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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丰厚的浓郁体验！

创意满溢、朝气蓬勃、 

引人入胜 

欢迎来到蒙彼利埃地中海！ 

无论您喜爱的是玲珑多样的城市探索或开阔雄壮的自然风光，追求的

是精彩刺激的冒险旅程或是静静享受生命中的美好时刻，让地中海独

特的气息与这片土地多采多姿的万千面貌带给您无限惊喜！

千年历史，洗炼出戏剧广场（Place de la Comédie）、医学院、

豪华府邸的内院、当代建筑典范、法布尔博物馆、卡斯特里城堡

（Chateau de Castries）与马格隆内大教堂（Cathédrale de 

Maguelone）等不容错过的著名景点......

但是，在雄伟之外，蒙彼利埃还有更多动人风光！沿着海滨架设的自

行车道、一望无际的葡萄园、散发质朴南法魅力的朗格多克式小村

庄、数不胜数的文化与体育盛事，更别忘了许许多多本地人引以为傲

并盼望分享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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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交通  

搭乘飞机

搭乘火车

自行驾车

可由巴黎（1小时10分）、伦敦（1小时45分）或法兰克福（1小时30分）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与马德里直达蒙彼利埃。不仅如此，从距离蒙彼

利埃1小时30分车程的马赛机场更可以连接大部分国际城市。蒙彼利埃地

中海机场距离市中心8公里，并有接驳车往返机场与市中心。

更多信息请见：www.montpellier.aeroport.fr

从市中心的蒙彼利埃-圣洛什高速铁路火车站（Gare TGV Montpellier-

Saint Roch）可直达巴黎里昂车站或戴高乐机场（3小时15分） ；也可

连接里尔（4小时45分）、巴塞罗纳或布鲁塞尔（5小时40分）。

更多信息请见  www.raileurope.cn

蒙彼利埃法国南部（Montpellier sud de France）火车站距离市中心

20分钟车程，距离机场14分钟车程，距离高速公路29号出口8分钟车

程。 

距离马赛2小时车程

距离图卢兹2小时30分车程

距离里昂3小时车程

距离巴塞罗纳3小时30分车程

距离尼斯3小时15分车程

搭乘飞机

搭乘火车

自行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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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数字 

蒙彼利埃地中海大都会

包含

31
个村镇 

蒙彼利埃市共

282,143名居民

蒙彼利埃

地中海大都会

457,839 

名居民

蒙彼利埃地中

海大都会每年

吸引5,100,000

人次游客到访 

法国人口

成长速度

第1的城市

法国第9大

会议城市 

（ICCA  2017 排名）

蒙彼利埃 是法

国人口数第7位

的城市

法国外语学习人

口第2多的城市

酒店住宿

1,552,245晚



6

蒙彼利埃地中海

2 0 1 9年新闻资料

2019蒙彼利埃地中海

城市作为
一

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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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蒙彼利埃，在岁月的洗礼中，淬炼与陶冶出对美的品味。市区一

共有将近70幢雄伟壮观的私人府邸、颂扬路易十四丰功伟绩的凯旋门与佩鲁

皇家广场、适合悠闲漫步的中世纪胡同巷弄，以及一家超过千年历史的医学

院......古迹迷可以在蒙彼利埃满足与历史对话，发思古之幽情的欲望！蒙彼

利埃的美感结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城里四处美丽的喷泉林立，雕塑精美、

光影潋滟的美惠三女神（Trois Graces）喷泉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完全规划为

人行步道的老城区（Ecusson）引人探查城市宜人秀丽的一面；邀请设计大师

设计，色彩缤纷的轻轨电车，展现开往未来的现代活力，出自克里斯蒂安‧拉克

瓦鲁（Christian Lacroix）之手的3号线与4号线，更展现南国独有的迷魅；城

内除了各式雕像错落、街头艺术交织外，前卫的当代建筑矗立，使得蒙彼利埃

成为当代建筑的典范之都......蒙彼利埃，艺术无所不在。演绎震撼人心的生

命力！ 

蒙彼利埃地中海是绝佳的文化旅游胜地，致力推广适合所有人、所有品味以及

所有预算的文化活动。唯一的指导原则：大胆尝试！并且不断追求卓越！法布

尔博物馆目前收藏将近900幅名画；大众馆（ Pavillon Populaire）则与巴黎

摄影之家（Maison de la Photographie）并列法国唯二完全致力第八艺术名

家原作展览的摄影艺术场所；不仅如此，随着2019年6月蒙特卡姆府邸（Hotel 

Montcalm）的开幕，蒙彼利埃当代艺术中心“MoCo”也将正式成立......

