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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lost   

MuséeGranet 

"美术馆"

位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历史悠久的马萨林区中心的Granet博物馆拥有令人
印象深刻的永久收藏品，其中包括伦勃朗，塞尚，安格尔，贾科梅蒂，毕加
索和蒙德里安以及不断变化的特别展览。博物馆提供导游陪同，特别考虑残
疾人士。特别活动包括在花园里的早午餐，绘画会议，偶尔在博物馆的晚上
。一个

 +33 4 42 52 88 32  www.museegranet-
aixenprovence.fr

 resagranet@agglo-
paysdaix.fr

 Place Saint Jean de Malle,
埃克斯-普羅旺斯

 by yves Tennevin   

Fontaine des Quatre-Dauphins 

"对自然的颂歌"

在行人中心的核心位于四海豚广场（Place des Quatre Dauphins）和同名喷
泉，建于1667年，由Rambot设计。四只海豚环绕着一个神秘的方尖碑，四周
环绕着一个充满清水的圆形小池。浪漫的环境提醒了那些古老的斗篷和匕首
电影。在梧桐树荫下的这个广场漫步，流淌着清新的流水声，确实非常愉快
，特别是在炎热的夏日。

 +33 4 42 161 161  www.mairie-aixenprovence.fr/Plac
e-des-4-dauphins

 Place des Quatre Dauphins, 埃克斯-
普羅旺斯

 by tpholland   

Place d'Albertas 

"贵族广场"

这座广场建于1745年，与当时的巴黎广场完全相同。自从1912年以来，这里
一直有一个喷泉，它给了Commedia Dell Arte一个空气。气氛难以置信，很
容易想象在这些辉煌的宫殿之一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个从Espariat街或法院女
士出现的车厢。在抒情艺术节的每个夏天，月亮的光辉充斥着这个挤满了17
世纪装扮派对的人群。

 +33 4 42 16 11 61  Place d'Albertas, 埃克斯-普羅旺斯

 by Jarrod Doll   

Fontaine de la Rotonde 

"着名的喷泉"

这座喷泉建于1860年，位于现在的米拉波大道的入口处，是这个小镇的特色
之一。经过多年的疏忽，最近经过翻修和清理，青铜狮子与他们引人注目的
鬃毛和三个苍白而优雅的雕像都再次闪耀。天鹅由石天使骑着轻轻地从嘴里
淡淡的淡水。水来自镇上丰富的地下水源。夜幕降临，这个广场是美丽的光
线，让游客和当地人都享受它的和平与美丽。

 +33 4 42 16 11 61  www.aixenprovence.fr/Place-de-la-
Rotonde

 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埃克斯-
普羅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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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ürgen Schumacher   

La Place de l'Hôtelde Ville 

"历史的广场"

La Place de l'Hôtelde Ville酒店是艾克斯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
美丽与历史的中心。它与17世纪中叶左右的许多建筑奇观相得益彰。它包括
建于1510年的原始结构的钟楼（La Tour de l'Horloge）（钟楼）。塔楼本
身经历了许多变化和补充，也作为军事前哨。它装有一个钟和一个现代化的
天文钟，每个季节装饰着四个木制小雕像。 L'Hôtelde Ville（市政厅）位
于塔楼脚下。这座经典的建筑俯瞰广场，迄今为止是花市，游行和盛宴等城
市活动的中心。最后，这个广场装饰着Jean Chastel Pancras雕刻的La
Fontaine de l'Hôtelde Ville（市政厅喷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精致之美
。这座城镇广场一直是艾克斯普罗旺斯的神奇之处和必看之处。一个

 +33 4 42 16 11 61  www.laposte.fr/particul
ier/outils/trouver-un-bu
reau-de-poste/bureau-det
ail/aix-en-provence-
hotel-de-ville/02195A

 infos@aixenprovencetouri
sm.com

 Place de l'Hôtel de Ville,
埃克斯-普羅旺斯

 by Axel Brocke   

CathédraleSaint-Sauveur 

"主要教会在艾克斯"

