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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与建筑结构，最先进的建筑材料与技术：布兰
格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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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2年重新启用。  

地址：50 rue de Mars. 
市中心集市开放时间：周三、周五和周六上午；有机产品集市开放时间：周
五，16点-20点。

布兰格瀚室内市场

www.marcheduboulingri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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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EITER 
站

这三条半地下长廊建于公园1世纪和2世纪之间的古兰斯（时称杜
洛科尔托兰姆）城市广场下方，当时可能被用作有顶棚集市。目
前仅剩东部廊厅，它也是整个罗马时期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稀
罕隐廊之一。这里有时还会举办临时展览。 

地址：Place du Forum. 电话：+33 (0)3 26 77 77 76 
5月7日至6月30日，9月1日至9月30日：周末开放，14点-18点。7月1日
至8月31日：每日开放，开放时间不变。参观免费。

高卢-罗马隐廊

www.reims-tourisme.com
LANGLET
站

兰斯圣母院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杰作之一。这是一座13
世纪的建筑瑰宝，曾有25位法王在此加冕。这座卓越非凡的教堂
拥有协调一致的建筑风格、丰富的雕刻艺术及绚丽的彩绘玻璃窗
（其中包括夏加尔和科诺贝尔创作的光芒四射的当代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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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lace Cardinal Luçon 
每日开放时间：7点30分-19点30分。周日关闭时间：19点15分。参观免
费。 
礼拜期间谢绝参观。对兰斯大教堂钟楼的导览参观，2月15日至
11月15日，：请到塔乌宫进行相关咨询。

兰斯圣母大教堂

www.reims-tourisme.com

塔乌宫是原先兰斯大主教的宫殿，也是历代法王举行加冕典礼时
的行宫。在塔乌宫内设有大教堂博物馆和加冕文物博物馆。其中
收藏了从中世纪至19世纪的雕刻、挂毯、服装、饰物及金银制品
等奇珍异宝。

 地址：2 place Cardinal Luçon.
电话：+33 (0)3 26 47 81 79
5月6日至9月8日的开放时间：9点45分-18点15分。9月9日至5月5日的开
放时间：9点45分-12点30分，14点-17点15分。休息时间：周一、1月1
日、5月1日和12月25日。最后允许进入时间：关门前45分钟。

www.palais-du-tau.fr

这座宅邸始建于1545年，是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圣-
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于1651年出生在这里。通过博物馆参观路
线，游客将了解到平民儿童教育的推动者兼喇沙修士会的创始人
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的生平。如今，喇沙修士会教育者在世
界五大洲分享着这一人性升华的真谛。  

地址：4 bis rue de l’Arbalète. 
电话：+33 (0)3 26 97 34 79
法语、英语 解说导览参观：周二至周六，14点-17点。有可能在其他时段
预订团体参观。

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博物馆

www.hoteldelasall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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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地区是世界航空业的摇篮之一。贝特尼博物馆通过各个时期
的模型、物品及文献不仅展示了航空技术的发展历史，也介绍了
20世纪成就了法国航空辉煌的英才故事。

 距离兰斯5公里，Place de la Mairie 
51450 Bétheny. 电话：+33 (0)3 26 07 12 71
四月至十月，周日开放：14点30-17点30（2022年6月5日和10月2日除
外），全年接待团体参观，但须提前预订。

地方航空博物馆

兰斯山脉天然公园

www.musee-betheny.frwww.parc-montagnedereims.fr

16

8

这座博物馆是旅行家、文化艺术事业赞助者休格·克拉夫特先生
的故居，自房屋主人于1935年去世后，这里一直保持原状，其中
珍藏了2400件装饰艺术品（家具、绘画、版画及来自东方的艺术
珍品）。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游客还可欣赏到丢勒（Dürer）
的木版雕刻和铜版雕刻以及富丽堂皇的文艺复兴风格内饰墙壁。 

地址：36 place du Forum. 电话：+33 (0)3 26 35 61 95
平常开放时间：14点-18点。自5月2日起的开放时间：10点-12点，14
点-18点。休息时间：周一、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12月25日。团
体参观须提前预订。

勒维赫杰尔博物馆- 休格·
克拉夫特故居

www.musees-reim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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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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内的彩绘玻璃及200平米壁画的图
像设计灵感主要源自圣经，但不乏受日本传统影响的某些细节。 

 地址：33 rue du Champ-de-Mars. 
电话：+33 (0)3 26 35 36 07
开放时间，5月2日至9月30日：10点-12点，14点-18点。周二休息。 

