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中的兰斯

迎来到兰斯欢

欢迎来到兰斯
国王加冕之城 …

兰斯作为罗马时期比利时高卢行省首府，法王加
冕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饱受战乱之苦的城市，

CITE DES SACRES

被列为法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
高卢罗马遗迹，这里的装饰艺术建筑面，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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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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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宫

圣雷米修道院

兰斯圣母院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主要作品之一。这是一座十三世
纪的代表性建筑，曾有25位国王在此加冕。协调一致的建筑风格、丰富
的雕刻艺术及彩绘玻璃窗（其中有夏加尔和科诺贝尔光芒四射的当代作
品）使其显得卓越非凡。

是兰斯原先的大主教宫殿、是法王举行加冕典礼时的住所。兰斯主教宫
(Palais du Tau) 毗邻大教堂，内有大教堂 博物馆文物和加冕文物博物
馆。这里典藏着中世纪至19世纪的雕 刻、挂毯、服装、饰物及金银制品
等奇珍异宝。

观赏本季兰斯大教堂主面的多媒体灯光秀Regalia，感受历代法王的威
武、神圣。

地址 : 2 place Cardinal Luçon - 电话 : +33(0)3 26 47 81 79

地址 : Place Cardinal Luçon
每天开放时间从上午7点半到19点半。参观免费。在做礼拜期间不能
进行参观。对兰斯大教堂钟楼的导览参观：2月15日-11月15日。请到
朵宫进行相关咨询。

www.reims-tourisme.com

从5月6日至9月8日: 9点30到18点30开放；9月9日至5月5日 9点30到12点30、14
点00到17点30开放。每周一、1月1日、5 月1日 和12月25日闭馆。参观最迟于
关闭前30分钟 进入。

www.palais-du-tau.fr

乘有轨巴士在OPERA-CATHEDRALE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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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有轨巴士在OPERA-CATHEDRALE站下车

地址 : Rue Saint-Julien
每天从早上8点开放到日暮降临（最晚19点）。参观免费。在做礼拜期间不能进
行参观。

www.reims-tourisme.com

藤田嗣治小教堂

圣雷米博物馆

这座罗曼哥特式大教堂以其纵深和高贵庄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大教堂
始建于11世纪，用于安放法国国王加冕时用的圣油瓶以及圣雷米的圣遗
物，圣雷米主教曾经在公元498年为国王克洛维施洗。其陵墓体现了文艺
复兴风格，始建于19世纪。

该栋博物馆在纪17世纪和18世纪时，曾是一所本笃会的修道院。博物馆
的17个展馆分布在回廊四周。展馆内收藏着很多从史前时期到文艺复兴
时期的历史藏品，其中包括一些有关本地军事和历史的藏品。

地址 : 53 rue Simon - 电话 : + 33 (0)3 26 35 36 90
每天10点-12点 和14点-18点 开放。每周一、1月1日、5月1日、11月11日和12月
25曰闭馆。最迟于关闭前45分钟进入。

www.musees-reims.fr

乘有轨巴士在SAINT-TIMOTHÉE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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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欧洲战场停战博物馆

来自日本的画家藤田嗣治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于1966年设计了这座新罗
马风格的礼拜堂。彩画玻璃窗和200m2壁 画的图像组合是受到圣经的启
发，并在细节上适当添加了日本的传统元素。

地址 : 33 rue du Champ-de-Mars
电话 : +33 (0)3 26 35 36 07

每天10点-18点 开放，每周二闭馆。每年1月1日、5月1日、411月1日和12月25日
闭馆。最迟于关闭前45分钟进入。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都是很好的

我们推荐的两大攻略，让您高明地游览兰斯

1.

您的游览应用程序

分享您的位置、填写您的个人资料和愿望，探索推荐
的兰斯及其周边的游览路线和参观。下载IDVizit应用
程序，访问图文并茂的丰富内容，了解您需要的所有
信息。

乘有轨电车在
SCHNEITER站下车

www.musees-reims.fr

乘有轨巴士在FOUJITA站下车

圣母大教堂、兰斯主教宫和圣雷米修道院1991年
证明。

1945年5月7日在艾森豪威尔将军作战指挥总部的一间大厅里，签署了第三
帝国军队的投降书，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2005年，以
在这间场景与当时情况一致的大厅为中心周围，建起了这个博物馆。

地址 : 12 rue Franklin Roosevelt
电话 : +33 (0)3 26 47 84 19

开放时间：5月2日至9月30日10点-12点和14点-18点。每周二不开放。

www.musees-reims.fr

乘有轨巴士在SAINT-TIMOTHÉE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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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下载：

2.

