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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bbsled   

Jean-Médecin大街 

"文化，美食和商业"

Jean-Médecin大街以尼斯市最受欢迎的市长命名，是尼斯最宏伟的海滨长廊
之一。一个高档的零售购物中心，这个广泛的，行人友好的通道是与小酒馆
，精品店和百货公司（它附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巴黎圣母院启动！）爆破。
Jean-Médecin大街从马塞纳广场（Masséna）开往火车站，漫步半小时。

 +33 8 9270 7407 (Tourist Information)  Avenue Jean-Médecin, 尼斯

 by Europe22   

国立马克·夏加尔博物馆 

"神秘与诗意艺术作品"

马克·夏加尔深受犹太民间传说为灵感来创作的作品而出名，这座博物馆展
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神秘诗人气质。夏加尔1887年出生于俄罗斯，1985年在尼
斯附近的圣保罗-德-旺斯去世。他对圣经理解深深地呈现在巨幅画布上，把
诗意与色彩融合在一起。宽敞明亮的马克·夏加尔博物馆收藏了最好的作品
。博物馆门口有一家小书店，里面有许多关于夏加尔和其艺术品的出版物，
还有作品的印刷品。

 +33 4 93 53 87 20  www.musees-nationaux-al
pesmaritimes.fr/chagall/

 elise.dutarte@culture.go
uv.fr

 36 Avenue Docteur Ménard,
尼斯

 by Ermell   

尼斯马塞纳广场 

"城市的中心"

马塞纳广场无疑是尼斯最著名、最雄伟的广场。周围是对比鲜明的绿色植物
阿尔伯特一世花园 Albert I 阿和马塞纳花园，壮观的红色建筑映入眼帘，
令人赞叹不已。狂欢节期间，国王的花车就在这里举行。马塞纳广场是
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 步行穿过尼斯老城就可以到达，还有大海和购物大
道。来到这里，一定会路过的以上提到的地方！

 +33 8 9270 7407 (Tourist
Information)

 en.nicetourisme.com/nice/63-la-
place-massena

 Avenue Felix Faure, 尼斯

 by Siora Photography on 
Unsplash   

莫利纳尔 

"香水制作的艺术"

自1869年成立以来，莫利纳德已经成为该县最受尊敬的参与者之一。在尼斯
精品店购买Molinard的标志性香水和香皂，或者在Molinard的专业吹捧者的
帮助下注册一个香水制作工坊，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香水。该精品店还提供
导游，提供对香水制作过程的深入了解。莫林纳德停下来，把你的嗅觉感受
到一个美好的香水盛宴。

 +33 4 9362 9050  www.molinard.com/Mobile
/

 boutique.nice@molinard.f
r

 20 Rue St François de
Paule,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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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Fork 

Plage Beau Rivage 

"令人难忘的高端餐点"

美丽的Beau Rivage酒店的一部分Plage Beau Rivage酒店内的餐厅提供别具
一格的餐饮场所。私人海滩的位置，独特的地中海美食和高档的氛围加起来
在这个迷人的地方可爱的用餐体验。无论是家庭晚餐，商务会议还是浪漫的
约会，Plage Beau Rivage都能完美满足您的需求。新鲜的，本地采购的产品
在汤团，烤鲈鱼和平底煎鹅肝等美味的口味中显而易见。到了晚上，这家迷
人的餐厅变成了一个时髦的酒吧，DJ夜晚和派对定期组织。

 +33 4 9200 4680  www.plagenicebeaurivage
.com/

 info@plagenicebeaurivage
.com

 107 Quai des États-Unis,
尼斯

 by Taktoperz77   

尼斯歌剧院 

"海边歌剧"

自从阿里 - 马克卡拉尼侯爵于1776年在这里委托一个剧院以来，一个剧院就
站在这个地方。原来的结构在1826年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曾经主持过拿破
仑的皇家剧院（ThéâtreRoyal）。不幸的是，这个结构也被破坏了，虽然这
次泄漏的气体是罪魁祸首。今天开幕的尼斯歌剧院于1885年以威尔第的阿依
达的胜利表演开幕。今天，剧院里既有“尼斯地中海芭蕾舞团”也有尼斯爱
乐乐团。坐在一个富有历史和优雅的结构中，剧院的赞助人可以欣赏歌剧，
芭蕾和古典音乐会。一个

 +33 4 9217 4000  www.opera-nice.org/fr  4 & 6 Rue Saint-François de Paule,
尼斯

 by stevecadman   

尼斯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大教堂 

"俄罗斯大楼"

尽管这座大教堂坐落在尼斯，但实际上是俄罗斯联邦的财产。大教堂由沙皇
尼古拉二世于1912年建立并向公众开放，是俄罗斯在里维埃拉的代表。和该
地区的许多游客一样，俄罗斯贵族觉得尼斯非常迷人，希望尽可能多地待在
那里。因此，他们的沙皇建立了一座大教堂，让他们可以在法国度假时参加
礼拜。其珊瑚色的外墙，蓝色的洋葱形圆顶装饰，让人联想起苏联特有的建
筑风格。大教堂是西半球最大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准备去教堂的游客们
可以在美丽的教堂内漫步，或在星期天参加礼拜仪式。

