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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梵高（1853-1890）是最受

世界人民喜爱的艺术家之一。他的

油画、素描和信件启迪着各个年龄

段的爱好者们。人们可以在遍布全

世界的众多博物馆中仰慕他的作

品。这位艺术家生前居住和工作过

的许多地方也可供人们参观，这些

地方从荷兰一直延伸到法国南部。

位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25家机

构和博物馆联合起来，在“欧洲梵

高”这个名称下运作。这些机构和

博物馆联合起来，积极投入到维护

和宣传梵高文化遗产的活动中。

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馆藏并所有，《以阿尔比勒

山”为背景的橄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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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赛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9，《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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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洛
库勒-慕勒博物馆

	 	 奥特洛(埃德)的库勒-慕勒博物馆 

库勒-慕勒博物馆有近90幅油画和180幅素描，在梵高作品的收藏上属世

界第二位。该收藏不仅含有展示出梵高在荷兰时期(1881–1886) 的职业

创作情形的油画——在这一时期，他主要采用深沉的色调来表现乡村生

活；也含有他在法国时期的油画——在这一时期，光亮和色彩取代了沉

重的色调，他的笔触也变得更加流畅。该收藏中的明珠之作包括《夜晚

露天咖啡座》和《阿尔勒的吊桥》等。

www.krollermuller.nl/visit

	 	 品味梵高
库勒-慕勒博物馆的“Monsieur Jacques”餐厅提供根据这位艺

术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而特别制作的梵高团体餐。您也可以预订“品味

梵高”栏目，享受一个小时的梵高作品欣赏以及在博物馆餐厅里享受午

餐、咖啡/茶和糕点。

www.smaakvangogh.nl

 

库勒-慕勒博物馆收藏有世界知名的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品，它得益于安东和海伦•库勒-穆勒的努力，在梵高作品

收藏上居世界第二位。这座位于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内的博物馆还拥有一处迷人的雕塑园。库勒-慕勒博物馆

集众美于一身——是艺术品、自然与建筑的独特组合。

库勒-慕勒博物馆

Houtkampweg 6

NL-6731 AW Otterlo

T +31 (0)318 59 1241

www.krollermuller.nl/de

i

其他景点

De	Hoge	Veluwe	国家公园
库勒-慕勒博物馆位于荷兰最大的国家公园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之

内。这片含有 5,400 公顷森林、草场、荒地和迂回沙丘的原始自然景观

曾经是库勒-慕勒家族的狩猎场。如今，这个公园以其美妙的地貌让游客

们流连忘返。在游览公园的时，游客们可以尽情欣赏景观的自然酝酿之

美和人文营造之美。

提示：骑自行车游览公园，将会使您的游程更加美妙。著名的白色自

行车随时供您免费使用。

www.hogeveluwe.nl

阿纳姆城市游
阿纳姆特有的受文化遗产保护的建筑折射出其丰厚、曲折的历史。其中

包括“Maarten van Rossum之宅（也被称为恶魔之宅）”，Sabelpoort 

城门和Presickhaeffs Huys中世纪房屋等。商业街上的40个恢复至原貌的

中世纪拱形地窖显出这个城市曾经的面容。

www.arnhemnijmegenregion.com

在埃德的Heath啤酒坊品尝文森特啤酒
参观过库勒-慕勒博物馆之后，旅游团可以参观位于临近城市埃德的

Heidebrouwerij啤酒坊，并品尝独具风味的文森特啤酒。这款美味特制

啤酒的一些原料可见于您在库勒-慕勒博物馆中观赏过的一些油画中。高

级酿酒师赫瑞特（Gerrit）会带领来访者们参观并展示酿酒过程。他很

有可能会请您品尝特酿啤酒哦。

www.deheidebrouwerij.nl

奥特洛库勒-慕勒博物馆版权所有，文森特•梵高，1889，《约瑟夫•罗林肖像》

De Hoge Veluwe 国家公园

梵高作品

荷



5

其他景点

KNSM	岛建筑观光游
这一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区进行的2小时导游陪同观光游将让您领略雄心勃

勃的年轻荷兰建筑师们的佳作，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得到丰厚的国际赞誉。

在该游程中，除了对建筑师们的背景以及建筑历史进行解说之外，还会

涉及错综复杂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www.architour.nl

阿姆斯特丹设计体验游
荷兰设计举世闻名，但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在这一步行或骑车穿

越历史悠久的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游程中，设计爱好者们不仅有机会

发现一两个奇异的设计之宝，而且还可以学到充满传奇色彩的荷兰设

计是如何产生的。

www.omyamsterdamtours.com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
这一19世纪的新文艺复兴建筑有着无以伦比的声学设计，无疑是世界上

最著名的音乐厅之一。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节目单受众广泛，由杰出的

音乐家、乐团和指挥家参与演出。这里每年举行750场音乐会，几乎每天

都有音乐会在上演。

www.concertgebouw.nl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梵高油画、素描和信件最多

的地方。这些作品可以让人洞悉这位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除了文森

特•梵高的作品之外，该博物馆还展示有梵高的友人以及追随者们的作

品。

www.vangoghmuseum.com

	 导游陪同游以及博物馆便捷游
为了充分享受您的游览，请预订长达50分钟的文森特•梵高杰作私人导

游陪同游。专业导游将向您展示文森特早期的荷兰作品。让您探索在巴

黎遇到现代艺术家之后他的画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在法国南部如

何发展出了他那著名的个人风格。

语言：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reservations@vangoghmuseum.nl

	 多媒体导游
多媒体导游可以带您步入梵高的世界。这一游程将让您洞悉文森特•梵

高的创作方式以及他的动力。通过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欣赏梵高的作品，

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梵高。这些互动式语言导游器将让您沉浸在美妙的

多媒体体验中，向您描绘一个您尚未了解的梵高。对于这一游览项目，

可以选择以下语言：英语、荷兰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俄语、汉语、日本语、韩语。

 

阿姆斯特丹
梵高博物馆

从1877 到 1878年，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短暂居住过。在此期间，他曾享受探望家人和城郊漫步之乐，并曾拜访

教堂及参观当时展示有国立博物馆藏品的Trippenhuis。1973年，这座最大的梵高作品收藏机构在阿姆斯特丹落

成。自1973年开馆以来，梵高博物馆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目前，该博物馆的访客达每年200万人。

梵高作品	

梵高博物馆

Museumplein 6

NL-1071 DJ Amsterdam T +31 (0) 20 570 52 00

www.vangoghmuseum.com

i

阿姆斯特丹（文森特•梵高基金会），文森特•梵高，1889，《向日葵》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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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这是布拉班特省唯一一处可以欣赏到梵高原画的地方。在这里您可以见

到举世闻名的《吃土豆者》的一些模特、文森特父亲的牧师住宅以及让

梵高一直怀念的布拉班特旧有地貌。该博物馆全年都有非凡的艺术展出，

曾于2016年承办过 Jheronimus 展并因此获奖。

www.vangoghbrabant.com | www.hetnoordbrabantsmuseum.nl

	 埃因霍温的梵高-罗斯哈尔德自行车道
在埃因霍温和纽南之间有一条受文森特•梵高的《星夜》启发而设计的

独具一格的自行车道。该自行车道的路面上铺有荧光颗粒，这些颗粒在

白天吸收光线，在夜间发出光芒，展示出名画中的意境，像是一段光与

诗的协奏曲。艺术家丹•罗斯哈尔德本人将这条自行车道称为“工艺之

诗”。这是一项极致的感官体验!

