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自游倾情打造 

会说话的悠游路线 

拉尚，法国特色村庄之一。

最初的时候，人类的祖先开始出现在拉尚，是因为这片地方有岩石有山洞，能够为

他们挡风遮雨，躲避暴风雨等恶劣天气。岩洞里留下的众多壁画证明了人类在史前

时期就在这里居住过。 

到了公元 3 世纪时，拉尚出现了一位很厉害的人物——神甫圣马图林，他治愈了许

多精神病人，在他死后，每年都有朝圣的人群来到拉尚拜谒祷告。相传圣马图林在

公元 250 年左右出生于拉尚的一个异教家庭，但他从小接受基督教义，20 岁时就

被封为牧师。他治愈了许多精神病人，名声远播。在奇迹般的治好了一个罗马皇帝

的女儿、赶走她身上的恶魔之后，他的名声更是响彻罗马。最终圣马图林死于罗

马，按照遗愿他埋葬于家乡拉尚。据说在他的坟墓上发生了许多奇迹，这是中世纪

时期这项非常重要的朝圣的起源。 

公元 1 千年左右，巴黎主教把拉尚这块土地送给了他的教会。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

大革命时期，巴黎圣母院教会就一直是这片土地的领主。鉴于朝圣的人们一直络绎

不绝、有增无减，在 12 世纪末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真的出于仁爱还是为了“政绩

面子工程”，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地主决定在自己的地盘上斥巨资建立一座

教堂，纪念和朝拜圣马图林，由此巴黎圣母院有了个小妹妹——圣马图林教堂。

游览方式：漫步 

路程长度：约 2.9公里 

漫步时长：约 2个小时 

难度级别：简单 

适合人群：家庭 

Larc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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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路线所有地图来源(Mapdata Source)：Openstreetmap.org 

地理位置： 
拉尚处在巴黎的东南方向，离巴黎大约一个小时的车

程。是 77 省塞纳-马恩省的一个村庄。村庄的北部方向

就是著名的枫丹白露。从村里可以直接通往枫丹白露的

森林，是一个休闲度假、徒步运动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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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地址：教堂周围 

A 教堂周边 Place du Pilori, 77760 Larchant  

GPS 坐标：N 48 17.0 38 E 2 35.761 

B 牧师广场 Place Pasteur, 77760 Larchant 

GPS 坐标：N 48 17.080 E 2 35.849 

 

小悠提示：围绕着教堂四周有一些停车位置 A，可以把车停

在这里，开始我们的游览（如果此处停车位已满，可以停到附近拥有更多停车位的牧师广场

B）。全镇的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圣马图林神甫大教堂 

教堂主体： 

这座哥特式建筑与巴黎圣母院系出同门，都是由同一批工匠所打

造。历史上很多法国国王都来过这里朝圣。1490 年时教堂遭受

了一次严重的火灾，1568 年宗教战争时期也遭到过破坏，剩下

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虽然大部分建筑都受到了损

坏，但仍然可以入内参观。教堂的塔高达 50 米，主体原来是个

完美的十字架形状，长 57 米宽 29 米，现在“十字架”的底部包

括塔楼都已经成为废墟，剩下有顶盖的部分也只有 34 米长而已

了。步入教堂，我们会被里面所呈现出的优雅光影深深迷住，还

可以清楚的看到教堂的墙壁、屋顶都有缝缝补补的痕迹，墙上有

些雕像被时光侵蚀、消磨，但经历了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它

依然坚强的挺立着，而人们也依然没有放弃它，不断的修缮、加

固、维护，这一份不离不弃的情感真的很令人动容。教堂里的祭

坛、半圆形后殿及圣女祈祷室是唯一保留了原屋顶的地方，它们

体现了当时大巴黎地区娴熟的屋顶技术——高耸的双层彩色绘

窗、细细的梁柱从四面八方汇集于顶端，

使教堂内部显得非常的敞亮。我们可以想

象一下，在教堂的辉煌时期，当太阳从 45 个拱窗同时投射着光辉时，是

何等的交相辉映的场景！ 

圣马图林雕像 : 圣马图林身旁跪着一个头戴皇冠、双手合十正在祈祷

的女孩，而他本人左手执书，目光笃定，像是正在给人传经布道。这是

一个木制的雕像，安置在教堂的某一处，小悠要考考大家的眼力，看能

不能找得到！找到的同学请给自己加鸡腿，么么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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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祈祷室 : 
教堂里有个小巧精致的圣女祈祷室，不大不深但十分高挑，充分体现了哥特时期的风格，有两

个装饰得很漂亮的拱廊门。当时的设计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空间，实现了巨大的美感。 

   