 +33 981095345  www.sobor.fr/  nizza@sobor.fr  Avenue Nicolas-II, 尼斯

 by Deb Collins   

现代艺术博物馆与当代艺术博物馆 

"现代艺术与建筑奇迹"

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博物馆(MAMAC)不仅是现代艺术的堡垒，也是法国最大的
现代当代艺术博物馆之一。卡拉拉大理石塔与玻璃人行桥相连;在顶部是一个
平台/走道，也是人们熟知的 伊甸园Jardin d'Eden)，给游客提供了鸟瞰城
市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作品被永久收藏，包括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罗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一些优秀波普艺术作品。临时展览和罗浮宫学院 Ecole du 
Louvre系列讲座(11月至4月)在这里举行，以及每月的电影放映。一楼有一家
很棒的博物馆商店，出售设计作品和相关书籍。

 +33 4 97 13 42 01  www.mamac-nice.org/fr/  mamac@ville-nice.fr  Place Yves Klein,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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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jikawa   

城堡山丘 

"市中心的热门公园"

坐落在老城区和海港之间的山丘上，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公园里令人
印象深刻的瀑布、儿童游乐区、城市的壮丽景色、中世纪的遗迹和海事博物
馆都是魅力所在，四周环绕着典型的地中海环境，种着松树、胡萝卜、无花
果和芦荟。步行、乘车或从蓬谢特路 Rue des Ponchettes
的街脚下乘电梯到这里。

 +33 4 93 92 82 82  en.nicetourisme.com/nice/92-parc-
de-la-colline-du-chateau

 Montée du Chateau, 尼斯

 by Muesse   

Muséedes Beaux-Arts 

"17世纪到20世纪的美术"

这座宏伟的私人大厦建于1878年，收藏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6000多
件艺术作品。除了法国艺术家的作品（包括Carpeaux和Rodin的雕塑作品）之
外，该博物馆还收藏了精美的佛兰德学校作品。两个展览空间完全致力于现
代艺术，包括Kees Van Dongen，Raoul Dufy和Picasso。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尼斯艺术家古斯塔夫·阿道夫·莫萨（Gustav Adolf
Mossa）的象征主义作品，他多年来担任博物馆馆长。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

 +33 4 9215 2828  www.musee-beaux-arts-
nice.org/

 beaux-arts@ville-nice.fr  33 Avenue des Baumettes,
尼斯

 by m-louis   

LaMuséeMatisse 

"马蒂斯：人与他的工作"

这座博物馆坐落在一座宏伟的红色建筑内，矗立在Cimiez山上，靠近城市的A
rènes（古代圆形剧场）和MuséeArchéologique博物馆。亨利·马蒂斯（Henr
i Matisse）从1917年起居住在希米耶（Cimiez），直到1954年去世。博物馆
成立于1963年，展出的作品，绘画和一些他最早的作品，以及作品不多的雕
塑家。几张黑白照片展现了艺术家私人生活的一瞥。

 +33 4 9381 0808  www.musee-matisse-
nice.org/fr/

 musee.matisse@ville-
nice.fr

 164 Avenue des Arènes de
Cimiez, 尼斯

 by corno.fulgur75   

硼山公园 

"美景或漫步"

硼山公园位于尼斯市周边众多山丘中的一座。它位于港口上方，是家庭和自
然爱好者最喜欢的步行地方。这片森林可以追溯到1860年，以地中海特有的
植被为特色，比如阿勒颇松树和霍姆橡树。当你到达高处时，停下来欣赏一
下尼斯和周围海湾的美丽全景。这里有11公里长的行人道，是徒步旅行或骑
山地自行车时呼吸新鲜空气的绝佳去处。千万不要错过附近的阿尔班堡，是1
6世纪军事要塞的宏伟建筑。

 +33 4 93 92 82 82  www.nice.fr/fr/parcs-et-
jardins/le-mont-boron

 Boulevard du Mont-Boron, Route
forestière et chemin des Hespèrides,
尼斯

 by lecreusois   

盎格鲁大街 

"尼斯著名的长廊"

盎格鲁街是当地人和游客的最爱的地方，吸引了滑旱冰的人、骑自行车的人
和养狗的人。长廊上特有的蓝色椅子在路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欣赏
一望无际的天蓝色。1822年，一位英国人刘易斯-威(Lewis Way)出资修建了
一条两米宽的街道，自此以后便形成现在的大街。人们可以在这里漫步、晒
太阳、享受免费的尼斯海滩的乐趣。

 +33 7 12 34 56 78  www.nice-tourism.com/en/nice-att
ractions/promenades-and-pedestria
n-areas-in-nice/promenade-des-
anglais.html

 Promenade des Anglais,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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