www.vangoghbrabant.com

北布拉班特
文森特的故乡

3

所有寻求这位艺术家渊源的人们都应该去荷兰的布拉班特省：梵高的出生之地及文化之根所在地。这里是这位艺术家

生活和工作过大半生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塑成了他为人和作画的品格。在他的故乡布拉班特，文森特产生了

对大自然和农家生活的热爱，他对故乡的思念从未间断过。今天的布拉班特有很多地方都是文森特•梵高的纪念

地。这些地方讲述着他的童年和少年，讲述着他的梦想、激情和经历。

梵高的生活

	 宗德尔特的文森特•梵高之家及画廊
梵高于1853年3月30日在宗德尔特出生，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期。

文森特•梵高之家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让人能够了解这位

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的体验圣地。梵高时期的教堂和墓园仅一石之遥。

这个地方还设有一间画廊和并承办有艺术家驻留计划，来自荷兰和国

外的艺术家们可以在梵高精神的影响下在这里创作一段时期。

提示：我们建议您在参观完展出之后去隔壁的梵高啤酒屋

（Brasserie Auberge Van Gogh）。

www.vangoghbrabant.com  | http://www.vangoghhuis.com/

	 埃顿-吕尔的梵高教堂
下定决心要成为艺术家之后，文森特•梵高于1881年4月到8月期间返

回并居住在位于埃顿的父母家。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第一位模特并受到

了当地地貌的启发。他父亲曾任牧师的教堂如今专门用于展示文森特艺

术之开端。您将能目睹及耳闻梵高是如何为此后的杰作诞生打下基础

的。

提示：预订埃顿城市游，以追溯梵高的脚步。

www.vangoghbrabant.com | www.vangoghkerk.nl

	 纽南的梵高之村和文森特若
从1883年12月到1885年11月，文森特•梵高曾在纽南生活和工作。如

今，纽南是充满历史韵味的梵高之村，有着多达23处的梵高纪念建筑物

和郊外景点。在这里，这位艺术家创作了占其作品总数四分之一的作

品，以及他的第一幅代表作《吃土豆者》。在文森特若博物馆，游客将

能了解到梵高在纽南的生活和油画创作。超现代的视听技术将使游客穿

越时空回到这一时期。

www.vangoghbrabant.com | www.vangoghvillagenuenen.nl

阿姆斯特丹（文森特•梵高基金会）梵高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5，《吃土豆者》

阿姆斯特丹（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梵高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4-1885,

《会众离开纽南教堂》
纽南的新教教会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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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景点

斯海尔托亨博斯城(´s-Hertogenbosch)
这座城市是荷兰最古老的中世纪城市之一，其街道和小巷甚为狭窄，最

好步行游览。或者，您也可以通过乘坐河中的小船观赏保存良好、风景

如画的桥梁和历史悠久的建筑。位于历史悠久的市中心的Korte Putstraat

街是全国知名的餐饮胜地。

www.bezoekdenbosch.nl

布雷达城（Breda）
荷兰最古老的女信徒之家就座落在布雷达这座老城。它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750年前。布雷达的大教堂（Grote Kerk）是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歌

德式教堂。它与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圣约翰大教堂齐肩并列，是荷兰最上

乘的宗教建筑之一。

www.vvvbreda.nl

埃因霍温城（Eindhoven）
每年10月份，在荷兰的设计周，设计界的精英们会汇集到这个荷兰设计

之都来参加荷兰设计周活动。数家著名设计师的设计室常年开放，供游

客们参观。这座城市可以满足游客们多样的需求：是国际灯光节

（GLOW）的举办地；还有许多便利舒适的酒店。

www.thisiseindhoven.com

豪斯登（Heusden）的堡垒镇
堡垒镇气势轩昂，内有战斗堡垒，其市区遍布尽心修复的老宅和风车，

几乎是一座露天博物馆。众多的画廊、集市广场和老港口都是值得一游

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您也可以骑自行车游览半日，或从马斯河上众多

的船只游中选择其一进行游览。

www.hbtheusden.nl

赫斯瓦克（Heeswijk）的城堡
这是布拉班特省最美丽的城堡，有着近一千年的历史。您可以在城堡外

及城堡内观赏，尽享这座雄伟建筑散发出的历史韵味。如今，该城堡已

成为一座博物馆。

www.kasteelheeswijk.com/en

海尔蒙德（Helmond）的城堡和博物馆
海尔蒙德的城堡将带您走进动人的历史故事中，它是荷兰最大的水上城

堡，曾是一座易守难攻的中世纪城堡。如今这座城堡已成为海尔蒙德博

物馆。

www.museumhelmond.nl

i

北布拉班特博物馆，《挖地的农妇》(文森特•梵高 1885) 
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布拉班特梵高游

Almystraat 14

NL-5061 PA Oisterwijk 

www.vangoghbrab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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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贸特
新阿姆斯特丹

1883年秋天，文森特•梵高曾在北部省份德伦特（Drenthe）居住过3个月。这里的景色给这位艺术家留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象。在此期间，他与一些当地人和艺术家交往，并受到他们的启发而进行油画和素描创作。然而，随着年关的临

近，梵高不堪生活的艰熬，开始感到孤单，他离开了此地，前往他父母的住地纽南。

梵高的生活

德伦特梵高故居

Van Goghstraat 1

NL-7844 NP Veenoord/Nieuw-Amsterdam

T + 31 (0)591-555 600

www.vangoghdrenthe.com

i

	 德伦特（Drenthe）梵高故居
文森特•梵高曾在新阿姆斯特丹的Hendrik Scholte宾馆中居住。经过

2001-2003的装修之后，这家宾馆的一部分如今成为咖啡馆/餐馆。梵高

曾经作画的房间也经过装修。游客们可以参观他的工作室，通过观看一

段简短的视频，回到梵高时期，即1883年秋天。他曾从这处房屋里寄出

过23封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在德伦特居住期间发生的故

事津津乐道。

www.vangogh-drenthe.nl

	 露天博物馆维恩公园（Veenpark）
十九世纪的沼泽景观完好地在维恩公园复现。您可以徒步、乘坐小火车

或乘船沿着独特的“梵高的画架”博物馆旅游线路穿过原始的泥炭沼泽。

博物馆线路游以特定的梵高信件和油画为特色，这些信件和油画表现出

梵高对德伦特、沼泽地的生活以及使他倍受启迪的人们的看法。除此之

外，您还可以参观梵高画笔下的古老泥炭坑和窑房以及伴有面包店、木

鞋店和生活用品店的草坪。

www.veenpark.nl

	 德伦特梵高脚步循迹游
这项游程从参观梵高故居开始。然后导游将带您去维恩公园。在游经露

天博物馆的过程中，您将能够观赏到曾经给梵高带来灵感的原始沼泽景

观。

www.vangoghdrenthe.com

	 德伦特省立博物馆
《泥炭船》（文森特梵高，1883)是德伦特省立博物馆收藏的杰作之一。

它是梵高德伦特时期仅存的7幅画作之一。这家博物馆的1885-1935艺术

部展示有荷兰艺术和应用艺术。其考古学收藏在规模和质量上均跻身北

欧最重要收藏之列。部分藏品常年展出，并经常在国际展览会上展出。

www.drentsmuseum.nl

格罗宁根省立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3，《新阿姆斯特丹的开合桥》。

 其他景点

格罗宁根省立博物馆
这家现代和当代博物馆轮番展示油画、摄影、时装和设计作品。该博物

馆由意大利建筑师门迪尼（Mendini）设计，收藏有文森特•梵高的四幅

油画及素描。

www.groningermuseum.nl

自然河道游
参与我们的梵高河道游，您可以欣赏到德伦特的自然河道风光。一只木

艇将带您浏览许多带有时间印记的景点。这一游程肯定让您无法忘怀！

www.vangogh-drenthe.nl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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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景点

