事就是采摘

葡萄和酿制葡萄酒。除了传统项目还可以品尝
当地最优质的葡萄酒和最美味的名菜。

童话般美丽的巴拉顿高地和湖水为秋天
的体验增添了明信片般的氛围。如果您想感受
采摘葡萄节的热闹，西格利盖特（Szigliget）
的葡萄采摘节或者赞考（Zánka）葡萄采摘节
和游行队伍将是最好的选择。

冬天的景象
再没有比在寒冷的冬季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里，或来个桑拿浴，或在雪花飘飘

的时候泡在舒适宽阔的黑维兹湖温泉里游泳 ，更令人享受的了。
对寻找运动锻炼机会的人而言，在艾普莱尼的滑雪场可以考研他们的勇气和胆

识，但如果只想在滑雪道顶峰喝一杯热葡萄酒的话也可以坐上匈牙利最长座椅缆车
前去观光。

和家人朋友一同去维斯普雷姆（Veszprém）、西格利盖特（Szigliget）或者巴
拉顿莱莱（Balatonlelle）的滑冰场滑冰，或在冰冻的巴拉顿湖面天然滑冰场上，或
者蒂豪尼内湖面上尽情滑冰更精彩有趣。

在鲜花盛开的树下远足
杏树是巴拉顿北部地区经典的植物，早春盛开的杏树花向人们传达着春意。许多活动与

花有关，尤其是沿着从下厄尔什（Alsóörs）出发的杏树花徒步旅行。徒步旅行行程20公里，组
织者为不同年龄的人群设计了相应的计划：参与的家庭可以选择6公里路线，沿徒都像在童话
里一般，漫步在鲜花盛开的树下。

98



我的巴拉顿湖……

几乎每个人都有对巴拉顿湖的愉快记忆，这当然
不是偶然。匈牙利之海无与伦比的氛围来自南部湖岸
逐渐加深的区域，这里适合小孩子玩耍。而有很多湖
湾的北岸则适合游泳和水上运动。

	一群群天鹅、飘荡的小船、划过波澜的渡船、孩
子们的笑声、游乐场、体育场和湖滩上的娱乐场所	–	
这些都会留在游览过巴拉顿湖的旅客们的记忆里。

坐帆船畅游巴拉顿湖！

巴拉顿湖轻柔的水面在每天不同的时刻都有不
同模样，值得游客们慢慢体验。坐帆船畅游巴拉顿湖
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从春天到秋天，在湖边设备
齐全的码头可以租帆船，学习开帆船技术，也可以聘
请船长。

如果您还想坐大船，可以选择按时出发的渡轮，
来一趟傍晚日落之旅，或者和孩子们参加寻宝游戏。

水上和岸边

蓝丝带大奖赛
欧洲最长的绕湖帆船比赛，每年从巴拉

顿菲赖德（Balatonfüred）出发环绕整个湖
区再回到起点。比赛路线总长160公里，每
年有近500只帆船参加。

蓝
丝
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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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顶上和岩洞深处

两个轮子
如果想要骑自行车去探索巴拉顿高地自然保护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环绕巴拉顿湖的路线有210公里长，大部分是自行车路。如没有带自己的自行车
还可以在出租自行车点租车。您还可以使用行李运输服务：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把
骑车环湖旅客的行李运送到指定的地点。

在地下考验勇气
陶波尔曹（Tapolca）湖洞穴在国际上也算很特别，

在这里您可以参加一项非常浪漫的地下城划船旅行。如
果您真的很勇敢，可以穿上特殊的背带裤，在导游的陪
同下穿越巴拉顿奈代里齐（Balatonederics）的乔道
博久什（Csodabogyós）山洞。在这趟刺激兴奋的冒
险旅途中有些狭窄的地方只能爬着走。

巴拉顿湖周围的徒步旅游
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巴拉顿高地火山山脉及其特殊的地质结构形成许多美丽

的奇观异景的徒步旅游路线。从自然保护区的瞭望塔可以俯瞰风景，观赏玄武岩
管风琴森林，寻找蒂豪尼半岛的间歇泉和包克尼-巴拉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
地质公园。小巴拉顿湖的原始自然风景值得观赏。登上卡尼奥瓦里（Kányavári）
岛上的野鸟观察塔，访问卡博尔瑙普斯陶伊（Kápolnapusztai）水牛基地，观赏
匈牙利最庞大壮观的水牛军在泥里打滚。

