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了解和欣赏法国的美，不仅

限于去巴黎。位于法国南部

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的米

迪运河 (Canal du Midi) 就是另一扇了解

法国历史，领略法式风情的窗口。1667

年，设计者皮埃尔 · 保罗 · 罗盖倾注 14

年的心血，开凿了这条堪称 17 世纪机

械和建筑杰作的运河。米迪运河蜿蜒流

淌 240 公里，连接起大西洋与地中海，

两岸绿树成荫，风光秀丽，河上还有诸

如桥梁、船闸、渡槽等三百多处精美的

建筑物。1996 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我们

一行五人计划用一周时间从纳博讷

(Narbonne) 附近的 Le Somail 出发，朝

卡尔卡松 (Carcassonne) 方向进行一次

浪漫惬意的运河之旅。

启航品美酒

秋高气爽的 9 月，阳光明媚，一早

我们从纳博讷乘车前往 Le Somail。下

午 3 点 Emily 带着灿烂的笑容迎接我们

的到来，她所在的 Minervois Cruisers 游

船公司为我们提供的 “ Le Somail 号 ” 是

一条长达 15 米的老式金属质地的游船，

能容纳 8—10 人的活动和住宿。船上配

备液化气、冰箱、厨具、洗手间和淋浴，

在甲板上层的宽阔空间里生活用品一应

俱全。

Emily 给我们讲解了一些注意事项

和运河航道上的一些规定。为了保护堤

岸，船只的最高航速一般都限制在每

小时 6—8 公里。经过一番集训后，Le 

Somail 号缓缓起锚了。

9 月的米迪运河上游船并不多，行

驶在十几米宽的河道上，两岸葱郁的梧

桐树缓缓移过，水面上的绿色和岸上的

绿色遥相呼应，顺着河道延伸到水天相

接的尽头。在悠闲的航行中，米迪运河

就像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印象派画卷缓缓

7
Gliding down the Canal du Midi in the midday sun 
is one of life’s finer pleasures.

Drifting away on 
the Canal du Midi
在这里我找到了喧嚣世界外的一片桃源，平静而安详。

人在画中游
法国米迪运河
浪漫           日游

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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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在这里时间也好似放慢了脚步。

航行了近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

第一站 Ventenac。岸边出现了一幢高

大的城堡式建筑，地图上显示是一处酒

窖—— Chateau de Ventenac。

法国南部盛产葡萄酒，尤其是朗格

多克地区的葡萄酒品质优良、口味多样。

在 Chateau de Ventenac 酒窖，我们参

观了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并在酿酒师的

指导下学习如何通过视觉、嗅觉和味觉

品鉴不同的酒，几杯下来竟有些微微的

醉意了。临走时我们一致决定买一箱放

在船上喝，后来，这箱美酒为我们一路

的航行带来不少动力。

有了美酒助兴，在就近的餐馆吃过

晚饭后，我们便在 Ventenac 安营扎寨。

对页：运河上的石桥连

接水中的倒影，组成一

幅美丽的画面。

1. 运河两岸种满葱郁

的梧桐树，绿意一直延

伸到水天相接的尽头。

2. 河畔人家用鲜花布

置精巧的窗台。

3. Argens Minervois
小镇上的教堂。

4. 过船闸是运河游的

一大乐趣。

第2天

协力过船闸

一早我就被河面上野鸭的叫声吵

醒了，此时太阳正慢慢掠过树梢，向河

面洒下缕缕晨晖。船舱 “ 客厅 ” 的桌子

上已经摆好了可口的早餐，有烤得焦黄

的牛角面包、各式新鲜果酱、著名的法

国奶酪，还有热腾腾的茶和咖啡——原

来一早同伴便去附近村子的面包房采购

了。在之后的每一站，早上我们都能在

河边的村镇买到新鲜面包。

早餐后继续航程，我们将第一次经

过船闸。过船闸是运河游的一大乐趣。

米迪运河全程有九十余道船闸，开闸和

关闸都有规定时间，一般早上 9 点开闸，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关闸休息时间，一天

中最后的关闸时间根据季节来定，一般

是在天黑前。

船行到 Argens Minervois 时我们遇

到了航程中的第一个船闸。由于分工明

确，再加上事先的一点演练，我们的船

顺利通过了。经过闸口时同伴间的默契

配合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一般的闸口面

积有限，有的最多能容纳四条船，因此

如何把船停靠在合适的位置，保持船只

在水闸蓄水或者泄水过程中的平衡，保

证船只安全顺利通过水闸都需要全船人

员的共同协作。根据路线安排，行至卡

尔卡松一路上将经过大小 40 个船闸，

看来运河游也并非很清闲。

Argens Minervois 是一个有着几百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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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的小镇，从运河上远远就能看到

矗立在山坡上的一处 14 世纪的城堡遗

迹。城堡依山而建，俯视整个小镇。如

今城堡周围长满了野草，从残留的窗户

和一些古旧的装饰中还能依稀看到它当

年的宏伟。

骑车赏运河

经过近两天的航行，我们对船已经

驾驭自如了。看看地图，前面还有几个

大站，于是决定今天多行驶一段。前面

的 Homps 是个大的补给站，我们决定

在那里加水并吃午餐。

据历史记载，Homps 曾是当时的商

运港口，当地有名的米内瓦 (Minervois)

