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Paris"
Travelers flock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Paris' legendary atmosphere. Soak in it as you wander the banks of the Seine,

feel it as you admire the paintings in the Louvre and appreciate it as you pass by its many iconic landmarks and museums.

创建: Cityseeker

10 位置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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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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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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1 40 20 50 50  www.louvre.fr/en  info@louvre.fr  Rue de Rivoli, Place du
Carrousel, 巴黎

 by DXR   

奥赛博物馆 

"艺术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每年有近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法国艺术品。这座建筑本
身被称为奥赛赛马会，于1900年建成火车站；底层的走廊全长138米（453英
尺），高32米（105英尺），是对这座建筑历史的回忆。画廊有许多杰作的作
品，包括居斯塔夫·库尔的丑角和让·弗朗索瓦·米勒的小巷等。印象派的
爱好者应该直接前往五楼，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一流派最伟大的大师作品。

 +33 1 40 49 48 14  www.musee-orsay.fr  1 Rue de la Légion d'Honneur,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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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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michelle   

卢森堡公园 

"巴黎风景的绿洲"

卢森堡宫和卢森堡宫原来是罗马营地所在地。1257年，沙尔特勒宗教团买下
了这块土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修道院，而摄政王妃玛丽·德梅迪西斯于161
5年在这里修建了宫殿。这是巴黎最美的花园之一。华丽的喷泉和郁郁葱葱的
草坪映衬这座宫殿看起来比魔法里的皇宫更华丽。公园的环境非常漂亮，深
受拉丁区学生和居民的欢迎。孩子们可以在怀旧的旋转木马上玩耍，荡秋千
，在八角形池塘上驾驶他们的玩具船。卢森堡公园确实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是
约会的好地方。

 +33 1 40 71 75 60  en.parisinfo.com/paris-museum-mo
nument/71393/Jardin-du-Luxembourg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巴黎

 by iankelsall1   

巴黎凯旋门 

"历史悠久的环岛"

凯旋门以埋葬无名战士的陵墓而闻名，是一个充满纪念、时事和庆祝的地方
。凯旋门建于1806年，断断续续经过了30年才举行了落成典礼。 这座纪念碑
位于卢浮宫和德芬斯大拱门之间的一条中轴线上，连接过去和现在，从拱门
上可以看到城市的迷人街景。法国许多著名的领导人、独裁者、作家和艺术
家，在前往他们最后安息地的途中，都从此拱门下走过，其中包括拿破仑和
雨果。 仔细观察这座拱门，可以看到六幅浮雕雕刻的墙面，描绘了法国大革
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33 1 55 37 73 77  www.paris-arc-de-triomphe.fr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巴黎

 by Adriano Aurelio Araujo
from Campinas, Brasil   

法国圣心大教堂 

"拜占庭大教堂"

这座罗马诺-拜占庭设计风格的圣心大教堂俯瞰着蒙马特，是巴黎风景如画的
地区之一。其洁白的大圆顶具有罗马式与拜占庭式相结合的别致风格，让游
客们可以前往大教堂，从那里可以俯瞰城市。在耶稣圣心大教堂（也被称为
圣心教堂）内，游客会发现几个有趣的地方，包括基督马赛克拼图画、阿里
斯蒂德·卡瓦伊尔·科尔（Aristide Cavaillé-Coll）建造的优雅的风琴和
一个地窖。受天主教会的指令，在建筑师保罗·阿巴迪的监督下，该建筑于1
875年动工，最终于1914年竣工。

 +33 1 53 41 89 00  www.sacre-coeur-
montmartre.com/

 basilique@sacre-coeur-
montmartre.com

 35 rue du Chevalier de la
Barr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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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chael D. Hill Jr.   

圣礼拜堂 

"圣物之殿"

圣礼拜堂(Holy Chapel)坐落在城市的中心，位于城市之岛(Ile de la
Cite)的正义宫(Palais de Justice complex)内，是一座按天主教风格建造
的哥特式小型礼拜堂。这座教堂由国王路易九世于1238年至1244年建造，里
面存放着耶稣受难时期的圣物，据说如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受难的十字架碎
片等。这些物品是在1239年从拜占庭皇帝鲍德温二世手中以135000里弗(建造
这座教堂花费了40000里弗)购买的，因为国王想要把法国提升为西方基督教
的领地。整个教堂的天花板以巧夺天工的彩色玻璃窗装饰着，圣礼拜堂为游
客提供了一次壮观的视觉体验。

 +33 1 53 40 60 80  www.sainte-chapelle.fr  8 Boulevard du Pa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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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selysees.org/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巴黎

 by Taxiarchos228   

先贤祠 

"新古典主义地窖"

先贤祠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建于1764年至1790年间，受路易十五国王的委托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完工。这座建筑不仅因其新古典主义建筑而闻名，而且
先贤祠也是维克多·雨果、伏尔泰和玛丽·居里等名人的栖身之地。其建筑
灵感来自罗马万神殿，圆顶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非常相似。对于巴黎
的所有游客来说，来到这里一定要到此拜访，不仅是因为巴黎的悠久历史，
而且因为先贤祠的绝对美丽

 +33 1 44 32 18 01  www.paris-pantheon.fr  Place du Panthé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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