藤田嗣治小教堂

www.musees-reims.fr

5

兰斯山脉天然公园是个名副其实的“绿肺”，它距离兰斯市仅
一箭之遥，是多样性生态艺术的乐土！踏上绵延400公里的远
足小径或100公里的山地车骑行路线，探索遍布其间的罗马式
教堂和秀美的葡萄园。身临其境地感受三个非同寻常的森林
®，其中包括Verzy森林，它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矮山毛榉林
区！

公园管理处（Maison du Parc）
地址：51480 Pourcy  
电话：+33 (0)3 26 59 44 44 

TILLEULS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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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罗马哥特式大教堂以其雄伟的纵深和高贵庄严的风格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大教堂始建于11世纪，是为了纪念在公元498年为
国王克洛维加冕的兰斯主教圣雷米而建，其中安放了法国国王加
冕时用的圣油瓶以及圣雷米主教的圣骨。这位主教的陵墓始建于
19世纪，因此具有浓郁的文艺复兴风格。 

 地址：Rue Saint-Julien
开放时间：8点-黄昏（最迟19点）。参观免费。礼拜期间谢绝参观。

www.reims-tourisme.com

博物馆所在建筑曾是圣雷米皇家修道院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的建
筑。博物馆的17个展厅分布在回廊四周，其中收藏了从史前到文
艺复兴时期与兰斯历史有关的大量藏品，也有涉及该地区军事历
史的藏品。 

 地址：53 rue Simon. 电话：+ 33 (0)3 26 35 36 90
开放时间：10点-18点。休息时间：周一、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
12月25日。最后允许进入时间：关门前45分钟。  

www.musees-reims.fr

天文馆如同一家剧院，向游客忠实地呈现精彩、壮观的苍穹。在
参观过程中，游客不仅可以探索到浩渺的星空，还能了解到最前
沿的天文探索成果。天文馆还推出多项天文普及趣味活动，可与
家人一起探索星空的奥秘。

地址：49 av. Général de Gaulle. 
电话：+33 (0)3 26 35 34 70
开放时间：周三、周六和周日，14点-18点。
学校假期（B区），天文馆每日开放：10点30分-12点，14点-18点。休息
时间：1月1日、5月1日、7月14日、11月1日、11月11日和12月25日。

天文馆

www.reims.fr, rubrique 

Culture & Patrimo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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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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法国历史上
举足轻重的地区之一。这里有装饰风艺术建筑，令人惊叹
的中世纪历史建筑，加冕了大多数法王的兰斯大教堂，这
些不仅是高卢-罗马时期历史宝藏的真实见证，也于199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C I T E  D E S  S A C R E S

兰斯邀请游客体验1920年代法国主要建筑流派的整体风貌。这
其中最主要的潮流是装饰风艺术，该流派兼具几何美感和装饰美
学。在游览兰斯标志性建筑的过程中，游客可欣赏到装饰风艺术
的建筑瑰宝卡内基图书馆，还有呈现了两次大战之间多样建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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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内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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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雅克教堂（Saint-Jacques）装饰有一组华美的现代彩绘玻璃
（S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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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雅克教堂 (Saint-Jacques) : Rue Marx Dormoy
开放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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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尼凯斯教堂 (Saint-Nicaise) : Avenue de la Marne
开放时间： 2022年4月13日-10月9日，周三、周五至周日，10点30
分-12点，15点30分-19点。

 圣克萝蒂尔德教堂 (Sainte-Clotilde) : Place Sainte-Clotilde
开放时间：七月和八月，周日，15点-17点30分。礼拜期间谢绝参观

非同寻常的教堂

15

该防御工事于1883年为保卫兰斯而建。博物馆于2014年扩建并
重修，馆内收藏了非常丰富的军服、武器、火炮和军帽头盔（其
中包括Friese收藏的德意志帝国军队的著名藏品）。

 距离兰斯8公里, D944, Châlons-en-Champagne.
方向电话：+33 (0)3 26 49 11 85
开放时间：10点-18点。休息时间：周一、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
12月25日。 
最后允许进入时间：关门前45分钟。

蓬备勒防御战壕博物馆

www.musees-reims.fr

LANGLET
站

FRANCHET 
D’ESPÈREY 

站

LANGLET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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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和参观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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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45年5月7日，正是在艾森豪威尔将军作战指挥总部的一间大
厅里，第三帝国签署了投降书，从此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
场的战争。投降书签字大厅依旧保留当初的原貌，停战博物馆也
围绕着这间大厅诞生了。

地址：12 rue Franklin Roosevelt. 
电话：+33 (0)3 26 47 84 19
开放时间：10点-18点。休息时间：周二、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
12月25日。最后允许进入时间：关门前45分钟。

二战欧洲战场停战博物馆

www.musees-reim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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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EITER 
站

www.reims-tourisme.com

从马恩省的出租汽车到今日赛车，在这里，游客将探索到20世纪
的汽车发展史。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汽车博物馆之一，这里展出了
将近250辆汽车和摩托车，其中包括一些制造数量屈指可数的珍
贵车型。

