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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里尔美术馆 

"法国第二大博物馆"

法国里尔美术馆是法国最古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也是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
一，建于19世纪初的拿破仑一世之下。从法国革命教会和领土上查获的作品
被送到这个博物馆，以促进艺术的普及。博物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过
翻新，面积达二万二千八百平方米（236,806.03平方英尺）。着名的绘画，
绘画，雕塑和其他作品排列在博物馆众多的大厅，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
术爱好者。博物馆还举办一般公众可以参加的各种活动。

 +33 3 2006 7800  pba.lille.fr/en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里尔

 by Velvet   

Muséed'Histoire Naturelle et
deGéologie 

"掠夺者和化石在里尔"

如果你认为博物馆很无聊，再想一想！里尔的“历史与自然”博物馆经过精
心打造，营造出侏罗纪公园般的氛围，将游客送往史前时代的热带雨林和恐
龙。当您浏览地面罕见的鱼类，爬行动物，鸟类和其他灭绝的生物标本时，
传说中的抹香鲸的化石悬在头顶上。这里的访问一定会吸引，参与和教育。

 +33 3 2855 3080  mhn.lille.fr/  19 Rue de Bruxelles, 里尔

 by Velvet   

维埃尔交易所 

"许多生命的书"

Vieille Bourse（旧证券交易所）建于1653年，经过全面翻新，是里尔最美
丽的建筑之一。它最初建立在佛兰德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中，作为里尔集镇
的象征，现在还包括一个二手书店和花店。当你在这个迷人的建筑里漫步时
，你会发现许多各种类型的小说，科学书籍，教科书，图形小说，明信片等
旧书。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它的遗址和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古代
作品出售，所以它为过去的旅行提供了完美的背景。真正的宝石！

 +33 8 9156 2004  www.lilletourism.com/la-
vieille-bourse.html

 info@lilletourism.com  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里尔

 by Zairon   

Chambre de Commerce 

"佛兰芒奇迹"

Chalet de Commerce是里尔最知名的建筑之一，位于Place duThéatre广场附
近，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必看景点。佛兰芒风格的建筑在其76米（249.34
英尺）高的尖顶中央放置了一个钟，是里尔最大的建筑之一。令人印象深刻
的建筑值得一看，使一个很好的照片机会！

 +33 3 2063 7777  www.grand-lille.cci.fr/  Place du Théatre, 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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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elvet   

里尔歌剧院 

"在决定路易十六风格"

里尔的第一座歌剧院于1875年由里尔人Michel Lequeux修建，于1903年被大
火摧毁。为了取代被摧毁的大厦的新古典主义，Cordonnier提出了一种风格
，即路易十六（Louis XVI），室内装饰如同奢华其外观。该大楼于1923年落
成，Massenet，Lalo和Bizet参与了该项目。请注意阿波罗和他的缪斯建筑顶
峰的高高的轮廓，由HippolyteLefébvre，一个阿尔丰斯·科尔多尼耶的作品
之一的音乐寓言。另一方面，欣赏雕塑家勒迈尔的悲剧。

 +33 3 2838 4050  www.opera-lille.fr/  info@opera-lille.fr  Place du Théâtre, 里尔

 by JÄNNICK Jérémy   

Parc de la Citadelle 

"有趣的日子"

Parc de la Citadelle酒店周围环绕着历史悠久的Citadel城堡，是一片郁郁
葱葱的绿树，被当地人和游客游览。它由动物园和Bois de Boulogne
Woods组成。 Deûle运河位于公园的周边。在探索自然之美时，一定要找到像
蒙彼利埃枫叶和巨型红杉这样的树木。

 +33 3 2836 1350 (Tourist
Information)

 parcdelacitadelle.lille.fr/  Avenue Mathias Delobel, 里尔

 by Velvet   

里尔大教堂 

"丰碑大教堂大教堂"

里尔大教堂是法国国家纪念碑，建于19世纪，有八个小教堂，展示新哥特式
风格。教堂致力于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直到1959年被安置在教堂里。被盗之
后，它被一个复制品所取代，现在仍然存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拥有令人印
象深刻的内饰，配有彩色玻璃窗和雄伟的风琴，值得一游。大教堂定期举行
宗教活动，全年向游客开放。

 en.lilletourism.com/historic-sites-and-monuments-
lille/cathedral-notre-dame-de-la-treille.html

 Place Gilleson, 里尔

 by Haplo76   

艺术中心圣心里尔 

"基督的激情"

位于里尔大教堂的地下室，里尔圣心大教堂是一个地下和神圣的艺术画廊。
这个地方在艺术家和宗教人士中非常流行，因为画廊的主题是“基督的激情
”，每幅画，雕塑和雕像都围绕着它。你会发现德拉宁收藏的一些伟大的作
品，他命令所有的着名朋友创作关注这个主题的艺术形式。在死期间，他把
所有的艺术品捐赠给了里尔教区。