最后审判之门 : 
走出教堂往右，我们可以看到废墟部分，高高的塔楼耸立着，变成了鸽子的天堂。塔楼下面那

扇通往废墟的门被称为“最后审判之门”。不愧是出自同一

批工匠之手，眼前的此门与巴黎圣母院的彼门有着极高的相

似度，请看门梁上的雕刻画——正中央是耶稣，两个天使围

绕身旁，手里拿着长矛、钉子和十字架，左右两边跪着的分

别是圣女和圣•让。下面的雕塑（一群仿佛刚从棺木里爬出来

的死而复生的人们）却是个复制品，真品由于被侵蚀得很严

重，已经搬到教堂里存放。拱门上的 5 座雕像虽然已经十分

破旧，但依稀

可以分辨出他

们的身份，从

左 到 右 依 次

是：圣雅克（贝壳装饰的干粮袋）、圣安德烈

（十字架）、圣皮埃尔（一本书）、圣保罗（书

和利剑）、圣艾吉安（惩戒石）。 

南侧小窗： 
看完废墟，绕到教堂南面，可以看到外侧有三层围着铁栏的小窗。传说那里是高危精神病患者

的收容所，等待着在朝圣时得到治愈。也很有可能在这些屋子里

藏着的尽是些经书和宝物。 

 

如今每年的圣灵降临节期间，人们仍然在教堂举行朝圣活动纪念

圣马图林。作为整个村庄标志性的建筑，就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一样，不管在村子里的那个角落，人们的游览重心都围绕着这座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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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祈祷教堂 
教堂出入口正对着的小街是皮洛里广场（Place du Pilori）的延长部分，

这里曾经有一座旧祈祷教堂，也是安葬圣马图林的地方。但祈祷教堂

在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消失，唯一仅存的部分就是一座毫不

起眼的小拱形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教堂，栖息着一位有名

的牧师。 

旧墓地 
旧祈祷教堂左边是拉尚的旧墓地，20 世纪初时已被变为

它用（现在拉尚的墓地在离村庄中心外围一片开阔的田

野里）。据说还遗留着一个十字架，但由于现在已经属

于私人领地，不能入内参观，所以没办法一睹尊容。 

 

旧邮局 
继续沿着曾经的医院街（Rue de l'Hôtel-Dieu，现已更名为

蒂耶尔广场）往前走，在旧墓地的邻角有一座两层的小建

筑，这就是以前的旧邮局。这个地方也是几易用途：曾经

是神甫教士的住宅，也被称为“贝壳屋”；后来变成医院

的祈祷室；一些小型学校也曾被安置在这里；后来用作邮

局，再后来邮局也搬走了（现在的邮局位于镇政府大楼左

侧）。 

蒂耶尔广场 
蒂耶尔广场（Place des Tilleuls）, 以前这个广场叫

做布列塔尼街，这是因为过去有很多布列塔尼的朝

圣者来到拉尚。直到十九世纪，在这个广场上还有

一座水井，据说 1744 年，一位女士还归魂于井

内，如今我们已经再没看到水井的踪影。广场边上

的一间小屋的墙上还挂着有贝壳装饰的太阳钟，上

面写着“时光如朝圣者般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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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广场 
接着我们到达牧师广场（Place de Pasteur），右图

中的建筑物就是镇政府所在地。邮局小屋在政府大

楼左侧，而小学与镇政府共用一栋大楼，位于右

侧。拉尚小学创办于 1884 年，在当时的年代，法

国也是讲求“男女授受不亲”的，男孩女孩上学都

要分隔开。牧师广场以前的名字是集市广场，是人

们摆摊或庆祝节日的地方。 

压榨机小巷 
牧师广场边上有一条压榨机小巷（Ruelle du Pressoir）。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曾经

安装着一台公用的压榨机。沿着小巷直走，到巷子里稍微开阔的地方，左边是庭讯和老监狱旧

址。右边曾经是什一税的粮仓，现在只剩下一些墙，成为果园的围墙。 

    
 

教堂街 
从压榨机小巷一直到头，左手边可以看到教堂的塔楼和侧

门。往右转就是教堂街（Rue de l’Eglise，以前也被称为桥

街）。据说在街的拐角处右侧，有 St-Etienne、St-Jacques
和 St-Pierre 三位圣人的图像标记，就在石砌房屋正面突出

来的那一层，旧时摊店的模样都长那样——这个找起来有

点难度，大家睁大眼睛寻一寻宝。这条狭窄的街道在中世

纪时曾是镇上最具人气的地方。从这里照古教堂的侧面也

是别有洞天。街的另一面，有个带有野人的标记的房子，

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人们在水井里发现了一些陶制或玻璃

做的乐器，朝圣期间这些乐器被拿出来卖。继续往前走，

右边的一座房子是古老集市的旧址，现在房子上还刻着

“1792 年 6 月 29 日由我本人让-皮埃尔•贝尔纳德及我的

妻子阿黛拉伊•阿梅兰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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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王路口 
沿着教堂街直走可到达解放街（Rue de la Libération，旧称内穆尔