地址：84 av. Georges Clemenceau. 
电话：+33 (0)3 26 82 83 84
开放时间：10点-12点，14点-18点（十一月月至三月期间开放至17点）。
休息时间：周二（节假日除外）、12月25日、12月31日至2023年1月14
日。

兰斯-香槟汽车博物馆

www.musee-automobile-

reims-champagne.com

12

BOUSSINESQ
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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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日：14点-18点；周二：9点-12点。
展览搭建期间不对外开放：4月25日至5月19日，8月28日至9月14日。请
在网上参阅当前展览信息。参观免费，面向所有公众。全年举办免费文化活
动。 

香槟-阿登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

www.frac-

champagnearden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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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园博物馆邀请游客沉浸在香槟葡萄种植园的世界中。借助视
听和舞台装置技术，敬请探索香槟酿造所需的所有元素。从灯塔
顶部，还能领略兰斯山坡的秀美风光。在全景花园，品尝当地出
品的美味香槟酒。 

 距离兰斯18公里, D944, Châlons-en-Champagne.
方向电话：+33 (0)3 26 07 8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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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2月5日除外）。

维泽内灯塔

1817

教堂区接待处 
地址：6 rue Rockefeller 

全年开放，
1月1日和12月25日除外。

车站区接待处
地址：Esplanade 

François Mitterrand
一月、二月、非旅游季、
周日和节假日关闭

请通过社交网络关注我们 

#ReimsTourisme

欲了解最新消息，敬请访问：

WWW.REIMS-TOURISME.COM

菲姆市接待处 
地址：1 rue des Conclusions 

51170 Fismes
电话：+33 (0)3 26 48 81 28

周一、周日关闭

大兰斯旅游局 
电话：+33 (0)3 26 77 45 00 - accueil@reims-tourisme.com

3个接待地点，同样的信息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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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合作餐厅赠送香槟

获享众多折扣，特别是酒窖参观折扣。

信息咨询和预订： 

WWW.REIMSCITYPASS.COM

或联系：

我们推荐的两大攻略，
让您高明地游览兰斯。

2.2. 您的兰斯城市通票2. 您的兰斯城市通票 您的兰斯城市通票2. 您的兰斯城市通票

1.1.

www.phare-verzenay.com

公交车 OPÉRA-
CATHÉDRALE 站

公交车 OPÉRA-
CATHÉDRALE 站

公交车 SAINT-
TIMOTHÉE 站

公交车 SAINT-
TIMOTHÉE 站

公交车
FOUJITA 站

公交车 OPÉRA-
CATHÉDRALE 站

公交 SAINT-
MAURICE 站

自此下载：

塔乌宫 圣雷米教堂

32

圣雷米博物馆

4

玩转兰斯

24小时=22欧元 48小时=32欧元 72小时=42欧元

游客特惠 
(1) 欲获享10%*的游客特惠，请在款台付款前，
先出示此优惠券和您的外国游客护照，此优惠一经
付款将不予退还，并且不能与其他折扣或优惠累积
使用。* 不包括服务、食品、书籍以及标有红点的
商品和货区。

  游客退税 
(2) 欧盟以外的所有居民可享受12%**的退税。
在同一商店当天消费超过100欧元（扣除折扣
后）的游客，即可享受此惠赠。欧盟之外的出口
采购有效期：3个月。12%游客退税可与10%
游客特惠累积。欲获享相关惠赠，请前往服务
区。* * 不包括受政府法规限制的服务、食品和其

他相关产品。

GALERIES LAFAYETTE REIMS 
34/45 RUE DE VESLE
周一至周五：10点-19点30分
周六：10点-20点



3,  2,  1 PARTEZ 
DÉCOUVRIR LE CENTRE 
VILLE DE REIMS !

www.cpa-champagneparcauto.com

… 也是香槟
之都！ 

兰斯也因绝美的香槟酒而闻名于世，香槟酿造者凭借
才华与激情酿造出高品质的香槟酒，也成就了香槟
酒在全世界的声誉与辉煌。2015年，兰斯的香槟山
丘、酒庄和酒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这些香槟酒庄和著名的香槟品牌邀请游客来探索他们
珍贵的香槟酒窖，其中珍藏着陈年特酿，它们曾出现
在各种各样世界庆典上，从最简单的到最疯狂隆重的
场合。

S C E A U  A  C H A M P A G N E

香槟酒庄：该香槟酒庄位于兰斯市历史中心，距离兰斯中央火
车站仅需2分钟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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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7天提供付
费导览参观服务，也包括节假日（1月1日和12月25日除外）
，导览解说语种：法语和英语（如需其他语言：请向我们咨
询）。参观结束后，品尝3款香槟酒。建议提前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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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ampagnedecazanove.com

www.canard-duchene.fr

香槟酒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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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 rd -
Duchê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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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前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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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vrankenpommery.com 