 +33 6 6197 0653  Place Gilleson, 里尔

 by Donar Reiskoffer   

里尔动物园 

"动物世界"

被称为里尔动物园的城市动物园是儿童受欢迎的景点。它位于郁郁葱葱的绿
色植物和约70动物的房子。主要亮点包括白犀牛，各种蛇，鹦鹉，猴子和其
他生物。这些动物根据美国，非洲，猴子谷和马达加斯加岛等主题安置在一
起。还为客人提供教育旅游。入场是免费的。

 +33 3 2852 0700  www.lille.fr/Nos-equipe
ments/Le-Zoo-de-Lille

 zoolille@mairie-lille.fr  Avenue Mathias Delobel,
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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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elvet   

Muséede l'Hospice Comtesse 

"里尔的历史"

康斯坦斯博物馆曾经作为一个医院，由Jeanne de Flandre于1237年设立。该
市接管了旧界的恢复，现在一个博物馆维持其历史，并设法成功地重现过去
的生活那么。教堂及其宗教文物揭示了当时盛行的宗教热情。一个充满个人
虚荣，文件，绘画，雕刻和珠宝的原始宿舍，毫不费力地推动游客回到13世
纪的法国。

 +33 3 2836 8400  www.lille.fr/Le-Musee-de-l-
Hospice-Comtesse

 32 Rue de la Monnaie, 里尔

 by Velvet   

Muséedes CanonniersSédentairesde
Lille 

"武装的博物馆"

位于市中心的法国圣心大教堂博物馆（Muséedes CanonniersSédentairesde 
Lille）就位于市中心。这个博物馆收藏了几个世纪以来保存的武器和弹药。
它包括文件，步枪，大炮和在内战和以前的战争中使用的其他弹药。里内塞
内代博物馆（Musee des CanonniersSédentairesde
Lille）的主要景点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为他的炮弹提
供的一套炮，同时还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表现。有导游的旅游是可用的名义
价格，但被警告 - 只有现金被接受。检查网站的细节。

 +33 3 2055 5890  www.museedescanonniers.
org/

 museedescanonniers@orang
e.fr

 44 Rue des Canonniers,
里尔

 by Velvet   

城堡 

"沃邦最伟大的工作"

里尔的城堡由着名的建筑师沃邦设计，形状像五角大楼。被誉为“城堡的女
王”，这座建筑在1667至1670年之间建成，以保卫里尔市免于推进西班牙军
队。路易十四认可这个五边形的结构是天才的军事设计;如果一个敌人靠近五
角大楼的一面墙，就不能从另一面墙逃跑。这个城堡还在运转，是法国军队
的总部。尽管其活跃的军事地位，游客仍然可以参观城堡蜿蜒的街道。一个

 +33 3 2049 50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lille.fr/Nos-equipements/La-
Citadelle-de-Lille

 Avenue du 43e régiment
d'infanterie, 里尔

 by Velvet   

戴高乐国家博物馆（Maison Natale
de Charles de Gaulle） 

"一个英雄出生的地方"

戴高乐的战争英雄，顺利的外交官和温和的统治者塑造和塑造了法国的历史
，反过来又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服务于二战，在1944年德国
人的进攻中为解放法国发挥了关键作用，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形势，受
到法国人的尊敬和崇敬。他在里尔的出生地现在已经变成了戴高乐基金会的
博物馆，他们组织旅游，让顾客，当地人和游客都能熟悉他的人生之旅。这
所房子原属于夏尔·戴高乐的祖父母所有，因为这座建筑被精心保存，即使
是戴高乐出生的摇篮，仍然处于薄荷状态，是所有历史和古董爱好者的宝藏
。请参观这个博物馆，发现里尔不仅仅是法国的历史。

 +33 3 2838 1205  lenord.fr/jcms/prd2_171824/la-
maison-natale-charles-de-gaulle

 9 Rue Princesse, 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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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elvet   

La Piscine de Roubaix 

"艺术馆"

La Piscine de Roubaix以前被称为La Piscine-Muséed'Art et d'Industrie
AndréDiligent，它的名字来源于它所在的建筑物，曾经是一个室内游泳池。
博物馆保留了大部分的原始装饰，在入口和一个额外的花园和展览空间的变
化。这个博物馆致力于以当代和工业艺术为特色的雕塑作品，展出来自世界
各地的着名艺术家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品。

 +33 3 2069 2360  www.roubaix-lapiscine.com/  23 rue de l'Espérance, Rouba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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