蒙斯城市历史游
这项城市游将从大广场出发，带领游客们参观马约尔花园（Jardin du 

Mayeur）、钟楼（Belfry）和比利时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圣沃尔特鲁

德学院教堂（Saint Waltrude）。提示：不要忘记参观钟楼博物馆。这

里的一大特色是其玻璃电梯，乘坐电梯到达钟楼的最高处，您可以欣赏

到蒙斯城的壮丽景色及特色建筑。

www.visitmons.be

蒙斯美术馆（BAM）
蒙斯美术馆（Beaux-Arts Mons）是一座雄伟的博物馆，拥有充满光学

效果的现代建筑设计和美学设计。这座博物馆每年都举办有几次展览，

真的是必去的地方。

www.bam.mons.be

Grand	Hornu矿场和当代艺术博物馆（MAC´s	）
这座旧日煤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工业园被认为是艺术和

功能性城市规划的完美结合。工业园的建筑群为新古典风格的砖砌建

筑，其内有办公室、商店、咖啡馆、学校、甚至是舞厅。当代艺术博

物馆（MAC´s ）也在这样的建筑中。

www.grand-hornu.be，  

www.mac-s.be

	 屈埃斯姆（Cuesmes）梵高故居
从1879年8月到1880年10月，梵高在此处居住。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观

赏到这位艺术家杰作的逼真仿制品或其的信件，还可以获取多种语言的

视听信息，并参观一间以那个时期的陈设布置的房间。

www.maisonvangogh.mons.be

	 瓦斯麦斯（Wasmes）的梵高故居及马尔卡
	 斯矿（Marcasse	mine）
在这里，文森特担任了6个月的非神职牧师。在这所房屋中展出的物件

中包括梵高在瓦斯麦斯创作的油画以及他寄给弟弟西奥的信件。梵高本

人曾游览过的深达700米的马尔卡斯矿仅有几公里之遥。如有需求，可

为您安排参观这个独特的煤矿。

www.visitmons.be

	 追随梵高足迹的巴士之旅
这个为时3个小时的巴士游将让您了解这位著名艺术家有趣的生活实迹

以及其早年在博里纳日的生活。这项游程包括参观梵高故居。

www.visitmons.be

	 Artothèque美术收藏馆
这家美术收藏馆展示有该市12家博物馆的藏品。这座曾经是乌尔苏拉修

道院的教堂建筑如今收藏有50,000件艺术品，其中有许多艺术品可供虚

拟观赏，梵高的素描《挖地者》（“Les Bêcheurs”）也包括在内，，

www.artotheque.mons.be

 

蒙斯地区
博里纳日

青年梵高在成长的过程中曾在临近蒙斯的旧日煤炭矿区博里纳日（Borinage）居住过两年（1878-1880）。博里纳日是

蒙斯（Mons）城郊的工业区，在18世纪曾是欧洲最重要的煤炭矿区。在此地居住的两年期间，文森特•梵高放弃了牧

师职业，转而追求艺术生涯。不久，他就对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农民和劳动者产生了偏好；在这个地区居住的最后一年，

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绘画上。

梵高的生活

蒙斯游

Grand Place 27

B-7000 Mons

T +32 (0)65 33 55 80

www.visitMons.be

i

阿姆斯特丹（文森特•梵高基金会）梵高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7，《戴草帽的自画像》。

屈埃斯姆（Cuesmes）梵高故居，蒙斯参观/G马特洛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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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景点

老爷车游（4	roues	sous	1	parapluie）
浪漫游、奇异体验游、纪念游、乡村风光游、夜晚游...从多种多样的私

人2CV城市游中选取一二，开始领略巴黎风采和法国生活吧。司机将竭

诚为您服务，让您尽享非凡的体验。

www.4roues-sous-1parapluie.com

巴黎爱乐音乐厅（Philharmonie	de	Paris）
爱乐音乐厅由建筑设计师西昂•努维尔（Jean Nouvel）和克里斯蒂昂•

德•波尔藏帕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设计，是首都巴黎的音

乐中心。它集音乐演奏厅、博物馆和展览中心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尽

管主乐厅可以容纳2400人，但由于乐队指挥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绝不会

超过32米，这里举行的每场演奏会都具有亲切温馨的氛围。在爱乐音

乐厅的房顶及全景餐厅内，您将能欣赏到壮丽的巴黎景色。

www.philharmoniedeparis.fr

巴黎
奥赛博物馆 | 蒙马特

1886年至1888年间，梵高与他的弟弟西奥在巴黎居住，梵高因此拥有了学习印象派油画的机会。就是在这里， 他在油

画创作中彻底摒弃了受荷兰画界影响而采用的深色笔调。与在蒙马特时的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不同，在巴黎，他结识了

热闹的波西米亚社群。虽然梵高得以设法获取了作画所需的所有材料，但却难以获得模特，这让他走进了创作自画像

的时期，他的自画像创作跨越近30年。

梵高的作品和生活

巴黎地区旅游委员会

Paris Ile-de-France

Paris Region Tourist Board 

pro.visitparisregion.com 

i

	 奥赛博物馆和橘园美术馆
奥赛博物馆位于巴黎市区塞纳河畔的一家旧日火车站内。该博物馆因

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它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该馆在雷诺阿、莫

奈、马奈、塞尚和德加斯等艺术家的印象派作品的收藏上是无以伦比的。

馆藏的27幅梵高作品中，有在阿尔勒创作出的著名的《罗纳河上的星

夜》以及在瓦兹河畔奥维尔创作出的一些知名作品。提示：建议买组合票，

以便包括参观位于莱茵河另一岸的橘园美术馆，该美术馆收藏有印象派、

后印象派以及巴黎派的作品。

www.musee-orsay.fr, 

www.musee-orangerie.fr

	 蒙马特梵高循迹游
这项穿越著名的蒙马特画家村的徒步游不仅将带您前往知名的梵高景

点，还将带您参观启迪过梵高的皮萨罗、罗特列克和雷诺阿等印象派画

家的景点。在一位正宗巴黎人的陪同下，游客们在欣赏巴黎最美的辖区

的同时，将能了解到所有的艺术家，他们的成就，以及一些奇趣逸闻。

www.montmartre-guide.com

	 蒙马特	La	Bonne	Franquette	餐厅
这家餐厅曾是皮萨罗、西斯莱、塞尚、罗特列克、雷诺阿和莫奈左拉的

集会之地。如今，它仍然以其20世纪早期的风格散发出典型的巴黎魅力。

www.labonnefranquette.com

 

©RMN 大皇宫(赛博物馆）/赫夫•勒万多夫斯基(Hervé Lewandowski)，1889，文森特•梵高，《阿尔勒梵高卧室》

© W. Alix/Sipa/CRT PIdF，蒙马特圣心教堂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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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景点

