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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yisris   

LaCanebière 

"城市的骨干"

LaCanebière是马赛最着名的街道，直通旧港（旧港）。它的名字起源于普罗
旺斯的canébé，意思是“大麻”，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当时街道是绳索商
和大麻商人的住所。随着18世纪后期造船厂的破坏，它获得了免费进入港口
和19世纪。其热闹的酒店，豪华商店，剧院和咖啡馆赢得了国际声誉。

 +33 8 2650 0500 (Tourist Information)  La Canebière, 马塞

 by Artur Staszewski   

旧港（旧港） 

"城市的根源在哪里"

港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BC，随着小亚细亚希腊城市Phocaea的水手的到来
。法国最古老的城市是在他们的领导人之一Protis与吉普蒂斯的联盟之后诞
生的，古吉提斯人已经定居在这个地区，古吉拉特人的领土就在地中海沿岸
延伸。这个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和旅游景点。在这里每天清晨
的鱼市上捕捉马赛的精髓，或者在港口漫步，看着游艇和渔船轻轻地并肩而
行。您可以在面向港口的众多咖啡厅路面露台上放松身心，欣赏周围的世界
，或者爬上南岸，从那里可以观赏到圣母大教堂（Notre-Dame de la
Garde）的全景。

 www.marseille-tourisme.com/en/discover-
marseille/the-essentials/the-old-port/

 Vieux Port, 马塞

 by Georges Seguin (Okki) 

马赛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世界"

马赛自然历史博物馆由马赛市长于1815年创立，由马可·蒙特高德侯爵（Mar
quis de Montgrand）推动，汇集了我们自然遗产中最宝贵的一些例子。位于
第二帝国的宏伟宫殿隆隆宫（Palais Longchamp）的右翼，1967年在法国排
名前九位的博物馆中获得。今天，根据原产地，结构等相似性分类的20多万
种，博物馆寻求保留我们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记忆。

 +33 491 14 5950  culture.marseille.fr/  museum@mairie-
marseille.fr

 Palais Longchamp, Rue
Espérandieu, 马塞

 by Robert Valette   

罗马码头博物馆（Muséedes Docks
Romains） 

"交易场所"

Muséedes Docks Romains创建于1963年，拥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
贸易港口之一的遗迹。在二次大战期间旧港区重建期间发现的这些考古遗迹
，是远古时代马赛古城（Phocaean City）商业活动的证明。其他展品回顾了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年间的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展现了通过城市的各种商品
的洞察。例如，你可以看到一个古希腊双罐罐的双耳罐，以及它是如何制造
的细节，以及曾经埋在海港深处的残骸现在已经被提出展示。

 +33 4 9191 2462  musee-histoire@mairie-
marseille.fr

 10 Place Vivaux, 马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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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grauros   

Longchamp公园 

"中央公园"

这些花园以前是动物园的所在地，位于Longchamp Palace后面 - 这是来自第
二帝国的奢华建筑杰作，以纪念水上城市的到来，现在是艺术和科学博物馆
的所在地。美丽的瀑布，喷泉和雕塑的丰富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神奇的气氛，
使周围的每个访客感到意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这是找到和平与安宁的理想
场所。定期举办天文馆表演的马赛天文台Leverrier也在附近。

 +33 491 55 2551  Boulevard du Jardin Zoologique, 马塞

 by DEZALB   

马赛大教堂 

"强加辉煌"

罗马 - 拜占庭式的马赛大教堂始建于十九世纪中叶，由莱昂·沃多耶（Léon
Vaudoyer）建造，古罗马 - 普罗旺斯的“主要”建筑遗迹可以追溯到十二世
纪。容量为3000人，是中世纪以来法国最大的大教堂。大理石板，令人印象
深刻的斑岩柱和马赛克反映了大教堂的真正辉煌，辅以12世纪和15世纪的宏
伟的祭坛，而德拉罗比亚工坊的陶器值得一看。