不仅美丽，又充满活力！永不停歇的蒙彼利埃，也是充满热情、交流与分享的

所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这里感受节庆的步调：极限运动、蒙城国际舞

蹈节（Montpellier Danse）、建筑节（Architectures Vives）、表演艺术、

城市灯光节（Coeur de Ville en Lumières）......由爱好人士精心策划，专

为各类迷粉打造，结合精彩与美学。

蒙彼利埃展现地中海原汁原味，体现优美风情：距离海滨10公里，四面皆是

无边无际葡萄园环绕的优越地理位置；饱受大自然恩赐的雷马格隆内新城

（Villeneuve-Lès-Maguelone）受到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与葡萄园环抱，不可思

议的罗曼式大教堂耸立其间；卡马格地区特殊的水塘，是吸引大自然爱好者

与“慢旅游”迷的优势，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夕阳西下时欣赏大红

鹳振翅飞翔。

多采多姿、交通便利、独特珍贵、热情友善，这就是蒙彼利埃的秘密。而在

2019年，蒙彼利埃比起过去任何时刻都专注耕耘美学品味。当然，内容包罗万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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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o
概观2019年蒙彼利埃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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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o
不容错过：

2019年6月8日至7月28日的《100位艺术家在城里 

-  ZAT 2019》展览活动，将在整个老城徒步区

（ECUSSON）展出100件艺术作品。本次快闪展览完

全免费，并与塞特市（SETE）及塞特艺术家合作。

MOCO MONTPELLIER 

CONTEMPORAIN

蒙彼利埃当代艺术中心

专门介绍

2019年6月29日 : 位于圣洛什火车站（Gare Saint 

Roch）附近，占地3500平方米的蒙特卡姆府邸

（Hotel Montcalm）开幕后，将与高等美术院以及La 

Panacée展览中心合并成为蒙彼利埃地中海大都会当

代艺术中心MOCO。

MOCO蒙彼利埃当代艺术中心以土地为依归、以大众

为对象、以创新为前提，旨在强化蒙彼利埃的自然

与文化吸引力，意在打造这个地中海城市为当代艺

术的大本营和卓越的文化胜地。由造型师兼企业家

Vanessa Bruno担任MOCO馆长；艺术评论家暨东京宫

联合创始人，也是前巴黎高等美术院院长的Nicolas 

Bourriaud担任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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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厅

（HALLE TROPISME）

全新创意之城

感官花园

（JARDIN DES SENS）

重新出发

占地4000平方米，致力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全新大厅，将在未来几年随着

创意之城（Cité Créative）不断发展。

这座建于1913年的军用机械厂将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和创意场所，

并将于2019年1月18日起开放，除了提供活动举办场地外，大厅内附设

的Café Tropisme也是可以聊天休憩、共度美好时光的好去处。这个生

态系统汇集了文化行动者，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和创意产业人士。从2019

年1月起，民众即可在这个连网、共享、创造性和鼓舞人心的地方工

作、进行各种计划和生活。

2019年6月：普塞兄弟（Frères POURCEL）大

名鼎鼎的感官花园（Jardin des Sens）终于

要在2019年夏天重生。地点则是位于拉康乌

尔盖广场（Place de la Canourgue）上，由

蒙彼利埃旧市政厅重新改装而成的里榭德贝

乐瓦尔酒店（Hotel Richer de Belleval）

，这座历史悠久的17世纪建筑将再现辉煌。

这家罗莱夏朵联盟（Relais＆Chateaux）酒

店内共有18间客房、一间美食餐厅、一家酒

吧、一家香槟酒吧、一间接待厅（原结婚礼

堂），以及一个室外露台。



11

蒙彼利埃地中海

2 0 1 9年新闻资料

白树

（L’ARBRE BLANC）

建筑和美食

雷兹市场（MARCHE DU LEZ）

一棵新的植物在玛丽安港（Port 

M a r i a n n e）当代街区扎根：白

树（L’Arbre Blanc）由建筑

师藤本壮介（Sou Fujimoto）

、NicolasLaisné和Manal Rachdi

联手设计。建筑和美食爱好者势

必会喜爱的新地点。由Charles 

FONTES（Réserve Rimbaud星级主

厨）和Eric CELLIER（美食餐厅La 

Maison de la Lozère主厨）所经营

的全新酒馆也将于2019年中进驻地

面楼及一楼。不仅如此，位于17楼

的全景露台也将开辟成一个下酒菜

酒吧！

2016年于雷兹河岸（Rives du Lez ）开幕的创意热点雷兹市场继续蓬勃发展！ 

继2018年夏天餐车广场开幕后，又计划于2019年春季新增美食市场。将成为蒙彼利埃的全

新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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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彼利埃地中海