杜比尼的作画公寓和花园
居住在奥维尔的画家查理-法兰斯瓦. 杜比尼是印象主义运动的先锋画

家，他的作画公寓建立于1881年。许多包括科罗和杜米埃在内的知名

法国画家经常来此公寓做客，并在公寓的墙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这

所公寓仍归杜比尼的后代所有，这处景点是如此的真实。

www.atelier-daubigny.com

杜比尼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位于科隆比埃庄园别墅内，它的收藏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

初的杜比尼作品及印象派的诞生为主题，这些印象派画家包括卡尔•多

比尼、朱尔斯•迪普雷、马克西姆连•卢切、泰奥菲尔-亚历山大•斯坦

伦、诺伯特•戈内特、阿尔曼德•吉拉明、马克西姆•莫弗拉、亚历山

大勒内•弗龙。

www.museedaubigny.com

苦艾酒博物馆
位于皇宫和拉乌客栈之间的苦艾酒博物馆散发着法国黄金时代的咖啡屋

魅力，在那个年代，苦艾酒是深受艺术家和诗人喜爱的饮料。许多当年

的原样物件，讲述着《格林童话》中的迷人故事，映射出苦艾酒在19世

纪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www.musee-absinthe.com

瓦兹河畔奥维尔-蓬图瓦兹（Auvers-sur-Oise	-	Pontoise）乘船游
这片河谷风景秀美、光线变幻奇异，是画家们永远的艺术灵地。这个

水上探索游可在5月份至10月份进行。在船上，您可以观赏到瓦兹河

畔奥维尔和蓬图瓦兹之间的壮丽自然景观。

www.tourisme-auverssuroise.fr

	 梵高故居
梵高故居位于名为“拉乌客栈（Auberge Ravoux）”的旅舍内，这是

如今仅存的一处仍保留着原态的梵高画所。1890年5月20日，他搬到

了第5号房间，并于1890年7月29日去世。在这家客栈里，解说着他的

油画、信件和当代摄影精选作品的多媒体演示将向您描绘出这位艺术

家在瓦兹河畔奥维尔的生活状况。

www.maisondevangogh.fr

	 加谢医生故居
巴黎医生及业余画家加谢医生——印象派画家的朋友和赞助人——在皮

萨罗、塞尚等画家的介绍下结识了这座位于瓦兹河畔奥维尔的房屋，并

于1872年4月将其买下。今天，屋里的陈设仍然讲述着过去的故事。正是

在这里，梵高完成了包括《加谢医生的肖像》和富有地中海风情的3幅花

园油画在内的一些油画。深受加谢医生欢迎的梵高在这里的花园里度过

了许多愉快的时光，尽管这位医生对他的病情无能无力。

	 梵高循迹游
在资深导游的陪同下，探索梵高时期的瓦兹河畔奥维尔。这个近2个小时

的旅游项目将带您前往梵高在生命尽头曾居住并工作过的小镇、城市

和地点，通过这些游览您将能够深刻地洞察梵高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您

将能够观赏到梵高油画中的风景和画面，并能够参观文森特和西奥•梵高

的墓地。

www.tourisme-auverssuroise.fr

 

瓦兹河畔奥贸尔

位于法国温辛国家公园入口处的瓦兹河畔奥维尔（Auvers-sur-Oise）距离巴黎不到30公里（大约20英里）。它对印象

派画家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知名度主要缘于梵高。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梵高画出了近80幅作品。其中的一些

作品成为梵高最知名的杰作，如《麦田群鸦》、《加谢医生的肖像》和《奥维尔教堂》。文森特于1890年7月29日在奥

维尔去世并被葬在村里的公共墓地中，之后他的弟弟西奥被葬在文森特的墓旁。

梵高的生活

奥维尔旅游办公室

38, ru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Parc Van Gogh

F-95430 Auvers-sur-Oise 

T +33 (0)130 36 71 81 

 www.tourisme-auverssuroise.fr

i

巴黎奥赛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90，《加谢医生的肖像》

瓦兹河畔奥维尔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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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景点

阿尔比勒博物馆
一项有关梵高时期的普罗旺斯的圣雷米和阿尔比勒的历史之旅。阿尔比

勒博物馆（法国博物馆）位于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内，它向游客介

绍普罗旺斯的圣雷米镇的农业和工业生活以及19世纪末期的画家们曾描

绘过的地方。

www.mairie-saintremydeprovence.fr

采石场光影艺术展，普罗旺斯的莱博
在魔力四射的“光影采石场（Carrières de lumières）”内，边步行

边欣赏投射在巨石墙面上的画作。探索伟大艺术家们的独特、宏伟的艺

术手法。

www.carrieres-lumieres.com

安哥拉东博物馆-雅克•杜塞藏品欣赏，安哥拉东
独特的画作藏品欣赏，展示有许多画家的作品，如，巴勃罗•毕加索、

保罗•塞尚、阿尔弗雷德•西斯莱的作品以及一幅梵高油画。

www.angladon.com

普罗贸旺斯的圣
雷米

从1889年5月至1890年5月，梵高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居住过一年。在这一年，他创作了

许多幅素描和近150幅油画，其中的大部分如今都被认为是杰出作品。曾在当年启迪过梵高的圣雷米周围自然景色──

包括阿尔比勒山脉──如今仍一如当年。

梵高的生活 

旅游办公室

Place Jean Jaurés

F-13210 Saint-Rémy-de-Provence

 T +33 (0)4 90 92 05 22

www.saintremy-de-provence.com

i

	 莫索尔圣保罗修道院
从1889年5月至1890年5月，文森特•梵高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镇的莫

索尔圣保罗修道院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他在此处拥有自己的创作室，

广受医院工作人员的爱戴，是那里唯一一位可以在大楼外面活动的患者。

在这段时期及其前后，梵高画出了大约100幅素描和150幅油画，其中

包括《鸢尾花》、《麦田与收割者》、《星夜》和多幅以橄榄树和柏树

为主题的油画。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修道院和罗

马式教堂——仍然一如梵高当年所见。他住过的房间经过重建，可供访

客参观。

www.saintpauldemausole.fr

	 艾斯特尼博物馆-梵高演示中心
这幢现代和当代博物馆(Musée de France)致力于展示梵高对20和21世

纪绘画艺术的贡献。该演示中心刻画出他作为画家和作家的一生，展现

对他产生过影响以及后来曾受他影响的画家及作品。

www.musee-estrine.fr

	 梵高圣雷米导游陪同游
请跟随我们的梵高专家，一起追溯梵高的足迹。这一游程将带您从今天

所见的景地穿越时空返回到一百年前梵高画中的同一景地(1.5 小时)。

www.saintremy-de-provence.com

 

阿姆斯特丹（文森特•梵高基金会）梵高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90，《鸢尾花》

莫索尔圣保罗修道院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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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景点

城市罗马历史游
作为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前政府所在地，它与马赛并列，是法国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通过参观罗马圆形剧场、古老的剧院、康斯坦丁帝王的

古老浴室以及罗马战车赛车道废墟，此项导游陪同城市游将带您探索该

城市的罗马历史。在1981年，以上罗马时代的建筑物被认定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蒙马儒修道院
离阿尔勒不远的蒙马儒修道院原是作为圣皮埃尔本笃会修道院而建，它

