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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罗什福特城-2016 年修改版 - 罗什福特拥有这么一个文化历史古迹真是有幸之至！古城管理者致力于古迹的
保护和修葺，这使得古城赢得了“特色小城”的美誉。在古城政府及其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它还赢得了“法国最美古
镇”、“四种锦花之乡”的美誉。每年 12 月份，古城繁花锦簇，绚烂耀眼，形成五个星期的仙境。
china

PAO : Granite - Plan : © G. L’Hour - Tous droits réservés - tranlsation : LC Lin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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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利山远眺 “哥利”

1 城堡庄园
在梧桐大道尽头，这片废墟墙垣就是最早
的城堡所遗留的断壁。自十二世纪以来，
先是城堡，接着是城市在山坡上兴建起
来，城堡的那户人家最早被称为“罗什
福特”。（意译为“坚石”）到了十五世
纪，在“老罗什福特”让四世的统治下，
接着是在其儿子克洛德一世的统治下，这
座城市逐渐兴旺繁荣起来。让四世是布列
塔尼地区公爵的参事，参加了 1488 年的花
楸树圣-欧斌战斗。正是在此次战役中， 布
列塔尼人被法国国王所打败。国王下令摧
毁所有布列塔尼的城堡，其中就包括罗什
福特城堡。布列塔尼公爵去世之后，让四
世被任命为布列塔尼的安娜监护人。 安娜
在成为法兰西皇后之前就送给让四世 10 万
金埃居的捐赠。正是有了这笔钱，让四世
重建了他的城堡，并在教堂里设立了一些
议事司铎。历经沉沦毁建，罗什福特城堡
在法国大革命的末期第三次被毁坏。直到
二十世纪初期，该城堡才被一位名叫阿尔
弗莱德-科罗茨的美国画家所购买，他把整
个城堡及附属设施改造成庄园（把道路扩
建到废墟之外的地方）。阿尔弗莱德-科罗
茨去世后，他的儿子特拉福德继承了这个
庄园。1976 年特拉福德去世后，他妻子伊
萨贝尔-科罗茨继承了城堡，并于 1978 年
转卖给了莫尔比昂省议会。从 2013 年起，
该城堡归属城市公共财产。

2 哥利山远眺 “哥利”
山为页岩丘陵，是朗沃兰德高原的一部分
页岩岩脉分布在三个地区：蒲吕和林、马
兰萨克和罗什福特大区。直到 1911 年，
这些页岩才开始得到开发，被制作成建筑
石材和装饰石板。采石工人们都住在老
城，面对着岩矿，跟城里其他的工人及手
艺人（石匠、泥瓦匠、木工、皮革工、编
织工、铁匠、鞋匠等）一样。今天，页岩
矿脉的“哥利”山是一片明显受到保护的
自然风景区。

3 老城
高大的耶稣受难像是于 1930 年左右建成的
建筑师当年就是住在老城。原来的耶稣受
难像是由一个石块基座和一个木制十字架
所构成。这个集居住和劳动于一体的城区
位于城堡及高档住宅区的脚下，居者都是
罗什福特最下层的人民。

4 圣米歇尔教堂
凯勒的圣米歇尔教堂始建于十七世纪。以
前，这里是圣米歇尔修道院，隶属于勒东
大修道院。今天，当特龙沙耶圣母院无法
举办的时候，圣米歇尔教堂（二十世纪维
修过）就用来举行官方的庆典仪式（8 月
15 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5 菜市场广场
自十七世纪以来，菜市场广场就是城市的
主要广场，一直作为整个城市活动的主要
场所，不仅是经济交易中心（广场为 U 型
建筑，既包含市场，也有商店展厅等），

而且也是节日集会的地方。市场右侧，有
一座布班酒店，它曾在十七世纪时期被领
主当做监狱。市场左侧，是鹈鹕大酒店，
曾经叫做乐卡德旅馆，在十九世纪末期接
待过许多的画家，其中就有阿尔弗莱德-科
罗茨。鹈鹕大酒店的对面是市政府，每年
的夏天，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紫藤花就会
竞相开放，把这座政府大厦装扮得无比艳
丽。

6 池塘门
这个门是罗什福特主要出入口之一。这个
南北大通道与“盐路”平行：盐水来自蔚
来勒的海潮（拉罗什-贝尔纳和盖朗德两
地），并逐渐渗入到内陆中（布列塔尼的
内陆）。因此，康得利大街成为了主干
道，称之为“主街”。

7 洗衣池
市区这个洗衣池建于十六世纪，取水来自
乐港迪的溪流。附近还有一个私家洗衣池。

8 拉特龙沙耶教堂 (MH)
奇怪的是，拉特龙沙耶圣母大教堂被建在
了城市的下方，一块倾斜的土地上。传说
九或十世纪时期，罗曼人入侵到此，有一
尊圣女雕像被人们藏入一个空树树干中，
而得以保留下来。两个世纪之后，一位牧
羊女在树干中发现了这尊塑像，于是人们
决定在此地修建一座教堂。我们可以在教
堂的彩绘玻璃上看到这个故事绘画。教堂
的广场上还矗立着一尊耶稣雕塑，以前这
里还是罗什福特的墓地，直到十九世纪上
半叶。

一进教堂，最震撼的是那些倾斜的柱子：
由于地块移动，教堂柱子先向南产生倾
斜，后又发生向西的倾斜。人们在其南边
和西边都建筑了一些加护柱，并给教堂的
主墙做了一层矮护墙。1498 年，老罗什福
特让四世设立了一个议事司铎祷告厅，以
便领主及其家人可以获得灵魂的升天。 在
唱诗班处，人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孩子们所
站立的有雕塑的隔栏。1925 年，罗什福特
大区成为了圣母之城，人们因此采购了两
幅新的彩绘：一幅是 1926 年到位的描绘圣
母一家的唱诗班后窗玻璃，另一幅是 1927
年的描绘空树圣女被牧羊女发现场景的彩
绘。

9 小塔楼
人们可以欣赏这个建于 16 世纪的双面房屋
上突出出来的小塔楼。它融合了哥特风格
的特征和布列塔尼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
筑特色。

10 水井广场
在水井广场，明显汇聚了各类不同建造风
格的建筑，有岩石片建造的房屋，也有大
理石的房子，有跳头悬空的塔楼，也有墙
筋柱式的墙面。请注意一下“旅游接待办
公室”门上带雕塑的缘栋（建造于十七世
纪）：该建筑曾经是领主的审判庭。最早
期的市政厅就位于目前的这个水井广场
上，这里还曾是 1793 年预备用来对三名反
革命实行断头处罚的执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