-

美丽的味道

海滩皇宫酒店

（HOTEL PLAGE PALACE）

位于帕拉瓦斯（Palavas）和卡尔浓（Carnon）之间，

据守进入卡马格湿地的门户，距离蒙彼利埃机场和新

TGV高速铁路车站仅5分钟之遥，Costes兄弟在Agence 

Buttazzoni、Imaad Rahmouni和Francois-Joseph 

Graf的帮助下所成立的海滩皇宫酒店（Hotel Plage 

Palace）已于2018年7月开业。酒店内共有70间客房和

套房、一间餐厅、一座27米温水游泳池、一个设有游

泳池的水疗中心，此外，位于酒店正前方的酒店海滩

二期工程也已动工，于2019年1月对外开放。

小知识 

随着2019年感官花园和海滩皇宫酒店的开幕，蒙彼利埃将拥有至少三家五星级酒店，包括距离蒙

彼利埃市区5公里，坐落在一大片葡萄园中央的韦尔尚庄园（DOMAINE DE VERCHANT）。

!
5

莱萨克（LAISSAC）：

市中心全新设计市场即将开幕

全新的莱萨克市场（Halles Laissac）将自2018年12月1日起，

在蒙彼利埃市中心开业。这个市场位居一条商业动线（包括重整

中的Grand’Rue Jean Moulin、已经动工的 Rue du Faubourg du 

Coureau、Rue du Faubourg de la Saunerie和Boulevard du Jeu de 

Paume）的枢纽位置，并与步道广场和周边社区连结。

市场设计充满品味，美轮美奂，由环绕市场四周的玻璃窗所支撑的

灯笼式天棚底面，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彷佛一颗甜瓜，既融入建

筑设计本身，也令人联想到地中海温暖的气候与特产，并呼应市场

中的24个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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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彼利埃地中海

-

美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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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大众馆（PAVILLON POPULAIRE）举办的警察乐

队吉他手安迪·萨默斯（ANDY SUMMERS）展览

（2月6日至4月14日），这是该展览首次于法

国展出，甚至早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大众

馆为这位音乐家兼摄影师提供前所未有的回顾

展 - （免费）

《100位艺术家在城里 -  ZAT 2019》展览活

动：公共场所的大型免费文化活动，也将深入

咖啡馆与商店等。 100名艺术家投身此次活

动！2019年6月/ 7月  

运动之都

2019年不容错过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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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法国举办的2019年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将是第 8 

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

总共有24支球队参赛 - 包括直接取得参赛资格的东道

主法国队，和23个取得参赛资格的国家 - 举办日期为

2019年6月7日星期五至7月7日星期日。

蒙彼利埃及其拉莫松体育场（STADE DE LA MOSSON）

将举办5场比赛，包括一场八强赛。

于蒙彼利埃举办的比赛：

分组赛

-  6月10日星期一晚上9 点：加拿大对喀麦隆

-  6月13日星期四晚上6点：澳大利亚对巴西

-  6月17日星期一晚上6点：南非对德国

-  6月20日星期四晚上6点：喀麦隆对新西兰

蒙彼利埃八强赛的日期：

-  6月25日星期二18点：C组排名第一的队伍对ABF组

第三名球队

运动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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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OGRAPHIE 摄影节
BOUTOGRAPHIES.COM