始建于1016年。修道院的周围原来全是沼泽，后来通过动用赎罪券出

售所筹集的钱款把水排干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修道院得到了扩

建，1703年，一座新建筑开始动工，但此建筑至今未曾完工。普罗旺斯

的重要坟墓可以在修道院辖地中找到。

www.abbaye-montmajour.fr

	 阿尔勒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基金会在梵高展示方式上独树一帜，通过举办临时展会，它试图揭示梵

高的艺术和理念与当今国际艺术创作之间的共鸣。由于与公立收藏单位

和个人收藏家都建立有伙伴关系，该基金会终年都有一件或一件以上的

梵高原创帆布画在展出，伴随展出的还有国际知名当代画家的不断变化

的精选作品。该基金会还提供范围广泛的内部和外部文化活动：艺术家

演讲和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电影展映、创造性讲习班和课程、表演和

音乐会、以及导游陪同参观和针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活动。

www.fondation-vincentvangogh-arles.org

	 梵高漫步游
在这座城市里，梵高喜欢边散步边探索周围的环境，随时画出春天里自

然界的悄然变化：风景、咖啡屋、广场以及劳苦的港口工人们。他所见

的一切都能使他灵感迸发，让他提笔作画。这一独特的游程将向您展示

此地的风采，以及出现在梵高画作中的许多地方。该项阿尔勒街道漫步

游为时半天，从旅游办公室开始，进而参观搪瓷熔岩复制品展，该展会

就在梵高曾创作过几幅最知名作品的地点附近。阿尔勒周边的一些地方

和主题——如，著名的朗格卢瓦桥或蒙马儒修道院——也曾是梵高的灵

感之源。

 

阿尔勒
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梵高在阿尔勒（Arles）居住了14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为“阳光画家”，不断地以生动的色彩创作出描绘普

罗旺斯风景的永恒杰作。在这里，他创作了近200幅油画和100幅素描，其中包括《罗纳河上的星夜》。他稍后租住的

“黄房子”成为志趣相投的画家们的汇集之地。保罗•高更也曾在此做客，他的到来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在他们充满

剧烈矛盾的合作过程中，梵高得了一种精神疾病，从而引出了众人皆知的梵高割去自己耳朵的一幕。

梵高的生活 

阿尔勒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20 rue de la Liberté

F-13200 Arles

T +33 (0)490 93 08 08

www.fondation-vincentvangogh-arles.org

i

巴黎奥赛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8，《罗纳河上的星夜》

© Francois Deladerrie，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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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团体游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由导游在礼堂内对梵高的生活进行专属介绍（20分钟）

由馆藏管理员在礼堂内进行专属演讲。

由专业人士指导的油画课

专享晚间游

预订方式：reserveringen@vangoghmuseum.nl

	 北布拉班特
	纽南（Nuenen）
在纽南梵高教堂参加专享音乐会。在Opwetten水车或

Roosdonck水车上踏水。

宗德尔特
与梵高专家Ron Nirven一起边喝咖啡边谈论文森特在布

拉班特的生活以及他对当代艺术家的影响。

埃顿（Etten）
骑（电动）自行车在埃顿和宗德尔特之间往返一次，中

途欣赏曾令梵高痴迷的自然景色，或漫步行走，欣赏梵

高曾经作过画的历史地点。

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与梵高馆藏管理员一起喝专享咖啡

演讲：“展览是如何安排的”

预订方式：www.vangoghbrabant.com

	 蒙斯地区
参与由当地一家啤酒坊组织的“星夜”啤酒品尝会。在

位于屈埃斯姆（Cuesmes）的文森特花园内与当地艺术

家一起上油画课

预订方式：www.visitMons.be

	 巴黎
传统的“蒙马特特酿（Cuvée de Montmartre）”苦艾

酒品尝。与当前唐基画廊（ Père Tanguy）的主人见

面。唐基是一位法国颜料经营商，他在推动印象派的

发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预订方式：www.montmartre-guide.com

	 瓦兹河畔奥维尔
与苦艾酒博物馆的收藏管理员一起品尝传统苦艾酒。

与一位艺术家清谈。

以梵高为主题的独特杀人游戏派对。

预订方式：www.tourisme-auverssuroise.fr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在梵高画中的阿尔比勒山区徒步旅行

预订方式：vangoghstremy@gmail.com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宗德尔特镇梵高出生之家

14



跨国游 
文森特一生坎坷、波折，他曾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对

他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在梵高人生上

留下印记的地方汇集在一起，组织出有趣的观光旅游项目，这些地

方包括——北布拉班特、蒙斯、巴黎、瓦兹河畔奥维尔以及法国南

部的阿尔勒和普罗旺斯的圣雷米。您可以完整地体验梵高的故事，

探索曾给他带来灵感的地方，在主要博物馆中欣赏他的杰作。在计

划旅游线路时，以下跨国梵高游可能会对您有所启发。

如果您将欧洲梵高游纳入您的旅游线路中，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馆藏并所有，《以阿尔比勒山”为背景的橄榄树》 



16

游线 
1

文森特的故乡贸——最初的起点
北布拉班特 | 蒙斯 |（阿姆斯特丹 | 奥特洛）

 

▷	 抵达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历史悠久的市中心，这里正是

 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出生之地。

▷	 参观收藏有梵高原作的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	 斯海尔托亨博斯的晚间项目及过夜。

▷	 游览宗德尔特（Zundert）。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梵高出生之家。

▷	 在梵高啤酒屋（Brasserie Auberge Van Gogh）休息片刻

▷	 前往梵高曾住过的埃顿-吕尔（Etten-Leur）的梵高

 父母故居。参观梵高教堂

▷	 在埃顿-吕尔进午餐

▷	 下午，前往纽南（Nuenen）梵高露天博物馆。在导

 游陪同下，追溯梵高的足迹，包括参观文森特若博物馆

▷	 接下来，进一步游览该村落，并休息喝咖啡

▷	 返回斯海尔托亨博斯

▷	 斯海尔托亨博斯的晚间项目及过夜。

 

▷	 上午出发前往蒙斯（Mons）

▷	 在导游陪同下，乘巴士追溯梵高在蒙斯和博里纳日

 的足迹，包括参观梵高曾生活并作画的屈埃斯姆

 （Cuesmes）梵高故居及瓦斯麦斯（Wasmes）梵

 高故居/马尔卡斯矿

▷	 在返程中，中途参观蒙斯附近的Grand Hornu矿

 场和当代艺术博物馆（MAC´s）。在导游带领下，

 参观历史悠久的工业园

▷ 咖啡茶歇

▷	 在蒙斯过夜或离开

 

	 可选项目

▷	 从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或蒙斯（Mons）出

 发前往阿姆斯特丹

▷	 参观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

▷	 坐船沿人工河道游览阿姆斯特丹

▷	 阿姆斯特丹的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奥特洛（Otterlo）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库勒-慕勒博物馆，包括其雕塑园

▷	 接下来，骑上著名的白色自行车，游览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

▷	 离开

奥特洛

纽南

蒙斯

宗德尔特

埃顿-吕尔 1.5小时

1 小时

2.5小时

40分钟

1 小时

1 小时20分

阿姆斯特丹

宗德尔特镇梵高出生之家

斯海尔托亨博斯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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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线 
2

