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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uno_lopes   

埃菲尔铁塔 

"巴黎的标志"

在巴黎的天空下，埃菲尔铁塔捕捉到了法国首都令人耀眼的精神。这座宏伟
的钢架镂空结构的铁塔最初是为了彰显国力，作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而建造的，由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他的灵感来自埃及历史地标
的金字塔。在这座塔楼成为著名的全球标志性建筑之前，这一比较遭到了几
位法国名人的强烈反对。埃菲尔铁塔高达324米（1063英尺），是仅次于米洛
高架桥的第二高独立建筑，是巴黎最高的建筑物。雄伟的外形呈现出三种色
调——最底层最暗，塔顶缓缓向上时与光线形成对比——这是一种虚幻的设
计风格，以配合周围的环境。埃菲尔铁塔是全法国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甚
至在一个多世纪后，人们仍在赞美这座建筑美的不朽象征。

 +33 892 70 12 39  www.toureiffel.paris/fr  5 Avenue Anatole France, Champ de
Mars, 巴黎

 by Étienne-Hippolyte Godde
   

拉雪兹公墓 

"明星的墓园"

这座巴黎最有名的墓园。名字源于是路易十四的宗教导师。他曾经是这片墓
园土地的主人。1804年，巴黎决定将这片土地建成墓园。很多名人都葬于此
，包括作家普鲁斯特、奥斯卡王尔德、巴尔扎克，还有歌手伊迪特皮雅芙、
吉姆莫里森（吉姆莫里森的坟墓是最多人慕名而来的）。这里还有很多19世
纪的雕像和纪念碑，公社墙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纪念碑是为了1871年五月28
日在这里枪毙的147个巴黎公社反叛者而设的。入场免费。

 +33 1 7128 5082  www.parisinfo.com/musee-monument
-paris/71470/Cimetière-du-Père-
Lachaise

 16 rue du Repos, 巴黎

 by Diliff   

Îlede laCité 

"真正的巴黎心脏"

Îlede laCité's是位于巴黎市内的两座天然岛屿之一。这个岛完全由塞纳河
塑造，位于城市中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52年，第一批人，一个小
高卢人部落定居在岛上。从此以后，罗马人，墨洛文尼亚人和当代法国公民
一直居住在这里。游客会发现该岛上一些最知名的纪念碑，包括Notre-
Dame，La Place Dauphine和Sainte Chapelle等等。 Îlede
laCité上的这些建筑物充当了巴黎着名的美丽与建筑的绝佳代表。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Île de la Cité, 巴黎

 by Benjamin Davidson   

司法宫 

"法院"

位于法兰西岛的巴黎市中心，法院占地超过四公顷（9.8英亩）。该建筑包含
大约24公里（15英里）的走廊，7000个门和3150多个窗户。四千名地方法官
和公务员每天都在那里工作，但是如果统计所有法律官员，律师，警察和宪
兵，被告人，游客和观众在某一天来到法院的话，人每天。

 +33 1 4432 5151  www.cours-appel.justice.fr/paris  4 Boulevard du Palai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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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ia Eklind   

新桥 

"这个城市最古老的“新”桥"

新桥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梁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新桥，翻译成英文意思
是“新桥”。站在城市岛（Island of the City）的西侧，新桥（Pont Neuf
）连接城市的左岸和右岸。国王亨利四世于1607年正式揭牌。新桥的吸引力
和特长是，它是第一个有行人路的地方之一。巴黎人喜欢在这里进行社交和
闲逛，因此毫无疑问，这座桥是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Voie Georges Pompidou, Quai de Conti, 巴黎

 by Shiraz Chakera   

福柯的钟摆 

"十九世纪的钟摆"

万神殿是游览光之城的必经之路。它的亮点之一是福柯的钟摆。物理学家莱
昂·福柯（LéonFoucault）通过使用从圆顶摆动的巨型鲍勃的实验证明了地
球的旋转。这个以革命的科学家名字命名的模型仿照1995年以来的同样的理
论，是该建筑最受欢迎的特征之一。

 Place du Panthéon, The Panthéon, 巴黎

 by Cette photo a été prise
par Brigitte ALLIOT.   