卡里（KÁLI）盆地
当地真正的瑰宝，这里有传统

的乡土风情、起伏的地貌、美味佳
肴、热情地迎接着旅客的到来。

包
道
乔
尼

费什泰蒂齐 
（FESTETICS）瞭望塔

厄瓦尔（ÓVÁR） 
瞭望塔

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巴拉顿奥尔马 
迪（Balatonalmádi）标志的瞭望塔可以看
到希欧（Sió）谷和巴拉顿菲兹弗 (Fűzfő) 的
湖湾。最好徒步走到这个建筑，因为沿着圣·
伊什特万公园的红砂石天然小径一直走下去
还可以看到这个小镇的其他景点。

位于杰奈什迪阿什(Gyenesdiás)，在海
拔235米高的建筑物上可以看到整个巴拉顿
湖和凯斯特海伊(Keszthely)湖湾的风景。 
登上三层的瞭望塔，就能观看凯斯特海伊山
岭和凯斯特海伊市。

巴拉顿博格拉尔（Balatonboglár）的球体瞭
望塔原本是为1958年布鲁塞世博会建造，它简约大
方的形状直到如今也可堪称为一个现代化的建筑 – 
站在瞭望塔里可以观赏巴拉顿湖全景。

这里是观赏蒂豪尼半岛内部景象最
好的地方。从这个瞭望塔可以看到火山岩
形成的蒂豪尼半岛和巴拉顿湖的水面。

福纽德（Fonyód）标志性的瞭望塔
自1910年起就开始接待旅客。不仅观赏壮
丽的风景，附近的地窖别墅也非常值得一
游。该别墅是建筑师为纪念他的未婚妻而
建造的 。

巴拉顿湖岸上的5座瞭望塔  
看到的不只是风景

赞特斯·亚诺什 
（XANTUS JÁNOS）球体瞭望塔

警戒塔

沃尔克（WALKÓ） 
瞭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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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

包道乔尼（Badacsony）的 Gasztrohegy 
10个饭店，7个主题美食周末，只有在这个时候

包道乔尼才能凸显它美食城的一面，在舒适安静的季
节，细细的品尝。您可以在该地区乘坐美食巴士游览，
从十月到四月都可以品尝Gasztrohegy火山地区收获
的葡萄酒和当地的土特产。

福纽德（Fonyód）烹调节
对这座城市好奇的旅客可以在四月份来品尝当

地的甜食和餐厅新作。后者[1}使用当地原料，改良传
统食品烹饪出新的味道{2].

巴拉顿湖鱼肉和葡萄酒节
这个传统的节庆通常在巴拉顿菲赖德（Balaton-

füred）的泰戈尔（Tagore）步行街举行：周边各地的葡
萄酒厂家都来参展，推荐葡萄酒产品，设有专门的葡
萄酒市场，还可以品尝巴拉顿湖的鱼。该项活动的目
的是让游客更多地了解巴拉顿湖的鱼肉佳肴、饭店、
当地以及全国的葡萄酒庄	–	而且伴有丰富多彩的娱
乐节目。

佐马尔迪（Zamárdi）美食和啤酒节
在佐马尔迪湖滩上举行的活动有许多匈牙利小

啤酒厂参加，推荐啤酒	–	并且还可以品尝周边国家的
手工啤酒。当然就食品而言，匈牙利的烹调高手们还会
出现在岸边、小饭店、街头食品摊和快餐车上。

湖边的葡萄酒节
如果你想发现巴拉顿湖周围6个葡萄酒产区中最

好的葡萄酒，那就一定要参观每年举行的最精彩活动
之一：赞考（Zánka）的葡萄酒节、包道乔尼（Bada-
csony）的葡萄酒周、巴拉顿莱莱（Balatonlelle）的
葡萄酒周或者佐洛卡罗什（Zalakaros）的葡萄酒节。

品尝美味

巴拉顿湖的鱼汤

每个靠近水岸的城市和村庄都有它自己的鱼类菜
肴 – 巴拉顿湖也不例外。匈牙利的鱼汤各地制作方法
都不太一样，但按照传统的食谱，最好吃的鱼汤必须
遵循以下比率：鱼肉三分之一以上用鲤鱼，三分之一用
肉食鱼类（梭鲈、狗鱼、鲇鱼或者小体鲟），最后是小
鱼 – 不到三分之一。

欢迎品尝！
请您吃一条香酥梭鲈、翠翠的鲷鱼

或者一碗巴拉顿湖的鱼汤！ 来到蒂豪
尼（Tihany）一定要品尝当地特制的
薰衣草啤酒，离开之前别忘了再给朋
友们买一瓶巴拉顿湖的意大利雷司令
白葡萄酒。

湖滩的菜肴， 
新鲜美味的口感

巴拉顿湖KÖR联会每年都会推选
当年最好的湖滩菜。赢得头等奖的风
味菜肴包括：酸黄瓜汤，牛肉恰巴塔，
蛋奶烘饼和油条混合的“Gofcsi”，手
撕鲤鱼还有“鲶鱼和薯条”。