您的兰斯城市通票

得益于兰斯城市通票，在探索兰斯必游景点时，
获享众多惠利：
包括博物馆和公共交通在内的免费福利
赠送香槟   在所有的合作餐厅
大量折扣

-10%

**

游客特惠

在款台付款前，请先出示您的外国游客护照

-12%***
退税

适用于欧盟以外的所有居民。在商店内，当天累计净消
费达到175欧元，即可享受此惠赠。
-12%退税可与-10%游客特惠累积

GALERIES LAFAYETTE REIMS - 33 / 45 RUE DE VESLE
周一至周五10点00分至19点30分，
周六10点00分至20点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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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赫杰尔博物馆

古罗马地下迴廊

旅行家和赞助者雨格·克拉夫特之故居，它自主人1935年去世后一直保
持原状，珍藏有2400件装饰艺术品（家具、绘画、版画及从东方带来的
物品）。参观时还可以欣赏到丢勒（Dürer）的木版雕刻和铜版雕刻以及
豪华壮丽、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内饰面。

地址 : 36 place du Forum - 电话 : +33 (0)3 26 35 6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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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博物馆

这三条半地下的长廊在公元200年左右建造于古代兰斯（时称杜洛科尔托
兰姆）城市广场下方，当时可能用作室内市场。目前仅剩东部长廊，是
现存为数不多的古罗马地下回廊市场遗址之一。

地址 : Place du Forum - 电话 : +33 (0)3 26 77 77 76
5月1日至9月30日每天14点-18点开放。 参观免费。

周二至周日14点、15点、16点及17点开放参观。提供法语、英语与德语讲解。
周一、5月1日、7月14日、11月1日 和12月25曰闭馆。全年对提前预订的团体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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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格翰室内市场

该博物馆之旅将向您介绍基督学校兄弟学院的历史及其创始人让·巴蒂
斯特·德拉萨尔的故事。 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于1651年在这所房子
里诞生。德拉萨尔公馆始建于1545年。这里面多种多样的装饰图案散发
出文艺复兴的气息。

地址 : 4 bis rue de l’Arbalète - 电话 ：+ 33(0)3 26 97 3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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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图书馆

现代式的建筑和结构，顶尖建筑材料和技术： 布兰格翰室内市场是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的地标性建筑，经过精心修复后于2012年重新启用。

地址 : 50 rue de Mars
每周三、周五和周六上午作为市中心的自由市场开放，每周五16点-20点作为生
态市场开放。

周二至周六14点-17点开放，有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解说。一月份不开放（团
体预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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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香槟汽车博物馆

兰斯邀请您体验上世纪20年代法国主要建筑流派的整体风貌。其中主要
的是装饰艺术，风格精确考究，力求蓬荜生辉。在您旅游沿线经过的地
标性建筑中，有装饰艺术的瑰宝卡内基图书馆和展现两次大战之间不同
风格的让-巴蒂斯特·朗格莱大道。

地址 : 2 place Carnegie - 电话 : +33(0)3 26 77 81 41
图书馆开放时间：10点-13点，14点-19点（学校假期期间：每日开放，周六开
放至18点）。休息时间：周一、周四上午（和学校假期期间的周五上午）和周
日。参观免费。

从马恩省的出租汽车到今天的赛车，在这儿，您可以领略20世纪汽车的
演变过程。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汽车博物馆之一，这里共展出将近250辆汽
车，其中一些车型已经制造出多个版本。

48小时 = 32 €

24小时 = 22 €

72小时 = 42 €

对所有咨询并预定

WWW.REIMSCITYPASS.COM

地址 : 84 avenue Georges Clemenceau
电话 : +33 (0)3 26 82 83 84

或在旅游局索取

开放时间：10点-12点，14点-18点（11月至3月期间开放至17点）。休息时间：
周二（节假日除外）、12月25日、12月31日至2021年1月8日。

OFFICE DE TOURISME DU GRAND REIMS

大兰斯旅游局

电话: +33 (0)3 26 77 45 00 - accueil@reims-tourisme.com

*终极购物目的地 **/**请查看商店条款
44 GL 552 116 329 RC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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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usees-reims.fr