艺术桥 

"一个浪漫的地方"

在跨越塞纳河的各种桥梁中，艺术桥（Pont des
Arts）毫无疑问是卢浮宫和法兰西学院（L'Institut de France）之间最具
浪漫色彩的全金属结构之一。这座建于18世纪的令人愉快的小天桥一直是
人行天桥。最初在每一端都安装了一个收费站，确保只有上层人员才能进入
。这座桥在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破坏，然而在1981年，它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Quai François Mitterrand, 巴黎

 by Raul DS   

卢森堡宫 

"法国参议院的所在地"

宫殿的建筑于1615年由摄政王玛丽·德梅迪西（Marie deMédicis）委托完成
，后者购买了卢森堡公爵的私人豪宅，并委托建筑师萨洛蒙·德·布罗斯（S
alomon de Brosse）将其改造成王宫。其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灵感来自玛丽
·德梅迪斯（Marie deMédicis）的出生地托斯卡纳（Tuscany）它在路易十
四统治时期（在这里抚养子女）仍然是皇室财产，然后成为18世纪公约（法
国的短期，革命后政府）的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空军）
将其用作总部。今天，它是Sénat（法国议会的上院）的所在地，它的花园（
卢森堡花园）是巴黎的最爱之一。卢森堡博物馆就在附近。

 +33 1 4234 2000  www.senat.fr/visite/ind
ex.html

 c.podloubny@senat.fr  15 rue de Vaugirard, 巴黎

 by marcosantiago   

卢浮宫 

"蒙娜丽莎之家"

卢浮宫博物馆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收藏最多
的艺术品和古董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位于卢浮宫内，卢浮宫是菲利普二世在12世纪建造的城垒。 路易十四
之后，他决定将他的宫廷迁至凡尔赛宫，内部陈设和装潢富于艺术魅力。
1793年，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分为
若干部分，包括手稿、绘画和雕塑，收藏了来自埃及、罗马、希腊和其他几
种艺术文化的古董。
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可以探索博物馆的艺术品，并观看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如
《蒙娜丽莎》油画 , 《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 还有《自由引导人民》油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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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 40 20 50 50  www.louvre.fr/en  info@louvre.fr  Rue de Rivoli, Place du
Carrousel, 巴黎

 by David Bertho   

罗浮宫金字塔 

"巴黎的地标"

玻璃和金属卢浮宫金字塔建于1989年，标志着世界着名的卢浮宫博物馆的入
口。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纪念碑是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这
个建筑师也是在克利夫兰设计摇滚名人堂，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楼和日
本美穗博物馆而闻名的。金字塔高达21.6米（71英尺），两侧还有其他较小
的金字塔。游客可以免费从外面观看金字塔，但是大多数都需要支付入场费
才能进入博物馆。

 +33 1 40 20 50 50  Pyramide du Louvre, 巴黎

 by Pétille   

旺多姆广场 

"巴黎时尚的展示"

沿着巴士底广场（Castiglione de la Paix）前往巴黎最着名的广场之一。
与法国历史错综复杂，自1685年创立以来，这个建筑瑰宝由路易十四国王委
托，由朱勒 - 哈代曼·芒萨尔（Jules-Hardouin Mansart）设计。在广场周
围的精巧的前厅豪宅成为首都中心的一个亲密的沙龙。毫不奇怪，它被巴黎
的贵族所接受。着名的银行和法国优雅的标志仍然集中在拿破仑建立的奥斯
特利茨（Austerlitz）专栏的周围。 Chaumet，Boucheron，Van Cleef＆Arp
els，卡地亚，娇兰，Chanel等奢侈品牌的标签统治了世界。当你在这里时，
停在丽思酒店或总统府（Palais de
l'Élysée）。是的，这真是奢华，优雅和权力的家园。致电旅游信息局+33 8
3668 3112，了解更多信息。

 rue de la Paix, 巴黎

 by Rodrigo Accurcio   

荣军院 

"拿破仑长眠之地"