街）。教堂街和解放街的交叉路口在古时候是官员们宣读官府公

告、贴告示、群众嚼（chi）舌（xi）根（gua）的据点。 左拐

往上一直走，右手边的舒华尔街（Rue de Chouard）和烤炉小巷

（Ruelle du Four）之间曾经有一座名为“法国钱币”的客栈

（Auberge de l’Ecu de France），客

栈再过去就是公用面包房，不过这

二者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继续往

前，走到前面正好是三条路的交叉

口（Rue des sablons, Rue de Paris, 
Rue de la Libération），被称为三个

国王的路口。一座漂亮的建筑跃然眼中，这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

名为“三个国王”的客栈。它的三角形屋顶的外墙被列为历史文

物，时间可追溯到 15 世纪，正面墙上有三座美丽的彩色玻璃

窗，侧墙则布满了爬山虎的枝叶，非常漂亮！一直到 18 世纪，

这座房子一直是作为客栈来使用。1601 年，客栈的主人——

Mathurin Dupetit 还见证了一场在教堂里进行的驱魔法事。 

巴黎街 
从三岔路口进入一条既宁静又不乏热闹的街道，这条

街就是巴黎街（Rue de Paris）。它是旧时通往 Chailly

平原的路径，一直通到野外的老沟渠。这条街以前也

通向当时的采石场，来往频繁、满载石沙的泥头车曾

经使得这条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前在小街穿越路

口的地方曾经有一座水井，现在也没能寻觅得到了。 

如果是周末在这条街上行走，在没有太多路人的情况

下，会让人感到乡土中的那份清新。 

拉里沟渠街 
巴黎街的尽头往左转，就是拉里沟渠街（Rue des Fossés Larry），

也就是当年的壕沟所在的地方。在这条长长的街上，建造着拉尚村

最古老的城墙。虽说最为古老，其实也是追溯到 1528 年，村民才

获得了建造防御城墙的许可。如今，位于沟渠街上端一座塔的残留

部分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城墙的砌墙法。1778 年，村里发生过

一场大的火灾，这些城墙遗留下来的石头当时就用来重建火灾造成

的房屋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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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悠提示：沿着长街一路走，可以从远端取景古教堂。不过，行走的方向有一段上坡的路，对

于较为年幼的孩子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会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上有一片开阔的草地，天气好

时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野餐，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路边还有个长椅，累了可以坐下来休

息。 

沙步龙门 
行至拉里沟渠街的上端，就来到村子的大门——沙步

龙门 (Porte des Sablons)。随着城墙的拆毁，城门早

已不知去向。不过还可以看得出这就是进村的主要道

路。右手边是村子的水塘，左手边就是统领整个村庄

的旧农庄——教会农庄。其中一座凿石建造的大房屋

是什一税的粮仓，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漂亮的鸽子屋，

农庄的院子里还有一个 15世纪的水井。如今，这个

农庄已经成为的私人的领地。 

沙步龙街 
沙步龙街(Rue des Sablons)应该是拉尚村庄最大的一条大道了。在

这条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房子屋顶都是带有坡度的，比如说 34和

36号的房子。这条街的 15号房子的通风窗带有巫士结，可以把

厄运挡在屋外。22号是朝圣者之家，门口的装饰处处显示出朝圣

者的特征：比如拐杖，又比如扇贝壳。也说明了拉尚处在著名的

“朝圣者之路”上。 

 

 

 

蒂波尔巷 
从沙步龙街一直往下走，第一个路口往右转，就来到了蒂波尔

巷(Ruelle Thibault)。这是一条迷人的小巷，直通教堂，从这里

昂首观望古塔，可以感触到当年教堂的那份辉煌。狭窄的小巷

里，古老的房子突出到路中间，欣赏着路边和每家每户窗台下

的绿色植物和鲜花，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教堂，我们便结束了探

古之旅，回到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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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问题 
（答案可以在文章中或者游览过程找到，也可以打 CALL 小悠免费索取答案） 

 

题目一 : 以下的景物在上文或者路线中提到，请找出它们所在的街名。 

 
 

题目二：下面三个景物在上文有提过，请说出它们具体是什么。 

 
 

题目三：下面这个门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拉尚周边的自然风光十分优美，拥有枫丹白露森林高地最

漂亮的岩石群。附近有一条更为有趣的全长 10 公里耗时 3

小时的徒步路线，一路上寻找 5 个形态各异的十字架，还

会经过一块名叫“柔安娜女士”岩石，这块岩石高出海拔

120 米，是从远处观赏森林和拉尚村庄的好去处。另一处

“大象”岩石有 3 千万年的历史，是骑士森林里最大的砂

岩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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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悠自游公众微信号，一起愉快的玩耍！ 
微信公众号：悠自游 UGOTravel 

 
客服微信：ugotravel_u 

QQ：263485207 
Email : contact@ugotraveleurope.com 
网站： www.ugotraveleurope.com  

 

https://www.ugotraveleurope.com/
mailto:contact@ugotraveleuro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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