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主赐您平安!
亲爱的游客，威尼斯的方济修道院团体
用阿西西圣方济的话语问候您，欢迎您
来到这奉献给光荣圣母的大教堂。漫步
在这座朴素优雅的方济会哥特式教堂的
长廊间，围绕在您四周的尽是陈述着修
士们八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信仰与虔诚
的艺术杰作。伴随着的还有这个圣地的
宁静，对美的沉思，以及灵性的苏醒，
可以给您一个平静与详和的片刻。祝您
参观愉快。

一个方济会的教堂
这座教堂是继圣马尔谷大教堂之后，威
尼斯最美的宗教建筑之一，也是意大利
方济会最具代表意义的地方之一。正如
许多有关阿西西的圣方济和巴度瓦的圣
安多尼的画像和雕刻中所见证的那样，
这座教堂从开始建造时就一直是由方济
会的修士们所管理，他们于1220年后不
久就来到了威尼斯，“Frari“ 这个词也是

因此而来 (特指方济会的修士)。在1231年
左右，修士们得到了捐赠的土地，并且在
其上建造一座小教堂和修道院。但是很快
这一建筑就显得不够了，于是1250年4月
28日教宗特使奥塔维亚诺(Ottaviano)枢
机主教特地来为第二座献给荣耀圣母的教
堂放下了奠基石。约1330年，为了能够
容纳更多的信徒，修士们开始建造更宽广
的第三座教堂，也就是目前所在的教堂，
并于1492年祝圣。几个世纪以来大教堂
已成了具有独特重要价值的艺术作品的宝
库，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完成一趟
徜徉于13到20世纪的
艺术与虔诚信仰的历史
之旅。

对圣母的虔诚以及方济会精神
对圣母的崇敬
对圣母的崇敬是方济会灵修的特别神
恩。关于圣母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三
幅旷世杰作, 就宛如三颗明亮的珍珠, 在
大教堂里众多的绘画作品中闪闪发
光。 当1518年5月19日悬挂上那幅被
卡诺瓦(Canova)誉为
“世界上最美丽画作“ 的《圣母
升天》油画时，提香(Tiziano)便
注定了永恒照亮着宽阔的主祭
坛。仍然是提香，在1519和
1526年间，绘制了《佩萨罗
圣母祭坛画》,是一幅高超透
视法，绝妙色彩，完美笔触
和人物表情张力的杰作。
第三颗值得欣赏的珍珠则
在圣器室里:一个由雅克
伯.达.法恩扎(Jacopo da
Faenza) 所制作的极美木
框中，镶嵌着的是吸引您

目光的这幅乔瓦尼·贝利尼迷人的《祭
坛三联画》。其它以圣母为主题的珍贵
作品还有: 在会议室中,1339年,保罗.威
尼斯諾的《圣母与圣婴》; 在方济会诸
圣小礼拜堂中有贝尔纳迪诺.李契尼欧
(Bernardino Licinio) 的杰作《圣母与圣
婴》 (1535); 在伯尔纳德小礼拜堂中有巴
尔托洛梅奥.維瓦里尼(Bartolomeo
Vivarini) 的《宝座上的圣母》(1487)。

参观时刻表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 -18.00
星期天: 13.00 - 18.00
(最后入场时间 17. 30)
参观时间有时可能会因为大教堂的宗教仪
仪而有所更动

门票
全票 3,00 €
学生票1,50 € (29岁以下)
11岁以下的儿童免费
门票收入是用于大教堂的维护与修复

方济会荣耀
圣母大教堂
方济住院会会士

语音导览器
在入口处提供7种语言的语言导览，
费用2,00 €

方济修士与堂区祈祷时刻表
平日:
7.50 诵读晨祷
8.30; 18.30 弥撒
节日前夕: 18.30 弥撒
节日:
9.00; 10.30;
12.00; 18.30 弥撒
朝拜圣体: 星期四
19:00到20:00
星期三和星期五
告解:
17.00到18.30

音乐之于修士
安装在木制唱诗台两侧的是由卡里
多(Callido)以及皮亞佳(Piaggia)
两位著名的管风琴师所制作的珍贵
管风琴，由此证明了神圣的音乐在
这座大教堂里的重要性，感谢这座
大教堂所具有的特殊音响效果，让
人可以在管风琴演奏会及合唱会上
感受到音乐的神圣性。有关近期的
音乐活动信息，您可以在入口处咨
询或查寻教堂网站。