这座巨型的教堂，以其壮观的圆顶设计而著称，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教堂
建于1679年，而在1706年成为路易十四国王在位时的住所。在1840年，为了
纪念拿破仑，他的遗体就被放在这里的一个红色斑岩棺材。为了纪念法国战
士，这里有很多军事纪念品装饰天花板，而且很多英雄，像陆空军高级将官
弗许和里奥泰都葬于此。这里的圆顶天花板外层也在1715年镀金。天花板是
用代表着耶稣和圣路易斯的壁画来装饰。这座教堂位于荣军院内。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musee-armee.fr/votre-visite/
les-espaces-du-musee/dome-des-inv
alides-tombeau-de-napoleon-
ier.html

 129 rue de Grenelle, Saint-Louis-
des-Invalides Church, 巴黎

 by Carlos Delgado   

HôtelNational des Invalides酒店 

"第一军人医院"

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始建于1675年，在路易十四的要求，采取法国退伍军人和
残疾退伍军人;这些人是建筑物命名的荣军院。这是法国第一家完全为士兵而
建的医院。该建筑装饰着一个非常古典的外观，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花园，一
个大庭院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滨海艺术中心。一家医院为数百名残疾退伍
军人提供照顾，还设有ÉgliseduDôme，拿破仑之墓，Muséede
l'Armée，Muséede l'Ordre de laLibération和Muséedes Plans-Relief。

 +33 1 4442 3772  www.musee-armee.fr/votre-visite/
les-espaces-du-musee/lhotel-
national-des-invalides.html

 129 Rue de Grenelle, Place des
Invalide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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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ric Pouhier   

蓬亚历山大三世 

"美术桥"

亚历山大三世桥建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世界博览会，是巴黎优雅的桥梁之一。
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命名，第一块石头是由他的儿子沙皇尼古拉二世奠定的
，象征着法俄友谊。装饰着新艺术风格的灯，小天使，若虫和有翼的马，这
个华丽的链接只是一个奇妙的奇迹。让·瑞塞尔（JeanRésal）和阿米代·阿
尔比（Amédéed'Alby）出色的工程设计，Fames的四个镀金铜像，就是这座桥
梁最杰出的特征。在这个城市的许多摄影景点之一。

 +33 8 3668 3112 (Tourist Information)  Pont Alexandre III, 巴黎

 by sanchezn   

大皇宫 

"勘探继续"

成立于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大皇宫在其边界内保存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财宝
。多年来，美丽的建筑吸引了许多游客，为什么不呢，建筑是惊人的。玻璃
天花板和墙壁可以让自然光线充分浸入其中。您可以在这里探索Nef du
Grand Palais，Palais de ladécouverte和Galeries nationales du Grand
Palais。

 +33 1 4013 4800  www.grandpalais.fr/en  3 Avenue du Général-Eisenhower,
巴黎

 by Josh Hallett   

香榭丽舍大街 

"美丽城市里的优雅大道"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绵延两公里（一英里），绿树成荫，已成为巴黎庆祝活动
和官方游行的中心。这条大道最初是由路易十四的园丁安德烈·恩诺特（And
réLe Nôtre）于1667年创建的，目的是改善从 杜乐丽花园（Jardin des Tui
leries）以及其宫殿之间的风景。这条大街在18世纪末被延长，从协和广场
到a href="detail.html?detailID=3029">凯旋门。如今，这条著名的林荫大
道吸引了众多游客，也吸引了许多喜欢在这条宽阔而风景如画的街道上漫步
的人们。逛完这里时髦的街区内的名牌精品店、银行和大使馆而感到疲倦，
大道上的许多电影院、咖啡馆和餐馆提供给游客在这里休息几个小时，