近年来，巴拉顿湖水岸的烹调技术逐渐提高。湖
边到处都有很多不错的快餐厅、高等餐厅、酒吧、农家
餐馆、葡萄酒吧、啤酒馆、美味酒吧、手工甜食店和面
包店。在风味菜市场可以挑选当地的产品，奶酪制品
和其它土特产。

强力推荐巴拉顿湖KÖR联会推荐的店铺：这些店
铺通常一年四季都开放，销售的食物和服务质量都有
保证，菜品经常更新，满足顾客享受美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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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 复活的中世纪
在周围的城堡里，除了展览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

为旅客演示当地的历史。通常在西格利盖特（Szigli-
get）举行骑马、射箭和猎鹰展览，在许迈格（Sü-
meg）举办刺激有趣的马术比赛，随后还可以参加品
尝地道的中世纪盛宴。

在维斯普雷姆（Veszprém），从城堡突出的一个
角落,站在伊什特万国王和吉泽劳雕塑旁可以观赏整个
城市的风景。走进城市中心来到广场就不妨去看看慈
幼会的大教堂，这里还有礼仪展览、草药院、小提琴车
间和儿童手工作坊迎接旅客的到来。

在巴拉顿菲赖德（BALATONFÜRED） 
获得艺术灵感！

巴拉顿菲赖德早在18世纪末就已成为当时流行的
度假盛地。如果您想通过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
作品来进一步了解这个地区，就请来参观巴拉顿菲赖
德的瓦萨里（Vaszary）画廊，在展示厅里悬挂了匈牙
利国家画廊收藏的五十来幅杰作。离这里不远的约卡
伊（Jókai）纪念馆也值得一看。匈牙利著名作家约卡
伊·莫尔（Jókai	Mór）1857年第一次访问巴拉顿菲赖
德时，这里给他和他的妻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
十年后他们购买了这坐目前作为纪念博物馆使用的
别墅和地产。

激动人心的展览会
在凯斯特海伊（Keszthely）的巴拉顿博物馆里主

要介绍当地的地形历史、自然保护措施，保存的自然
瑰宝。同时还有互动展览，介绍深度高品质的旅行，亚
马逊之家旅游中心。凯斯特海伊盖尔吉孔庄园博物馆，
展示占地两公顷以上的当地农业历史。

在巴拉顿菲赖德（Balatonfüred）和巴拉顿城堡
（Balatonföldvár）可以通过现代化演示设备了解船运
和帆船的航行秘密。在蒂豪尼熏衣草楼里主要介绍蒂
豪尼的形成和自然生态。

凯
斯
特
海
伊
，
菲
斯
提
蒂
兹
庄
园

维
斯
普
雷
姆

凯斯特海伊（KESZTHELY）的贵族待遇
也许儿时我们都曾幻想过在美丽壮观的宫殿里，

住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和高贵的房间里享受贵族少爷
和小姐的生活。

贵族的大型晚会又该如何呢？宫殿漂亮整齐管
理完善，温室里种植了很多橘子，能在这样的宫殿和
庄园里散步，或者从几十辆马车之中挑选您最喜欢
的款式，会是什么感受呢？

在费什泰蒂齐（Festetics）庄园 – 别名海里孔
宫殿博物馆 – 可以感受当时贵族的生活气息，参观
花园和宫殿内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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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度假

到冒险公园去吧！
在佐马尔迪（Zamárdi）和赞考（Zánka），有各

种难度的冒险绳索和路道来考验全家大小的能力和
胆量。在乔保克（Csopak）的冒险公园，18米高可以
攀越105个障碍板，或者从16米高处试试自由落体蹦
极跳。

在巴拉顿博格拉尔（Balatonboglár）和巴拉顿菲
兹弗(Balatonfűzfő) 都有BOB滑道项目，而且一年四
季都开放。在佐洛绍鲍尔（Zalaszabar）有全匈牙利最
大的冒险游乐园，其中最令人兴奋刺激的就是400米
长的过山车赛道。

在全匈牙利最好的动物园里散步
在维斯普雷姆（Veszprém）参观匈牙利郊区最

大型传统动物园，里面有大象，长颈鹿和海豹等。这
里有匈牙利最大的萨瓦纳草原野生动物群、犀牛群，
还有广受欢迎的互动式恐龙园。动物园在不断的扩
建中，适合全家一整天休闲旅游 – 是家庭不可错过
的项目！