梵高和印象派画家
阿姆斯特丹 | 奥特洛 | 新阿姆斯特丹 | 蒙斯

巴黎 | 瓦兹河畔奥维尔

▷	 抵达阿姆斯特丹

▷	 阿姆斯特丹人工河道游

▷	 参观梵高博物馆的固定展览和当前展览

▷	 阿姆斯特丹晚间项目

▷	 在阿姆斯特丹过夜

▷	 前往奥特洛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库勒-慕勒博物馆的著名藏

 品及当前展览，包括参观其雕塑园

▷	 接下来，骑著名的白色自行车游览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

▷	 在返回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参观位于新阿姆斯特丹

 的梵高故居和其他景点

▷	 可选参加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音乐会，并在阿姆斯特丹过夜

▷	 途径纽南和蒙斯前往巴黎

▷	 在导游陪同下，徒步游览纽南并参观文森特若

▷	 前往蒙斯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位于蒙斯的景点

▷	 参观屈埃斯姆（Cuesmes）的梵高故居

▷	 前往巴黎

▷	 在巴黎过夜

	 	 可选项目
	 ▷	 从纽南出发前往位于宗德尔特的梵高出生之家

 ▷	 前往埃顿/吕尔参观梵高教堂

 ▷	 前往蒙斯，蒙斯游览项目及在蒙斯过夜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巴黎，追溯梵高这位印象派大

▷	 师的足迹，包括参观蒙马特高地， 接下来进行苦艾酒品尝

▷	 参观奥赛博物馆和临近的橘园美术馆，包括参观独特的莫

 奈睡莲系列。

▷	 巴黎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瓦兹河畔奥维尔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梵高景点，如拉乌客栈、加谢

 医生故居和梵高墓地

▷	 乘船游：瓦兹河畔奥维尔-蓬图瓦兹-瓦兹河畔奥维尔（1.5 小时）

▷	 返回巴黎并在此过夜

▷	 离开

阿姆斯特丹

纽南
奥特洛

新阿姆斯特丹

2 小时
1.5 小时

1 小时

20分钟

1小时45分钟

1.5 小时

2.5 小时

2.5 小时

3 小时

50 分钟

宗德尔特	
埃顿-吕尔

纽南

瓦兹河畔奥维尔

巴黎

©RMN-大皇宫（奥赛博物馆）Hervé Lewandowski，《奥维尔教堂》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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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及重要作品收藏
阿姆斯特丹 | 奥特洛 | 纽南 | 布鲁塞尔 | 蒙斯

巴黎（瓦兹河畔奥维尔）

▷	 抵达阿姆斯特丹

▷	 导游陪同城市游或河道乘船游

▷	 参观梵高博物馆中举世闻名的固定展览和当前展览

▷	 阿姆斯特丹晚间项目

▷	 在阿姆斯特丹过夜

 

▷	 前往奥特洛（Otterlo）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库勒-慕勒博物馆的世界第二的

 梵高藏品，包括参观其雕塑园

▷	 在咖啡餐厅 Monsieur Jacques品味梵高午餐

▷	 接下来，骑著名的白色自行车游览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

▷	 返回阿姆斯特丹，参见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音乐会

▷	 在阿姆斯特丹过夜

▷	 途径纽南前往布鲁塞尔

▷	 在导游陪同下，徒步游览纽南并参观文森特若（Vincentre）

▷	 在一家梵高曾描绘过的纽南典型餐馆中进午餐 

▷	 前往布鲁塞尔

▷	 导游陪同城市新艺术巴士游

▷	 可选项目：参观马格利特博物馆（Magritte Museum）

 或奥尔塔博物馆（Horta Museum）

▷	 在一家典型的酒馆进晚餐

▷	 在布鲁塞尔过夜

▷	 上午出发去蒙斯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蒙斯城，包括著名的钟楼

▷	 参观蒙斯附近屈埃斯姆（Cuesmes）的梵高故居

▷	 继续前往巴黎

▷	 巴黎晚间项目及过夜

 

▷	 上午，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

 该博物馆收藏有独一无二的印象派作品，其中包括27幅梵高油画

▷	 接下来，在导游陪下，在蒙马特中心进行梵高足

 迹追踪游，并在梵高曾屡次光顾的“La Bonne  Franquette”

 进午餐。

▷	 可选参加私人2CV城市游

▷	 可选参加巴黎爱乐音乐厅音乐会

▷	 在巴黎过夜

	 可选项目
 ▷		从巴黎出发的瓦兹河畔奥维尔游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梵高景点，如拉乌客栈、

  加谢医生的故居和梵高墓地

	 ▷	 可选乘船游：瓦兹河畔奥维尔-蓬图瓦兹-瓦兹

  河畔奥维尔（1.5 小时）

 ▷		返回巴黎。

 

▷	 离开

奥特洛

1.5 小时

2 小时

2 小时
1 小时3 小时

50 分钟 蒙斯
布鲁塞尔	

瓦兹河畔奥维尔

巴黎

© Musée d´Orsay, Sophie Boegly，梵高展厅

阿姆斯特丹

纽南

游线 
3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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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代表作及灵感之地
阿姆斯特丹 | 奥特洛 | 巴黎 |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 阿尔勒

▷	 抵达阿姆斯特丹

▷	 导游陪同河道乘船游

▷	 可选：阿姆斯特丹设计游或导游陪同KNSM岛建筑游

▷	 阿姆斯特丹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奥特洛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库勒-慕勒博物馆博物馆的梵高

 藏品，包括其雕塑园

▷	 在咖啡餐厅 Monsieur Jacques品味梵高午餐

▷	 接下来，骑著名的白色自行车游览De Hoge Veluwe

 国家公园

▷	 可选参观位于埃德的一家工艺啤酒坊

▷	 在阿姆斯特丹或Veluwe地区进晚餐及过夜

▷	 上午，参观梵高博物馆，欣赏其世界著名的杰出藏品

▷	 在博物馆咖啡厅Le Tambourin进点餐式午餐

▷	 乘直达火车去巴黎（巴黎北站 | 3.15 小时)

▷	 自由参观和游览时段

▷	 在巴黎进晚餐及过夜

	 可选项目
 从阿姆斯特丹直飞马赛，以马赛为起点，前往普罗

 旺斯的圣雷米和阿尔勒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蒙马特， 

 追溯梵高和其他印象派大师的足迹

▷	 参观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该博物馆

 收藏有包括27幅梵高油画在内的著名作品

▷	 点餐式午餐

▷	 下午乘火车前往安哥拉东(里昂火车站 | 2.40 小时)

▷	 乘巴士前往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	 上午进行导游陪同圣雷米梵高游，包括参观莫索

 尔的圣保罗修道院(Saint Paul de Mausole)和艾

 斯特尼博物馆(Musée Estrine)。在这里，您将能够

 欣赏到曾经给梵高带来灵感的风景、色彩和原样图案。

▷	 在一家具有普罗旺斯风格的餐厅进午餐

▷	 游览位于阿尔比勒的普罗旺斯的莱博（Les Baux-de-Provence） 

 。这些著名的石灰石山脉在许多

 梵高油画中出现过。参观采石场光影艺术展

 （Carrières de Lumières）

▷	 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进晚餐并过夜

▷	 上午，前往阿尔勒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阿尔勒，追溯梵高的足迹，参观许多

 在梵高杰作中定格下来的真实景点

▷	 在阿尔勒进午餐

▷	 参观文森特•梵高基金会的当前展览

▷	 可选项目：以滨海圣玛丽（Saintes-Maries de la Mer）

 为起点的卡马格地区乘船游

▷	 前往马赛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马赛，参观地中海文化博物馆（MuCEM）

▷	 离开

奥特洛

圣雷米

阿尔勒

安哥拉东

马赛

1.5 小时

3 小时

2小时4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1小时

巴黎

库勒-慕勒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8，《阿尔勒的吊桥（朗格卢瓦桥）》

阿姆斯特丹

游线 
4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6天

第7天

第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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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三季
春季 | 夏季 | 秋季