 +33 1 47 23 54 37  www.parisinfo.com/transports/731
30/Avenue-des-Champs-Elysees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巴黎

 by Ivo Jansch   

自由的火焰 

"绑定友谊的标志"

自由之火位于第8区的Pont de l'Alma附近。 1989年，“国际先驱论坛报”
创刊100周年，向巴黎市纪念碑捐赠。火焰是纽约自由女神像火炬中的大型复
制品，是由高哈德工作室（Gahard
Studio）和金米尔·钱姆佩诺瓦（Metalliers
Champenois）修复自由女神的一种赞美姿态。它也非官方纪念戴安娜王妃。

 Place de l'Alma, 巴黎

 by ilyavarno   

Champ de Mars 

"青草绿色公园"

毗邻埃菲尔铁塔位于一个广阔的绿色公园Champ de Mars。这在18世纪曾被用
作游行场地。今天，它成为休闲活动和放松的理想场所。这个公园也是詹姆
斯·邦德的电影，也是国际艺术展览的热门场地。

 Place Jacques Rueff,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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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atrice Diaz   

路易十四城堡 

"中世纪的美丽"

路易十四城堡是法国城堡列表中相对较新的一个。该建筑于2008年建成，尽
管其结构具有新颖的当代建筑风格，但它的主体尺寸，比例，标准和古代规
则在17世纪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座豪宅由Marly-le-Roi和凡尔赛双方建造，
由房地产集团Cogemad用中世纪时期的资源和材料建造，赋予其真实性。其目
标是建立一座能够提供21世纪所有生物舒适的城堡，同时保持其旧世界的魅
力。这座城堡被大型护城河所环绕，并拥有一个拥有大型中央喷泉的美丽花
园。

 www.cogemad.com/property/chateau-louis-xiv/  Chemin des Gressets, Louveciennes, 巴黎

 by Crochet.david   

Bassin de海王星 

"令人惊叹的地标"

Bassin海王星是惊人的喷泉，是凡尔赛宫的重要组成部分。喷泉建于18世纪
，围绕大型游泳池和露天剧场而建造。喷泉的滴水嘴和结构都讲述了丰富的
历史，并且已知有九十九个水的效果。在漂浮的舞台上举行各种音乐表演，
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景象。背景中的喷泉形式，摇曳的音乐和焰火的喷泉，
是一个记忆的道路上的景象。

 +33 1 3924 8888 (Tourist Information)  4 Boulevard de la Reine, Versailles

 by ToucanWings   

凡尔赛宫 

"太阳神之殿"

凡尔赛宫无可否认是法国皇室的缩影，是最豪华的建筑物之一。1664年，法
国国王路易十三委托建筑师路易·勒沃和朱尔斯·哈杜因在他父亲的狩猎小
屋遗址上建造了凡尔赛宫。 凡尔赛成为欧洲最大的宫殿之一，可容纳20,000
名朝臣。内部装修奢华庄重，包括皇家城堡和举世闻名的镜殿组成。还修建
了大特里亚农宫（1687）和小特里亚农宫（1762 ）。1919年，但是在法国凡
尔赛宫镜殿签署的和平条约，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座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宫殿是法国巴洛克建筑的杰出代表建筑，至今仍
以其富丽堂皇及传奇历史吸引着游客。

 +33 1 30 83 78 00  en.chateauversailles.fr/  Place d'Armes, Versailles

 by HarshLight   

Latona喷泉 

"蛋糕形喷泉"

凡尔赛宫和大运河之间是设计精美的拉托纳喷泉。喷泉的外观与婚礼蛋糕相
似。喷泉在旺季时每周运转三次。喷泉的雕像，女神拉托纳和她的孩子，海
龟，短吻鳄和青蛙。

 Allée des Trois Fontaines, Versailles

 by Moonik   

蒙特克里斯托城堡 

"由绿党的房子"