乘有轨电车在
LANGLET站下车

www.reims-tourisme.com

乘有轨电车在
LANGLET站下车

www.lasalle.org

乘有轨电车在
LANGLET站下车

乘有轨电车在
SCHNEITER站下车

www.reims-tourisme.com

www.reims-tourisme.com

乘有轨巴士在OPÉRA-CATHÉDRALE站下车

www.musee-automobilereims-champagne.com

3

乘3路巴士, 在
BOUSSINESQ站下车

3个接待地点，同样的信息和服务质量:

兰斯山脉天然公园

教堂区接待处

车站区接待处

地址 : 6 rue Rockefeller

地址 : Esplanade
François Mitterrand

全年除1月1日和12月25日外均
开放。

一月、二月、非旅游季、周日和节
假日关闭。

市 办公室
地址 : 1 rue des Conclusions 51170 Fismes
电话: +33 (0)3 26 48 81 28
周一及周日不开放。

13

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
从公园管理处到马恩河谷及兰斯山脉的全 部景观，从塔德努瓦
（Tardenois）的罗 马式教堂到 (Faux de Verzy) 森林公园，
途 径迈利尚帕尼 (Mailly-Champagne) 的探 索小路或葡萄园
的屋旁小道，通过徒步或 VTT山地车线路...兰斯山脉天然公园
为您奉上名副其实的各种艺术.

公园管理处 (Maison du Parc)
地址: 51480 Pourcy
电话 : +33 (0)3 26 59 44 44
www.parc-montagnedereims.fr

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FRAC）旨在收集和推广当代艺术品，安排和举办
临时展览，策划和组织各种与当代艺术有关的活动，以便让公众更多地
了解当代艺术。

地址 : 1 place Museux - 电话 : +33(0)3 26 05 78 32
展览期间，周三至周日（节假日除外）开放：14点-18点。请在网上参阅当前展
览信息。参观免费，面向所有公众。全年免费文化活动。

www.fracchampagneardenne.org

乘有轨巴士在SAINT-MAURICE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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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馆

非同寻常的教堂

天象仪是一个能在圆顶投影幕上重现苍穹实景的投影设备。天文馆推出
多项天文学普及宣传活动，与科友们共同探索天文的奥秘。

地址 : 49 avenue Général de Gaulle
电话 : +33 (0)3 26 35 34 70
个人专场：周三14点30，周六和周日14点30、15点30和16点45，学生放假期间
每天10点45、14点30、15点30和16点45。建议预定参观，平时团体预定参观。

www.reims-tourisme.com

乘有轨电车在
FRANCHET
D’ESPÈREY站下车

16

15

地方航空博物馆

蓬备勒防御战壕博物馆

圣雅克教堂(Saint-Jacques)装饰有一组华美的现代彩绘玻璃（Šíma,
Vieira da Silva）。圣尼凯斯教堂 (Saint-Nicaise) 位于Chemin-Vert花
园之城中。该教堂由1920年代最杰出的艺术家所装饰。新拜占庭风格的
圣克萝蒂尔德教堂 (Basilique Sainte-Clotilde) 是一座非常重要的教堂，
其地下圣堂中珍藏着两千位法国圣人的圣骨及圣物。

兰斯地区是世界航空业的摇篮之一。博物馆通过各个时期的模型、物品
及文件展示航空技术的发展，也介绍二十世纪成就了法国航空业荣誉的
人物故事。

Saint-Jacques 教堂 – 地址 : Rue Marx Dormoy
开放时间，周一：14点-18点；周二至周六：9点-12点，14点-18点；周日：9点30
分-12点，17点30分-19点30分。