咨询与联系方式
地址: Basilica S.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
Frati Minori Conventuali
San Polo 3072 - 30125 VENEZIA
电话: +39. 041.27.28.611
网址: www.basilicadeifrari.it
电子邮箱: basilica@basilicadeifrari.it
facebook.com/basilicadeifrari

八个世纪的艺术和信仰

欢迎光临

大教堂虽然是一座具有历史性的建筑物，
但最主要的仍是一座教堂，
一个让天主教地方团体与教区信众举行宗
教礼仪和祈祷的神圣场所。
因此恳请各位游客注意自己的言谈和举止。
谢谢您们的合作。

这张地图是从大教堂的官方指南中选
出部分代表作品加以详细的介绍与说
明。而官方指南不仅轻便易于携带，
更有超过80张的图片以及所有重要杰
作的说明，内容丰富详尽。
共有6种语言版本

使用语音导览,可以陪伴您
一起发现了解绘画，
雕塑和重要建筑，
让这趟参观行程更有趣,也让您更有参与感。
导览时间大约35分钟，
引领您参观大教堂里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与作品。
导览共有7种语言。

进入一个美丽，和谐与朴实的宝库
语音导览的路线

其它可参观的作品

2
19

1 前言
2 圣母升天, 1516-1518年
提香

20
4

3 圣马尔谷与诸圣, 1474年
巴尔托洛梅奥

5

18

6

22

17 方济会生命树，1670年
皮耶罗.内格里

18 圣母和方济会诸圣，1535年
贝尔纳迪诺.李契尼欧

17

19 十字架，13世纪
20 总督尼可录.特隆纪念坛，约1476年

16

安东尼欧.里佐

25

1

21 总督法兰契斯可.福斯卡里纪念坛，约1457年
尼可洛.迪.乔万尼佛伦提诺

26
27

13

9 圣母与圣婴，1339年
保罗.威尼斯諾

✓ 如果是旅游团队，建议提前预定
✓ 依据申请，修士们将会为团队做导览介绍。
✓ 宗教仪式进行当中不允许参观
✓ 不准使用闪光灯和拍摄视频

达勒.马胜涅工坊

10

8 圣母与圣婴和诸圣，1488年
贝利尼.乔万尼

参观路线指示

16 圣伯多禄小堂祭台，1432年

9

24

7 宝座上的圣母与圣婴，1487年
巴尔托洛梅奥.維瓦里尼

13 佩萨罗圣母，1519-1526年
提香

隆格纳，巴索尔与法尔科内

23

6 圣洗者若翰，1438年
多纳泰罗

12 卡诺瓦纪念坛，1822-1827年
卡诺瓦门徒

15 总督乔万尼.佩萨罗纪念坛，1660-1669年

7

3

5 圣弥格尔天使，15世纪
威尼斯艺术

11 提香纪念坛，1843-1852年
赞多明尼基雕塑家族

隆格纳与朱瑟托.勒库尔特

21

4 圣盎伯罗削和诸圣, 1503年
巴赛迪
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之墓

10 木制唱诗台，1468年
科茨家族

14 圣十字架祭台，1672年

8

22 圣体小堂

保留给祈祷者专用

23 圣髑祭台，1711年

主祭台区
祭衣室
会议室
拱廊庭院
唱经台
钟楼

卡毕昂卡与布鲁思特隆

15

28

24 賈科伯.马尔契洛纪念碑，1488年
乔万尼.博拉

12

25 亚历山大里亚的圣女加大利纳殉道，1590-1595年
雅科伯.帕尔玛

11

26 神视中的科佩尔蒂诺.若瑟神父，1753年
诺噶里

用红色标示的作品在语音
导览中有说明介绍

14

27 圣热罗尼莫, 1564年

29

30

亚历山德罗.维多利亚

28 献耶稣于圣殿, 1550-1560 年
萨尔维亚提

2

3

7

8

9

12

13

29 巴度瓦的圣安多尼，1450年
贾科莫.迪.卡特利诺

30 巴度瓦圣安多尼的奇迹，1603年
佛拉米纽.佛罗里亚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