和科比埃 (Corbieres) 葡萄酒在这里一桶

桶装上船，驶往波尔多。今天的 Homps

依旧是热闹的，几家葡萄酒厂门口生意

繁忙，岸边的餐馆里熙熙攘攘。

吃过午餐，我决定骑自行车先行。

在运河开凿初期，沿河开辟了一条供行

人和马车行走的小路，如今它成了自行

车爱好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绿色通道。我

骑车缓行，看车轮碾过浅草覆盖的土路，

静静的河面，满眼的绿意，只听到秋虫

的吟唱和自己的呼吸心跳。

骑了没多久就到了 Aiguille 船闸，

船闸前的艺术雕塑作品吸引了我：有的

是用木雕、铁艺制作的各种动物造型；

有的就地取材，在松木上雕刻出幽默的

卡通形象，给古老的闸口增添了几分情

趣。原来这些雕塑作品都出自一位船闸

管理员之手，而他本人就是个艺术家，

管理船闸只是他的另一个角色。                 

过了 Aiguille 船闸，暮色将至。我

们找到一个停泊处，便在船上开伙做饭。

酒足饭饱后，我与米迪一同进入了梦乡。

友情乐融融

不觉间我们的行程快要过半了，大

家决定行驶到特雷布 (Trebes)，作为此

次航行的终点，之后几天再原路返回。

第4天

米迪运河好去处

玛里娜购物中心

法    国

米迪运河

纳博讷

Gourgues 夫人的古籍书店

书店位于运河边上的 Le Somail
小镇，在这里几乎能找到法国任

何作家的作品。从店内大量收集

的明信片和老照片中还能一窥米

迪运河当年的风采。

Le Sourire de la Grenouille 餐馆

这家餐馆位于 Argens Minervois 小

镇，由一对艺术家夫妇经营，招牌是

一只微笑的大青蛙。这里的菜肴烹制

得很精致，色香味俱全，其中法国南

部的特色菜砂锅烩什锦 (Cassoulet)
使人久久回味。

卡尔卡松

特雷布

Homps

Ventenac

Le Somail
Argens

图卢兹

地中海

尼姆

第3天

1

2

一路上过了好几道船闸，现在我们

操作起来更加熟练了，以至于在通过特

雷布附近连续的三个船闸时没有遇到一

点问题，同时还协助其他游船进闸口。

一路上遇见的船只，大家都会相互挥手

致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从船上悬挂的国旗看出大家来自五湖四

海，而在运河上一切都是那样和谐友善。



到了特雷布搭乘出租车 10 分钟就

能到卡尔卡松，我们决定在此作个修整，

洗洗衣服，采购后几天的所需。

回程意未尽

后面几天虽然顺着原路返回，但是

一路的风景并不感觉重复，加上对沿途

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又去了之前几个

未能成行的酒窖、村庄和教堂。由于是

从上游一路而下，过船闸时也异常轻松。

一周的运河巡游不知不觉就要结束

了，大家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意犹未

尽。米迪运河上没有城市的喧嚣，包围

你的是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缓缓

流淌的河水、两岸高大挺拔的梧桐树、

远处等待采收的葡萄园和隐约可见的古

老城堡。在这里，我找到了喧嚣世界外

的一片桃源，平静而安详。

Au Revoir，Canal du MiDi ！ ( 法语：

再会，米迪运河！ ) 期待着与你的再次

约会。

更多详细行程路线请访问

免费咨询热线：400-600-6001

由上海出发：

法瑞意经典 10 日游

由北京出发：

绚丽时尚法兰西 8 日之旅

1. 船闸边可爱的卡

通形象雕塑。

2. 相互微笑和挥手

致意是运河上的最

佳通行证。

第5—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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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租船

每年的 3 月到 11 月是米迪运河的

开放时间。运河边上有十几家游船

公司，提供各种大小船只的出租服

务。租船最好提前半年预订，且尽

量避开七八月份的旅游旺季。考虑

船上的住宿空间，最好租容量是人

数两倍的船。

Minervois Cruisers 游船公司网址：

www.minervoiscruisers.com

其他网站：www.cruisefrance.com

餐饮

运河两岸有不少特色餐厅，沿途都

有超市及面包房。为节省开支可以

在船上自己做饭。

服装

夏天最好穿着快干面料的衣服。甲

板上可以晾衣服，启航前准备一些

晾衣架和绳子。

环保

船上请使用垃圾袋，保持船舱的清

洁，并到指定地点倾倒垃圾。虽然

中途能补水，还是要注意节约用水，

特别是冲澡和洗衣服的时候。

船闸管理员

米迪运河上船闸的开启现在大多已

经改为电子化，但仍保留了船闸管

理员。他们中有的以船闸为家，一

家人干脆就住在闸口前的水闸管理

员住所 (Maison d’Eclusier)，房屋

周围种上鲜花、蔬菜；有的还做点

小生意，在闸口前出售面包、葡萄

酒、自酿的果酱和小工艺品。他们

是运河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每个船

闸也因他们而各具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