Châteaude Monte-Cristo是一座迷人的乡村房屋，也是着名作家Alexnadre D
umas的故居。在20世纪60年代，房子落入遗体，后来被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
修复。目前，这所房子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博物馆。检查网站的更多信
息。

 +33 3916 4949  www.chateau-monte-
cristo.com/main/

 contact@chateau-monte-
cristo.com

 Chemin du hauts des Ormes,
Le Port-Marly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C3%A2teau_Louis_XIV_%E2%80%94_Jardins..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889742-路易十四城堡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ersailles-Les_Eaux_Musicales-Bassin_de_Neptune-3.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687525-bassin-de海王星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ue_aérienne_du_domaine_de_Versailles_par_ToucanWings_00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5053-凡尔赛宫
https://www.flickr.com/photos/harshlight/298290695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871795-latona喷泉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e_Port-Marly_Ch%C3%A2teau_de_Monte-Cristo_00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872070-蒙特克里斯托城堡


 by Kallgan   

Grand Trianon 

"富豪事件"

Grand Trianon是17世纪建造的一座宏伟的瓷器建筑，作为当代国王和客人的
退隐之地。该建筑分布在田园诗般的凉亭，美丽的花园中，并装饰着各种壁
画和艺术作品，让您无所适从。皇家住所建在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是一个值
得欣赏。

 +33 1 3924 8888 (Tourist Information)  Allée des Deux Trianons, Versailles

 by Marimarina   

LeChâteaude Champs-sur-Marne 

"在Marne的贵族住所"

装饰性篱笆的长长错综复杂的迷宫通往18世纪之交建造的这座典雅的城堡。
坐落在马恩河上超过200英亩的土地上，这里多年来都有许多着名的居民居住
，其中包括着名的路易十五国王女主人公巴巴杜夫人。 1935年，该财产被法
国政府接管，直到1974年向公众开放，接待了杰出的外国客人。指导，音频
和自我导游可用。

 +33 1 6005 2443  en.parisinfo.com/museum-monument
s/381/chateau-de-champs-sur-marne-
centre-des-monuments-nationaux

 31 Rue de Paris, Champs-sur-Marne

 by Chabe01   

Châteaude Breteuil 

"回顾历史"

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堡，公园和喷泉是大自然爱好者的天堂。作为这座城堡的
导游，带您回到17世纪，穿过17世纪的这个巨大的庄园。这个城堡每年有10
万名游客，是法国人气最高的地方之一。历史悠久的客房，郁郁葱葱的花园
和蜡像邀请您探索这个私人庄园。这座城堡属于Breteuil第10侯爵，拥有法
国最大的15世纪建造的鸽房。如果您在花园漫步时看到孔雀游行，不要感到
惊讶。 Charles de Ferault也是这座城堡公园的灵感来源。将这个地方添加
到你在巴黎的“看到的东西”的列表。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reteuil.fr  contact@breteuil.fr  Allée du Château, Choisel

 by ho visto nina volare   

圣马丁运河 

"沿河漫步"

从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广场出发，途径巴黎共和广场，到拉法叶大道和维叶特
公园的喷水池，这条运河让你可以取道于跨过塞纳河的法国第十行政区。自
从1825年，这条运河就因为很多电影和导演而闻名。如说《天使爱美丽》的
主要场景。今天，很多在巴黎的游客都喜欢沿河观看这里的驳船穿梭在运河
之上。你也可以在
北方酒店里点一杯茶，回味一下在运河旁边度过的美好一天。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Quai de Valmy, Quai de Jemmapes, 巴黎

 by Derek Key   

La PyramideInversée 

"达·芬奇密码名誉"

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说过，达芬奇密码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卢浮宫
金字塔的信息。然而，La
PyramideInversée是另一种类型的吸引力，这个位于Carrousel du Louvre的
倒金字塔是一个颠倒的天窗。虽然商场本身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但这个倒
金字塔的广泛名声却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