高尔夫球，不只是高手才能打
在巴拉顿湖附近的家庭式高尔夫球场，谁都可以

一显身手。巴拉顿伍德沃里（Balatonudvari）18洞高
尔夫球场，巴拉顿久罗克（Balatongyörök）9洞高尔
夫球场和佐洛恰尼（Zalacsány）的高尔夫球场在全欧
洲都算赫赫有名，都达到举办国际比赛的高尔夫球场
规格。同时也为从来没拿过高尔夫球棒的人带来难忘
的乐趣。

维
斯

普
雷

姆
动

物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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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休闲

黑
维
兹

重量浴
黑维兹的传统治疗过程包括洗浴，抗皱美容霜和重

量浴。重量浴 – 是治疗风湿病学最大的发现之一 – 由 黑
维兹温泉的一名医生：莫尔·卡罗伊博士（dr. Moll  
Károly）发明。水下治疗的目的是使脊柱的椎骨彼此拉
伸，从而牵引脊柱。拉伸可以使椎间盘恢复健康状态。

陶波尔曹（TAPOLCA）的医疗山洞
陶波尔曹的温泉洞穴里具有永久性的特殊微气候，空

气湿度高而且非常干净。实践证明，在这里进行呼吸运动
和理疗可以增强呼吸肌，减少呼吸问题并提高耐力。

佐洛卡罗什（ZALAKAROS）的水上滑道娱乐场
来试试该地区最流行的家庭游泳馆，这里有特殊游泳池和儿童世界水上滑

道，各种水上娱乐设施保证全家渡过愉快精彩的一天。除了在大众医疗和保健疗
法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经验之外，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温泉水还可以起到修复和治愈
的功效。

在凯希道库什塔尼（KEHIDAKUSTÁNY） 
浴场得到身心的放松与康复

在地中海式三层楼的理疗和娱乐温泉浴场里，除了扩展疗法和四肢运动理疗
以外还有保健和儿童项目。在修建这个浴场的时候就专门为各个年龄段的人设计
了综合休闲娱乐场所。

在巴拉顿菲赖德（BALATONFÜRED）理疗
匈牙利最早的理疗地点之一：曾经用巴拉顿湖的泥沙来做膏药和肥皂。古代

的医生曾推荐用巴拉顿湖水来洗浴，推荐肺病患者使用乳清治疗，这是一种用蒂
豪尼修道院山羊场制作的乳清和食物自然酸剂配制出来的精油。众所周知新鲜的
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也可以帮助患者治愈。

历史悠久的海维兹（HÉVÍZ）千年温泉
欢迎来到全匈牙利最古老，全世界最大型的温泉湖游泳、疗养和休闲！

由于温泉富含有益矿物成分，可以缓解四肢关节、妇科和皮肤科的疾病，此外还可
以促进外伤的康复治疗。小城市里有很多高档住所，满足旅客疗养和保健所需 。黑
维兹历史悠久这里流传了很多惊奇的故事，其中一个发生在1914年：一头叫奈丽
的大象和他的饲养员来到黑维兹以治疗它多年的腿痛。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
那只大象在温泉里泡的非常开心，回到首都动物园时它已经完全治愈了。

黑维兹 (HÉVÍZ)

2000 多年的历史

44 公顷的湖泊

23-25 °C, 33-38 °C冬天 夏天 的水温

72 小时内循环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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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品尝
葡萄酒

巴拉顿湖岸上的
音乐节

一年四季有趣的葡萄酒
该地区葡萄酒之所以知名，是因为许多人依然用罗马帝国时期“神仙花蜜”的称呼来形容

它。不过现在除了甜味还有许多种混合味，清脆的酸味和矿物口味。
在巴拉顿葡萄产区10万来公顷土地上，种植了多种葡萄品种，有许多别具风格的酒窖和葡

萄酒吧台，一年四季都有令人难忘的各种葡萄酒节庆迎接着宾客。包道乔尼（Badacsony）和
许迈格（Sümeg）城堡的一侧，种植了选自第十五世纪最流行的葡萄品种，产区历史悠久。因
此当地的葡萄酒风味特殊，非常别具一格。