梵高油画的渊源
安哥拉东 |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 阿尔勒 | 马赛

▷	 抵达马赛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马赛，包括参观圣让堡（Fort Saint Jean） 

	 和地中海文化博物馆(MuCEM)

▷	 在马赛进晚餐并过夜

▷	 上午，前往阿尔勒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阿尔勒，追溯梵高足迹，参

 观许多在梵高画作中定格下来的真实景点。

▷	 在阿尔勒进午餐

▷	 参观文森特•梵高基金会的当前展览

▷	 可选项目：以滨海圣玛丽（Saintes-Maries de la Mer）

 为起点的卡马格地区乘船游

▷	 马赛晚间项目及过夜

   

▷	 上午，前往阿尔比勒地区的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	 导游陪同圣雷米梵高游，经典景观游，包括参观莫

 索尔的圣保罗修道院(Saint Paul de Mausole)和艾斯

 特尼博物馆( Musée Estrine)

▷	 在一家具有普罗旺斯风格的餐厅进午餐

▷	 浏览普罗旺斯的莱博(Les Baux-de-Provence)并参

 观采石场光影艺术展(Carrières de Lumières)

▷	 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或马赛进晚餐并过夜

▷	 上午，参观安哥拉东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安哥拉东，并参观藏有一幅梵

 高原创油画的安哥拉东博物馆

▷	 在安哥拉东进午餐

▷	 前往马赛

▷	 马赛晚间项目及过夜

▷	 离开

© 库勒-慕勒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6，《蒙马特的山丘》

梵高早期、法国印象主义以及梵高晚期
布鲁塞尔 | 蒙斯 | 巴黎 | 瓦兹河畔奥维尔

▷	 抵达布鲁塞尔

▷	 导游陪同城市新艺术巴士游

▷	 可选项目：参观马格利特博物馆（Magritte Museum）

▷	 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典型酒馆进晚餐

▷	 在布鲁塞尔过夜

▷	 上午，前往蒙斯

▷	 在导游陪同下，乘巴士追溯梵高在蒙斯和博里纳日

 的足迹，包括参观梵高曾生活并作画的屈埃斯姆

 （Cuesmes）梵高故居及瓦斯麦斯（Wasmes）梵

 高故居/马尔卡斯矿

▷	 可选项目：中途参观蒙斯附近的Grand Hornu矿场工业园

▷	 继续前往巴黎

▷ 巴黎晚间项目及过夜

▷ 上午，参观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的固

 定和当前展览 

▷ 接下来，在导游陪同下，在蒙马特市中心进行梵

 高足迹追踪游，并在梵高曾屡次光顾的

 “La Bonne  Franquette”进午餐。

▷ 自由参观和游览时段

▷ 参加著名音乐厅或剧院的音乐会或剧目演出

▷ 在巴黎过夜

▷ 以巴黎为出发点的的瓦兹河畔奥维尔游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梵高景点，如拉乌客栈、加谢医

 生故居和梵高墓地

▷ 可选乘船游：瓦兹河畔奥维尔-蓬图瓦兹-瓦兹河畔奥维尔 

 （1.5 小时）

▷ 返回巴黎

▷ 巴黎晚间项目及过夜

▷ 离开

游线 
5

第1天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2天

第3天

第5天

第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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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的故乡和杰作
阿姆斯特丹 | 奥特洛 | 新阿姆斯特丹

斯海尔托亨博斯 | 纽南 | 宗德尔特 | 埃顿-吕尔

▷	 抵达阿姆斯特丹

▷	 阿姆斯特丹人工河道游

▷	 可选项目：阿姆斯特丹设计游或导游陪同KNSM岛建筑游

▷	 阿姆斯特丹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奥特洛（Otterlo）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库勒-慕勒博物馆的著名梵高

 杰作，包括参观其雕塑园

▷	 在咖啡餐厅 Monsieur Jacques品味梵高午餐

▷	 接下来，骑上著名的白色自行车，游览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

▷	 可选项目：参观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故居

▷	 在阿姆斯特丹进晚餐并过夜

▷	 上午，参观梵高博物馆，欣赏其世界著名的杰出藏品

▷	 在博物馆咖啡厅Le Tambourin进点餐午餐

▷	 前往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古老的市中心，这里正是耶罗尼米斯•博斯 

 （Hieronymus Bosch）的出生之地。

▷	 参观收藏有梵高原作的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	 斯海尔托亨博斯晚间项目及过夜。

▷	 游览宗德尔特(Zundert)。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梵高出生的房屋。

▷	 在梵高啤酒屋（Brasserie Auberge Van Gogh）休息片刻

▷	 前往埃顿/吕尔（Etten-Leur）参观梵高教堂

▷	 在埃顿-吕尔进午餐

▷	 下午，前往纽南（Nuenen）梵高露天博物馆。在导

 游陪同下，追溯梵高的足迹，包括参观文森特若（Vincentre）

▷	 接下来参观该村落并进行咖啡茶歇

▷	 返回斯海尔托亨博斯

▷	 斯海尔托亨博斯晚间项目及过夜。

▷	 将有机会参观埃因霍温（Eindhoven）设计城，或

 著名的古老堡垒镇豪斯登（Heusden）

▷	 离开 

© 库勒-慕勒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9，《丝柏树下的两个女人》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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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深度游
阿姆斯特丹 | 奥特洛 | 新阿姆斯特丹 | 斯海尔托亨博斯 | 纽南 | 宗德尔特 

埃顿-吕尔 | 蒙斯 | 巴黎 | 瓦兹河畔奥维尔 |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 阿尔勒

▷	 抵达阿姆斯特丹

▷	 导游陪同城市游或河道乘船游

▷	 参观梵高博物馆的馆藏和当前展览

▷	 阿姆斯特丹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奥特洛（Otterlo）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库勒-慕勒博物馆的馆藏及当前