 +33 491 90 5287  marseille.catholique.fr/La-Major-
cathedrale

 Place de la Major, 马塞

 by Rama   

死亡营纪念纪念馆（纪念馆） 

"免得我们忘记"

马赛纪念犹太人大屠杀，包括集中和死亡集中营受害者的重要记录，这些记
录已被重新录制。再加上以前未发表的疏散照片和破坏马赛历史街区的照片
，他们提出了近期历史悲剧部分的一个动人的提醒。这是一个伟大的纪念，
给后代带来了重要的信息。

 +33 8 2650 0500 (Tourist
Information)

 memorial-des-camps-de-la-
mort.marseille.fr

 Quai de la Tourette, 马塞

 by Philippe Alès   

圣维克多，马赛修道院 

"基督徒的起点"

位于干船坞上方Vieux Port南岸，马赛圣维克多修道院在11世纪至18世纪在
地中海基督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4世纪，教皇Urbain五监督它的
设防。修道院的地下室和墓穴内有许多古老的石棺，对游客开放，而其卓越
的音响效果使其成为定期举办的宗教和古典音乐会的理想场所。
2月份，大量人群出席了LaFétede la
Chandeleur（Candlemas）的特别仪式。

 +33 496 11 2260  www.saintvictor.net/  Place Saint-Victor, 马塞

 by Rog01   

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 

"碧沙国家博物馆"

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或MuCEM是马赛文化景观的一个显着特点。它拥有地
中海独特的港口位置，毗邻Fort Saint-Jean和J4港口码头。着名建筑师Rudy
Ricciotti是其独特的建筑和未来主义设计背后的策划人。常设展览致力于数
百年来地中海盆地丰富的文化和遗产。建筑还设有地下礼堂和屋顶餐厅。

 +33 4 8435 1313  www.mucem.org  reservation@mucem.org  7 Promenade Robert
Laffont, 马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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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Ximonic, Simo Räsänen 

Plages du Prado 

"成为海滩资产阶级"

那是1975年，尽管海岸线很长，马赛在海滩设施和安全方面却没有很好的装
备。 Plages du Prado就是这样创建的，结合了沿海的公园和海滩设施。把
这个地区叫做“穷人的海滨”就是卖空了。海滩不那么拥挤，更不用说自命
不凡，更漂亮了，尤其是在秋季和冬季，水是冲浪的理想选择。
l'EscaleBorély餐厅的任何一家餐厅都将在沙滩上完美的一天。

 +33 8 2650 0500 (Tourist Information)  Avenue Pierre Mendès, 马塞

 by Renaud Camus   

MAC - 当代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博
物馆） 

"质量展览"

当代艺术博物馆位于皮埃尔·格尔（Pierre Guerre）环形交叉路口的César
雕塑附近，离Bonneveine购物中心不远。它在4000平方米（2.5平方英里）的
地区举办永久和临时展览。进入“新现实主义者”的世界，“支持表面”，
“个人神话”等当代艺术的代表。请致电或查看网站了解最新显示和入场价
格的更多信息。

 +33 4 9125 0107  www.saatchi-gallery.co.uk/museum
s/museum-profile/Mus%C3%A9e+D%27a
rt+Contemporain+De+Marseille/452.
html

 69 Boulevard de Haïfa, 马塞

 by Nicolas Eynaud   

马赛维拉Calanque 

"尼斯星期天徒步旅行"

从Callelongue开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然后步行去Calanque de Marseillev
eyre的沙滩和卵石海滩。沿着通往大海的路径，俯瞰着Jarre，Riou Calsaig
ne和市长的岛屿，没有任何树木或树荫。在一些小屋中，一旦你到达小海滩
（可能游泳的地方），就有一家全年开放的咖啡馆/餐厅，可以通过海上接受
它的供应。 Callelongue是马赛人经常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加息的许多步道
的出发点，所以有时很难停在那里。

 +33 8 2650 0500 (Tourist Information)  Callelongue, Avenue des Pebrons, 马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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