艺术谷 
在一系列以匈牙利民间和轻音乐为特色的活动中，参加

节庆的旅客还可以从匈牙利设计师的独特艺术品中挑选，观
看手工作坊、戏剧表演和演出，品尝匈牙利美食。

维斯普雷姆音乐节（VESZPRÉMFEST）
组织者每年都会邀请一些世界著名的音乐人来

到这座小城，此时全国各地热爱文化和音乐的旅客们
也会纷纷而至。 音乐节还致力于将音乐文化带到城市
广场和新场所，丰富音乐文化的内涵。

保洛兹瑙克（PALOZNAKI）爵士乐野餐（JAZZPIKNIK） 
在巴拉顿湖北岸最可爱有趣的小农村里举行这个音乐活动，以便把好喝的

葡萄酒和好听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享受。 至今这个“平常的家庭晚会”已发展成一
台持续3天，有4个舞台，20场音乐会的娱乐活动。

BALATON SOUND 
从2007年起每年都举行电子音乐节，吸

引了世界各地的音乐明星前来演奏，与成千上
万的匈牙利和外国音乐爱好者们一起欢聚在
佐马尔迪（Zamárdi）。 除了疯狂的音乐节以外，
必不可少的派对，例如蹦极跳，也会使气氛更
加激烈浓郁。

非常巴拉顿轮船音乐会
MOL 公司主持的非常巴拉顿湖活

动中最精彩的项目：两条轮船分别从蒂豪
尼（Tihany）和桑托德（Szántód）出发，当
落日西山时在湖中间连接在一起，此时奏
响音乐，音乐会正式开演。

10+1 
一定要品尝的葡萄酒品种

来自蒂豪尼（Tihany）
的卡法兰克斯  
(Kékfrankos)

3. 

1. 

4. 

8. 
9. 

+1

6. 
7. 

5. 

10. 

2. 

来自妮维吉山谷 
（Nivegy-völgy）的威尔士

雷司令 (Olaszrizling)

来自巴拉顿博格拉尔 
（Balatonboglár）葡萄酒

产区的成熟红色调和酒

威尔士雷司令 (Olaszrizling) 
 “山区葡萄酒” 巴拉顿菲赖德（Bala-
tonfüred）来自乔帕克葡萄酒产区

来自卡里盆地（Káli-me-
dence）的威尔士雷司令 
(Olaszrizling)

来自佐洛（Zalai）
葡萄酒产区的琼瑶
浆 (Tramini)

来自传统许迈格（Sümeg） 
酿制的香槟

由巴拉顿湖北岸的 
（Vulcanus）葡萄产区酿制

的葡萄酒

巴道乔尼（Badacsonyi）葡萄酒产区
的蓝尼露雷司令(Kéknyelű rizling)
或莱茵雷司令 (Rajnal rizling)

来自瑙吉肖姆洛
（Nagy-Somlói）葡萄酒产

区酿制的玉法克 (Juhfark)
葡萄酒

巴拉顿湖葡萄酒从任何一个
葡萄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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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尔茨（ZIRC）修道院和树木园
匈牙利最高的英式花园环绕在海拔400米的（Zirci	

Ciszterci	Apátság）西多会修道院周围。参观完展览
之后一定要品尝修道院自己的手工精酿啤酒！

鲍科尼贝尔（BAKONYBÉL）， 
潘诺尼亚天象馆

仔细观察陨石的碎片，用屋顶上的双筒望远镜看
太阳耀斑，预约夜里看星空！

切斯奈克（CSESZNEK）
的韦阿佛拉塔

固定在岩石壁上难度不同的钢丝绳攀爬轨道，被
称为“熨烫的路径”（via	ferrata），这里可通过三条总
共370米长的路线供登山者攀岩使用。

海兰德(HEREND)瓷器
来瓷器旅客中心了解传统瓷器制作的秘密，再拿

起刷子，尽情发挥您对瓷器制品的创造力！

帕波（PÁPA）
这里有辫子式天主教大教堂和18世纪由著名

设计师设计的洛可可巴洛克式艾斯泰尔哈兹家族
(Esterházy)	城堡，以及当之无愧的著名织物绘画技
术，蓝色绘画！

许迈格（SÜMEG）
这座城堡位于巴科尼（Bakony）的山坡上，是

小镇上最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您可以去参观诗人
Kisfaludy	Sándor（1772-1844）的出生地，今天这里
已经修建成纪念博物馆。巴洛克时代Szent	István广
场右侧有一排风格独特的大宅院，以及主教的住所。
其对面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宫殿酒窖。这个城市还
是玛丽亚的圣地及朝圣的地方

考波什堡（KAPOSVÁR）
在新艺术运动和古典主义建筑环绕的市区漫步，

在德赛达湖（Deseda	tó）钓鱼天堂观赏野生动植物，
然后在热利滋星空公园（Zselici	Csillagpark）欣赏夜
空的美景，结束一天的旅程！

巴拉顿湖周边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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