 展览，包括参观其雕塑园

▷	 在返回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在德伦特（Drenthe）

 短暂停留。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故居

▷	 在梵高故居的餐厅进行咖啡茶歇

▷	 可选参加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晚间音乐会，并在阿姆斯特丹过夜

▷	 上午，前往纽南（Nuenen）梵高露天博物馆。在

 导游陪同下，追溯梵高的足迹，包括参观文森特若

▷	 在纽南（Nuenen）进午餐

▷	 前往宗德尔特（Zundert）。在导游陪同下，

 参观梵高出生的房屋。在梵高啤酒屋（Brasserie Auberge 

 Van Gogh）休息片刻

▷	 前往梵高曾住过的埃顿-吕尔（Etten-Leur）

 的梵高父母故居。参观梵高教堂

▷	 返回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

▷	 斯海尔托亨博斯晚间项目及过夜。

▷	 上午，参观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

 的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	 前往蒙斯（Mons）

▷	 在导游陪同下，乘巴士追溯梵高在蒙斯和博里纳日

 （Borinage）的足迹，包括参观梵高曾生活并作画

 的屈埃斯姆（Cuesmes）梵高故居及瓦斯麦斯（Wasmes）

 梵高故居/马尔卡斯矿

▷	 在返程中，中途参观蒙斯附近的Grand Hornu矿

 场和当代艺术博物馆（MAC´s）。在导游带领

 下，参观历史悠久的工业园

▷	 蒙斯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巴黎

▷	 接下来，在导游陪下，在蒙马特中心进行梵高足迹追踪游，

 并在梵高曾屡次光顾的“La Bonne  Franquette”进午餐。

▷	 下午，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奥赛博物馆

▷	 自由参观和游览时段

▷	 巴黎晚间项目及过夜

▷	 前往瓦兹河畔奥维尔

▷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梵高景点，如拉乌客栈、加谢

 医生的故居和梵高墓地，包括在苦艾酒博物馆品尝苦艾酒

▷	 乘船游：瓦兹河畔奥维尔-蓬图瓦兹-瓦兹河畔奥维尔 （1.5 小时）

▷	 返回巴黎

▷	 可选项目：参加著名音乐厅或剧院的音乐会或剧目演出

▷	 在巴黎过夜

▷	 从巴黎出发乘火车（TGV）前往安哥拉东

▷	 乘巴士前往普罗旺斯的圣雷米

▷	 在一家具有普罗旺斯风格的餐厅进午餐

▷	 导游陪同圣雷米梵高游，包括参观艾斯特尼博物馆

 (Musée Estrine)和莫索尔的圣保罗修道院

 (Saint Paul de Mausole)

▷	 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进晚餐并过夜

▷	 前往阿尔勒，中途参观位于普罗旺斯的莱博

 （Baux-de-Provence）的采石场光影艺术展

 （Carrières de Lumières）

▷	 在导游陪同下，追溯梵高在阿尔勒（Arles）的足迹

▷	 参观阿尔勒（Arles）的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	 前往马赛

▷	 马赛晚间项目及过夜

 

▷	 在导游陪同下，游览马赛，参观地中海文化博物馆(MuCEM)

▷	 离开

 

© 库勒-慕勒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9，《静物一盘洋葱》

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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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阿尔勒 马赛

圣雷米

2小时4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1 小时

奥特洛

1.5 小时

2 小时

2.5 小时

1.5 小时

蒙斯

纽南

3 小时

50 分钟

瓦兹河畔奥维尔

斯海尔托亨博斯

蒙斯

宗德尔特

埃顿-吕尔

1 小时

2.5小时

20 分钟

45 分钟

© 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文森特·梵高，1889，《星夜，普罗旺斯的圣

雷米》"

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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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pauldemausole.fr

In het ziekenhuis van Saint-Paul-de-
Mausole in Saint-Rémy-de-Proven-

ce wordt Vincent van Gogh van mei 1889 
tot mei 1890 psychiatrisch behandeld. 
Hij krijgt er een eigen atelier, geniet veel 
bewondering van het personeel en mag 
als enige patiënt buiten het gebouw gaan. 
In en rond de instelling maakt Van Gogh 
circa 100 tekeningen en 150 schilderijen, 
waaronder Irissen, Korenveld met maaier, 
Sterrennacht en talrijke schilderijen van 
olijfbomen en cipressen. De omgeving van 
deze historische plek, in het bijzonder het 
klooster en de Romaanse kapel, is zoals de 
kunstenaar hem heeft gekend. Zijn kamer is 
gereconstrueerd en te bezichtigen.

Im Sanatorium des Klosters Saint-
Paul-de-Mausole in Saint-Rémy-

de-Provence wird Vincent van Gogh von Mai 
1889 bis Mai 1890 psychiatrisch behandelt. 
Er hat ein eigenes Atelier, genießt die 
Bewunderung des Personals und darf als 
einziger Patient das Gebäude verlassen. 
Während seines dortigen Aufenthalts 
entstehen innerhalb und außerhalb der 
Einrichtung rund 100 Zeichnungen und 150 
Gemälde, u. a. Irissen (Irisse), Korenveld met 
maaier (Kornfeld mit Mäher), Sterrennacht 
(Sternennacht) sowie zahlreiche Gemälde 
von Olivenbäumen und Zypressen. Die Um-
gebung dieses historisch bedeutungsvollen 
Ortes, insbesondere das Kloster mit seiner 
romanischen Kapelle, präsentiert sich dem 
heutigen Besucher noch genauso, wie Van 
Gogh sie gekannt hat. Sein rekonstruiertes 
Zimmer kann besichtigt werden.

16 Saint-Paul-de-Mausole 
Saint-Rémy-de-Provence (F)

Irissen/vertaling, 1890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Stichting/Foundation)

Afstanden met auto / Entfernung mit Auto

Reisinformatie / Anreise

Amsterdam
Drenthe
Otterlo
Brabant *
Mons
Auvers sur Oise
Parijs
Arles
Saint-Remy de Provence

* Brabant: Zundert, Etten-Leur, Nuenen, ‘s Hertogenbosch en Tilburg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 0:35 uur/Std)

Kröller-Müller Museum
Otterlo  (± 2:00 uur/Std)

Brabant *
(± 2:30 uur/Std)

Van Gogh Huis
Cuesmes/Mons  (± 1:50 uur/Std)

Maison Van Gogh de Colfontaine
Wasmes/Mons  (± 2:50 uur/Std)

Maison De Van Gogh’/Graf Vincent/Theo  
(± 2:00 uur/Std)

Musée d’Orsay
Parijs  (± 1:15 uur/Std)

Foundation Vincent van Gogh
Arles  (± 1:00 uur/Std)

Musée Estrine/Musée de France
Saint-Rémy-de-Provence  (± 3:00 uur/Std??)

Saint-Paul-de-Mausole
Saint-Rémy-de-Provence  (± 3:00 uur/Std??)

Schiphol - Amsterdam     

Schiphol - Amsterdam    

Eindhoven airport - Eindhoven    

Brussels airport - Brussel    

Brussels airport - Brussel    

Charles de Gaulles Airport - Parijs/Paris    

Charles de Gaulles Airport - Parijs/Paris   

Aéroport Marseille Provence - Marseille   

Aéroport Marseille Provence - Marseille   

Aéroport Marseille Provence - Marse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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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荷）

德伦特梵高故居
新阿姆斯特丹/文讷尔德(荷)

库勒-慕勒博物馆
奥特洛(荷)

文森特•梵高故居
宗德尔特(荷)

梵高教堂
埃顿-吕尔(荷)

文森特若	|	梵高村
纽南(荷)

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斯海尔托亨博斯(荷)。

文森特素描教室
蒂尔堡(荷)

屈埃斯姆梵高故居
屈埃斯姆/蒙斯(比)

科尔方丹的梵高故居
屈埃斯姆/蒙斯(比)

梵高故居
瓦兹河畔奥维尔的拉乌客栈(法)

文森特和西奥•梵高之墓
瓦兹河畔奥维尔(法)

奥赛博物馆
巴黎(法)

艾斯特尼博物馆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法)

莫索尔的圣保罗修道院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法)

文森特•梵高基金会
阿尔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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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梵高
旅游线路

梵高其人、成就及世界

联系人：
欧洲梵高项目联系人
Pim Sybesma 
pimsybesma@visitbrabant.nl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