四月至十月，周日开放：14点30-17点30 (2020年6月7日和10月4日除外），全年
对提前预订的团体开放。

地址 : 距兰斯5公里 Place de la Mairie 51450 Bétheny
电话 : +33(0)3 26 07 12 71

Saint-Nicaise 教堂 – 地址 : Avenue de la Marne
开放时间：2020年4月11日-10月10日，周五至周日（其他日期和时间，请参阅
www.reims-tourisme.com）。
Sainte-Clotilde 教堂 – 地址 : Place Sainte-Clotilde
开放时间，七、八月，周日：15点-17点30分。在做礼拜期间不能进行参观。

www.reims-touris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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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8路巴士,
在TILLEULS站下车

18

17

该项工程建于1883年，是为保卫兰斯而建立。博物馆于2014年扩建并重
修，馆内收藏有军服武器、火炮和帽子（其中著名的Friese藏品就是来自
于德意志帝国军队）。

距兰斯18公里，Châlons-en-Champagne方向
电话 : +33 (0)3 26 49 11 85
每天10点-18点开放。每周一、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12月25曰闭馆。
最迟于关闭前45分钟进入。

www.musees-reims.fr

维泽内灯塔
葡萄园博物馆邀您进入香槟葡萄种植园的世界。借助视听和舞台装置技
术，欣赏全景园中香槟酿造所需的一切必要环节。在灯塔顶部，您可以
领略兰斯香槟山丘非同一般的全景视野。您可在此品尝葡萄种植人者酿
的香槟品尝地点。

距兰斯18公里，Châlons-en-Champagne方向
电话 : +33 (0)3 26 07 87 87

也请通过社交网络关注我们
#ReimsTourisme

最新消息，敬请关注：

WWW.REIMS-TOURISME.COM

开 放时间，四月至九 开放时间，四月至九月：10点-18点30分；十月至三月：10点30分-17点（周
一、12月25日、1月1日-2月7日除外）。

www.reims-tourisme.com

© Speedi Rychi Nylon. Impression : Reprocolor. © M. Argyroglo (FRAC ChampagneArdenne), A. Coeuret, Grand Reims/C. Beudot (dont 1e de couverture), Moment Factory
(Cathédrale Notre-Dame), C. Moya, C. Richez. Parution : février 2020.

每周7天全部开放

…和香槟之都 !
SCEAU A CHAMPAGNE

兰斯也因其香槟品牌而闻名于世。酿造者们凭借自己的才
智和激情，酿造出如此高品质的香槟酒，
也酿造出了香槟酒的声誉和威望。这些香槟酒庄邀请您前
来了解他们的酒窖。香槟山丘、酒庄及酒窖于2015年7月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多年来，他们珍贵的 香槟酒曾出现于世界各种庆典，从最
简单的场景到最疯狂的场合，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

马赫黛尔香槟酒庄距离圣雷米大教堂5分钟路程。商店每日开放，周一
至周三：10点-13点，14点-19点；周四至周日：10点-19点。付费参
观，每周开放7天，包括节假日（1月1日 及 12月25日除外），有法语
和英语导游为您服务。参观结束后品尝3种香槟酒。建议预定参观。
地址 : 17 rue des Créneaux
电话 : +33 (0)3 26 82 70 67
boutique@champagnemartel.com

www.citura.fr
乘坐Citybus巴士和电车可抵达所有
兰斯香槟酒庄。Citybus巴士营业时
间：周一至周六，9点-19点。
公共交通服务包含在兰斯城市通
票中。

www.champagnemartel.com

www.maisons-champagne.com

参观酒窖前，谨记：
步行参观，建议穿保暖服装。禁止携带动物。不允
许18岁以下人士及孕妇品尝香槟。
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请适量饮用。

3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每天10 点至13 点､ 14 点至18 点预约参
观。11月1日至12月30日期间，周三至周日（12月24､ 25日除
外）10 点至13点、14点至17点30开放；1月2日至2月28日期间，周三
至周六10点至13点，14点至17点30开放。付费参观，法语或英语讲
解。（若需其他语言，请向酒庄咨询）。

5 rue Carnot – Reims
03 26 47 69 31
www.restaurant-lecarnot-reims.com

地址 : 34 rue du Champ de Mars
电话 : +33 (0)3 26 49 59 70
guides@mumm.com

www.mumm.com

香槟葡萄酒之旅
参观酒窖 & 品酒

位于兰斯山（Montagne de Reims）葡萄园的心脏地带，距离兰斯
市中心15分钟车程，卡纳-杜宪香槟酒庄为游客提供付费参观和品酒活
动（法语和英语）。一月、二月：周一至周五，10点-18点。三月至
十二月：周一至周六，10点-18点。建议提前预订。在香槟酒庄公园
的军刀开香槟酒（sabrage）技巧介绍。
地址 : 1 rue Edmond Canard 51500 Ludes
电话 : +33 (0)3 26 61 11 60
visites@canard-duchene.fr