 +33 1 4316 4710  www.carrouseldulouvre.com/  Place du Carrousel, Carrousel du
Louvr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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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an-louis zimmermann 

装饰艺术博物馆 

"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

这个辉煌的博物馆现在有几个房间致力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一些珠宝。藏
品主要集中在宗教艺术和13世纪至16世纪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上;例如
，复制一个华丽的哥特式卧室，配有挂毯和大家具以及文艺复兴风格的房间
，装饰仿仿大理石。后者十分刻画了15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生活。为了使访
问更愉快，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商店在您的处置。

 +33 1 4455 5750  madparis.fr/  ressources.humaines@lesa
rtsdecoratifs.fr

 107 rue du Rivoli, 巴黎

 by Luc Potage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生命的意义"

不管是科学的，文化的还是教育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都有一些东西给大
家！位于Jardin des Plantes植物园的中心地带，有恐龙和鲸鱼的骨骼，路
易十六统治时期的犀牛，矿物和巨大的水晶，众多的昆虫以及所有你可能想
知道的有关植物学世界。核心作品“进化论”是关于不同物种的演变，人与
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过度和污染有关的问题的重要信息的来源。古生物学
和比较解剖学图库和矿物学和地质图库也非常丰富。

 +33 1 4079 3000  www.mnhn.fr/fr  webedito@mnhn.fr  57 Rue Cuvier, Le Jardin
des Plantes, 巴黎

 by Remi Jouan   

格雷万博物馆 

"着名的蜡像"

这个博物馆始建于1882年，有近250个蜡像，描绘法国历史，艺术和政治的个
性。在东方快车的车厢里碰到神秘的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
d Hitchcock），看看年轻的莫扎特搔痒的象牙，并与知名的歌星，电影明星
和政治人物接近。一些法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已经不朽了，如圣女贞
德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期间年轻路易十七的监禁，甚至法国在1998年世界杯
的胜利。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剧院，并且是为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创建的高
超的声音和灯光。

 +33 1 4770 8505  www.grevin-paris.com/  contact@grevin.com  10 Boulevard Montmartre,
巴黎

 by JimboRocks   

皮尔卡丹博物馆 

"高级时装博物馆"

皮尔·卡丹博物馆提供了一系列前卫设计师服装，130个人体模特穿着最具象
征意义的创作风格。它开始于大衣，连衣裙和西装，可以追溯到他在Christi
an Dior的首次亮相。然后沿着1965 - 1970年代的“宇宙”时期呈现几何和
彩色图案，带有尖头乳头的连衣裙和带有用于胸部的孔的连衣裙是时代非常
令人震惊的设计。您将认识到着名的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典型的乙
烯基迷你裙，金属连衣裙和chasuble礼服。还提供配件，如鞋子，帽子，珠
宝等。

 +33 1 4921 0820  pierrecardin.com/evenem
ent.html

 musee@pierrecardin.com  33 boulevard Victor Hugo,
Saint-Ouen, 巴黎

 by European Cyclists'

http://www.flickr.com/photos/jeanlouis_zimmermann/52091231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10097-装饰艺术博物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rande-galerie-evolution.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12095-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s%C3%A9e_Gr%C3%A9vin_(1).JP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12431-格雷万博物馆
http://www.flickr.com/photos/jimborocks/377342438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585894-皮尔卡丹博物馆
https://www.flickr.com/photos/eucyclistsfed/8385327383


Federation   

Quai Francois Mitterrand 

"拥抱塞纳河"

Quai Francois Mitterrand仍然是位于巴黎美丽的塞纳河边的风景码头。码
头位于同一片地区，这里也是前卢浮宫（Palais du
Louvreis）。这个码头最初被称为“卢浮宫”（Quai du
Louvre），在过去的现在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之后，码头被重新命名。

 Quai Francois Mitterrand,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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