Saint-Sauveur大教堂拥有从5世纪到17世纪的所有建筑风格。自4世纪以来，
基督教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已经正式确立。主要的证据是圣米特的白色大理石
石棺，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时期中的一个中看到。罗马殿堂风格的普罗旺斯风
格可追溯到12世纪;哥特式教堂中殿始建于1285年至1290年之间，由弗罗门特
（Froment）庇护着名的三联画，而雷内（KingRené）命令的“Buisson Arde
nt”则描绘了Jeanne女王。最后，可追溯到1695年的巴洛克风格的殿堂是一
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丰富的感性展示。

 +33 4 4223 4565  www.cathedrale-aix.net/  info@cathedrale-aix.net  34 Rue Jacques de la
Roque, 埃克斯-普羅旺斯

 by SchiDD   

工作室塞尚 

"着名艺术家的工作室"

看到塞尚在塞尚工作室的工作和创作杰作。他的工作室已被保存，以显示他
的工作和生活。有导游带领游客通过纪念品的房间。这座房子距离市中心不
远，故意建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塞尚可以私密地画画。

 +33 4 42 21 06 53  www.atelier-
cezanne.com/

 infos@atelier-
cezanne.com

 9 Avenue Paul Cézanne,
埃克斯-普羅旺斯

 by Gerald Fix   

基金会Vasarely 

"视觉艺术"

在这个宽敞明亮的基础上展出不少于42幅由Victor Vasarely画家设计的巨着
。该建筑以其建筑风格以及其广阔的，有时是回顾性结构的高超品质而闻名
。基金会还举办各种当代艺术展览，并向现代创造力的不同趋势敞开大门。
操作日期经常改变，因此在您访问之前咨询网站或致电基金会以获取更多信
息。

 +33 4 42 20 01 09  www.fondationvasarely.fr/  1 Avenue Marcel Pagnol, 埃克斯-
普羅旺斯

http://www.flickr.com/photos/43062833@N0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aix-en-provence/159508-la-place-de-l-hôtelde-vill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brocke/14592899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aix-en-provence/163847-cathédralesaint-sauveur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telierhaus-Cezanne2.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aix-en-provence/188966-工作室塞尚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ondation_Vasarely_in_Aix-en-Provence.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aix-en-provence/188959-基金会vasarely


 by ell brown   

拉蒙塔涅圣维克多 

"自然与文化遗产"

这座令人惊叹的美丽的山峰在托洛涅（Tolonet）村庄的外面向着蔚蓝海岸（
Côted'Azur）方向升起。最着名的是它出现在塞尚的画作中。艾克斯山区是
一座巨大的石灰石屏障，它折射着夕阳的光线，用野生的灌木丛中的香味呼
吸着空气，它的方式标记的小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在罗讷河谷和Esterel。

 +33 4 42 161 161  www.aixenprovencetourism.com/en/
destination/aix-en-provence-
en/sainte-victoire-mountain/

 Route de Cézanne, 埃克斯-普羅旺斯

 by Public Domain CC0   

Le Parc des LabyrinthesGéants 

"巨型绿色迷宫"

前往Le Parc des LabyrinthesGéants度过愉快而愉快的一天。这个公园占地
四公顷（9.8英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迷宫之一。高大，绿色的树篱被切割
成一个巨大的迷宫，这不仅是为了孩子们，而且也是为了成年人，这是一个
巨大的兴奋点。进入迷宫，从中心选择自己的路径，从另一边走出去，但要
小心，因为你最终可能会走到圈子里。该公园还设有无数其他的活动，从蹦
床和拉链线，到幼儿游乐区。

 +33 4 4222 1915  www.labyrinthe-
geant.fr/

 contact@labyrinthe-
geant.fr

 Lieu dit Grand Pont, La
Roque d'Anthé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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