每天（含周末及节假日）10点-19点开放12月25日、1月1日至3日不开
放。需预定，参观付费。
地址 : 5 place Général Gouraud
电话 : +33 (0)3 26 61 62 56
visitepommery@vrankenpommery.fr

www.canard-duchene.fr

www.vrankenpommery.com

查理－德－卡萨诺瓦香槟酒庄位于兰斯城历史中心地带，离市中心火
车站仅两分钟路 程。商店每日开放，周一至周三：10点-13点，14
点-19点；周四至周日：10点-19点。付费参观，每周开放7天，包括节
假日（1月1日 及12月25日除外），有法语和 英语导游为您服务。参
观结束后品尝3种香槟酒。建议预定参观。

2020年3月11日-10月31日开放：周一至周六，9点30-18点15（休息日
期：5月1日）。仅提供面向提前预订的小团体的解说导游和品尝，解
说语种包括：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荷兰语、俄语、日语和瑞典语。可组织1-80人的私人接待宴会（各类
活动、鸡尾酒会、午餐宴、晚餐宴、研讨会）。

半天85 €/ 人
6种香槟

全天190€/ 人

10种香槟&含用餐
2至8人小型客车--周一至周六
Vignerons位于兰斯之外的葡萄种植者
situés en dehors de Reims.
Photos souvenirs 每次参观葡萄园的照片纪念
dans les vignes pour chaque visite.

CERTIFICAAT van
越奖
FÜR卓
EXZELLENZ
UITMUNTENDHEID

预定

+33 (0)6 49 05 47 52
contact@sparkling-tour.com
www.sparkling-tour.com

地址 : 8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电话 : +33 (0)3 26 88 53 86
boutique@decazanove.com

www.champagnedecazanove.com

开放时间：复活节（4月12日）至十二月中旬，周三至周日（包含节
假日和连休日），10点-18点；十二月中旬至复活节，周六和周日
（12月25日、1月1日、2日和3日关闭），10点-18点。
地址 : 54-56 boulevard Henry Vasnier
电话 : +33 (0)3 26 61 62 56
villademoiselle@vrankenpommery.fr

www.vrankenpommery.com

地址 : 4 rue des Crayères
电话 : +33 5(0)3 26 77 51 52

www.ruinart.com

泰亭哲香槟酒庄自三月底至十一月中旬每日向游客开放（酒窖参观时
间：9点45分-16点30分）；十一月中旬至三月底，周六、周日和节假
日关闭（酒窖参观时间：10点-11点45分，14点-16点30分）。付费参
观（法语和德语讲解）。
地址 : 9 place Saint-Nicaise
电话 : +33 (0)3 26 85 84 33

cellars-booking.taittinger.fr

游览探索路线

朗松香槟邀您特别体验“从 葡萄园到杯中酒 杯»的香槟制作步骤。需预
约，参观付费，有品酒活动法语和英语导游讲解（德语和西班牙语需
视相关配备情况而定)。四月初，以全新氛围重新开放，周一至周
五。 (周六和周日向20人以上团体预约开放)。现场有酒庄专卖店。
地址 : 66 rue de Courlancy
电话 : +33 (0)3 26 78 50 50
visites@champagnelanson.com

www.lanson.fr

开放时间：2020年3月3日至12月19日期间，周二至周六 9点30-12点
30、13点30-17点30。节假日开放时间：2020年5月8日、5月21日、7
月14日及8月15日。建议出发前10分钟到场。10岁以下儿童免费参
观。行动不便人士也可参观并访问店铺。
地址 : 1 rue Albert Thomas
电话 : +33 (0)3 26 89 53 90
visitscenter@veuve-clicquot.fr

www.veuveclicquot.com

“国王加冕之城”
（Cité des Sacres) 是兰斯为游人提供的
4条主题探索步行观光路线之一。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向当地旅游局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