香槟酒庄：开放时间：周四至周日，10点-13点，14点-18
点（周五、周六至19点）
自由付费参观或导览付费参观须提前预订。休息时间：12月
25日，1月1日-1月3日。

地址：54-56 boulevard Henry Vasnier - 电话：+33 (0)3 26 61 62 
56 - villademoiselle@vrankenpommery.fr

香槟酒庄：Lanson香槟酒庄为普通游客和专业人士提供“从
葡萄园到香槟酒杯”的独特参观体验。参观以小组形式进
行，须提前预约。提供付费导览参观服务，解说语种：法语
和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根据需求提供）。周一
至周六，全年开放。现场设有酒庄专卖店。

地址：66 rue de Courlancy - 电话：+33 (0)3 26 78 50 50
visites@champagnelanson.com

www.lanson.fr

www.champagnemartel.com

香槟酒庄：距离圣雷米教堂5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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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7天提供付费导览参观服务，也包括节假日（1月1
日和12月25日除外），导览解说语种：法语和英语（如需
其他语言：请向我们咨询）。参观结束后，品尝3款香槟
酒。建议提前预订。

地址：17 rue des Créneaux - 电话：+33 (0)3 26 82 70 67
boutique@champagnemartel.com

www.mumm.com

香槟酒庄：一月和二月：周五、周六，10点30分-13点，14
点-17点30分
三月：周四至周日，10点-13点，14点-17点30分
四月：周四至周一，10点-13点，14点-18点
五月至十月：每日开放，10点-13点，14点-18点
十一月、十二月：周四至周一，10点30分-13点，14点-17
点30分
商店在参观时段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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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ruinart.com

香槟酒庄：Ruinart酒庄开放时间：2022年3月31日至11月
30日，周一至周日（5月1日休息）。 
提供导游和品尝活动，须提前预约，解说语种包括：法语、
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俄
语、日语。 
可组织2-80人的私人接待宴会（午餐宴、晚餐宴、研讨会）

地址：4 rue des Crayères - 电话：+33 (0)3 26 77 51 52
visitesruinart@ruinart.com

www.veuveclicquot.com

香槟酒庄：开放时间：2022年3月1日至12月30日，周二至
周六，9点30分-12点30分，13点30分-17点30分。节假日
开放：5月26日、7月14日、11月11日。我们建议游客提前
出发时间10分钟到场。10岁以下儿童可免费参观。行动不
便人士也可参观酒庄和店铺。 

地址：1 rue Albert Thomas - 电话：+33 (0)3 26 89 53 90
visitscenter@veuve-clicquot.fr

www.vrankenpommery.com

香槟酒庄：每日开放，包括周末和节假日。 
周一/周二：10点-13点，14点-18点
周三/周四/周日：10点-18点
周五/周六：10点-19点。
自由付费参观或导览付费参观须提前预订。
全新推出：酒庄餐厅Le Réfectoire周四至周一营业。

地址：5 place Général Gouraud - 电话：+33 (0)3 26 61 62 56
visitepommery@vrankenpommery.fr

cellars-booking.taittinger.fr 

香槟酒庄：Taittinger香槟酒庄全年向游客敞开大门，提供
量身定制的参观服务，敬请探索Taittinger香槟非同寻常的
独特风格与传奇奥秘。  欲了解有关开放时间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cellars-booking.taittinger.fr。

地址：9 place Saint-Nicaise - 电话：+33 (0)3 26 85 84 33 
visites@taittinger.fr

乘坐公交车（Citybus和电车）可抵达所
有兰斯香槟酒庄。Citybus公交车营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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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S 

CITY PASS）中

www.citura.fr

探索路线 

« Cité des Sacres »
“加冕之城”（Cité des 

Sacres）是兰斯为游客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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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aisons-champagne.com

信息可能会改变. 2022年3月出版 请勿将本宣传册丢弃在公共道路上。

3, 2, 1
出发去参观兰斯市中心！

香槟探索之旅
参观酒窖和品酒

半日：90欧元/人
6款香槟

全天：195欧元/人
10款香槟并含餐

2-8人的迷你巴士 - 周一至周六

位于兰斯之外的葡萄种植者。
每次参观葡萄园的照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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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奖

酒窖参观须知   

步行参观，建议穿保暖服装。禁止携带宠物进
入酒窖。香槟品尝活动不适合18岁以下青少年及孕
妇。酗酒有害健康，请适量饮用。

公交车

探索路线

大教堂对面

预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