第19届欧洲摄影节将于2019年5月4日至26日登

场。

Boutographie除了是摄影师见面接触的机会，也

是借由展出征服蒙彼利埃民众，并与其他法国和

欧洲摄影师交流照片想法的机会。

蒙城舞蹈节（MONTPELLIER DANSE）
MONTPELLIERDANSE.COM

每年七月举办的蒙城舞蹈节是世界各地所有舞蹈

与文化的交流机会，每年邀请到最重要的舞蹈明

星和舞团前来呈现令人难忘的舞蹈作品。

在为期15天的活动期间，不仅国际舞蹈城

Agora、贝里兹歌剧院与喜剧院，就连附近市镇

的广场和多媒体图书馆都充满了表演者和参观者

的踪迹！ 蒙城舞蹈节将舞蹈搬出剧院，在各个

城镇的广场上免费演出专为街道设计的舞蹈节

目。

建筑节（FESTIVAL DES ARCHITECTURES 
VIVES，FAV）  

FESTIVALDESARCHITECTURESVIVES.COM

自2006年起开办，为大众设计建筑游览参观路

线，体验市中心部分私人宅邸的内院人生。活动

规划了连接蒙彼利埃市中心豪宅和庭院的参观路

线，邀请参观者通过遍布整个城市的各式建筑设

施，了解与体验蒙彼利埃丰富的建筑遗产。在活

动期间，民众可以有幸参观这些大部分为私人财

产的建筑珍宝。2019年6月

法国广播音乐节  
LEFESTIVAL.EU 

奥克西塔尼蒙彼利埃法国广播音乐节目前已经是

备受推崇的重大音乐盛事，原创与多样的节目内

容、对被遗忘作品的重新追寻、对新创作品与年

轻艺术家的鼓励，以及适合各种品味的丰富内

容，均已成为这个节庆的特色。第34届法国广播

音乐节即将于2019年登场。蒙彼利埃地中海大都

会在境内所有市镇提供免费音乐会。  2019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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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Y（BATTLE OF THE YEAR）
BOTYFRANCE.COM

国际战致力于嘻哈文化，并专注于霹雳舞（国际

比赛），2019年11月。

决赛是本次比赛的亮点。两支最强的队伍在舞台

上竞争，最后只有一个赢家。

一个
大胆
的城
市

国际极限运动节 FISE   
FISE.FR

2019年5月29日至6月2日

这是每年于耶稣升天日周末所举办的极限运动

（轮鞋、BMX小轮车、滑板、山地自行车、滑水

板、滑板车）年度赛事。无论是业余或职业极限

运动爱好者皆可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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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还有......

法国南部公开赛
（L’OPEN SUD DE 

FRANCE）
2月3日至10日

每年蒙彼利埃法国南部网球

公开赛承诺为业余网球爱好

者提供精彩的比赛！在法国

南部阿莲娜表演场（Aréna 

sud de France）

风筝冲浪节(FESTIKITE)
7月7日至10日     

是风筝冲浪爱好者的一件大

事，节日每年在雷马格隆

内新城（Villeneuve-LES 

-Maguelone）海滩上举行。

下届阿拉伯节
(FESTIVAL ARABESQUES) 
将于2019年9月于蒙彼利埃举行

 

这是通过艺术探索与认识阿拉

伯文化的绝佳机会！ 音乐、戏

剧、讲故事、投影、舞蹈、书

法，应有尽有！

蒙彼利埃吉他国际音乐节
2019年9月/ 10月 

蒙彼利埃吉他国际音乐节是以吉他为主题的

音乐节，在蒙彼利埃及邻近市镇举办音乐会

和交流活动。

第九届蒙彼利埃马拉松  
3月24日

一共42,195公里的长跑赛事，可以探索蒙

彼利埃及其附近，路径先在蒙彼利埃市中

心绕一圈，再前往邻近的卡斯泰诺勒雷兹

（Castelnau le lez）、拉特（Lattes）、

佩罗尔（Pérols）、卡尔浓（Carnon）、帕

拉瓦斯（Palavas） … 其中还包括海滨路

段！！！

蒙彼利埃书本喜剧
(COMEDIE DU LIVRE)  
2019年5月17、18、19日  

书本喜剧于1986年在当时的市长乔治‧弗列什

（Georges Frêche）的倡议下举办。当时的

想法就是让书商走出户外，在街头举办以书

籍为主角的文化活动。自2017年1月份起，由

蒙彼利埃地中海大都会接手举办，书本喜剧

现在还加入了外国文学部分，每年持续捍卫

独立当代文学与青年文学创作。并且在节目

单中还有多专为儿少、漫画以及各种形式的

文学规划的内容！

一个有运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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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WHAT A TRIP ! 
2019年9月27日到29日  

第三届蒙彼利埃旅行与冒险国际影展节

目主要内容包括：播映-讨论会、快闪展

览、免费音乐会、会议和研讨会、“慢旅

游”旅行村 。

CINEMED
2019年10月   

最佳地中海制作电影年会，放映许多电影

并吸引电影专业人士云集。这个电影节和

高中生电影节都是年轻电影人展示自己才

华的机会，并且通过大区官方遴选影片介

绍在本大区所拍摄的电影。

市灯光节    
  

在冬季，则不能错过每年12月第一个周末所举办的城市灯光

节（Cour de Ville en Lumières）。这个活动现在已经与

年底的圣诞与新年佳节密不可分，童话般迷魅的城市灯光节

是蒙彼利埃远近驰名的夜间活动

ESTIVALES    
夏季 - 七月和八月    

的每个周五晚上6点半到11点半，在蒙彼利埃的戴高乐广场

（Esplanade Charles de Gaulle）举办周五之夜“蒙彼利埃

之夏”（Estivales）！在欢欣愉悦的气氛中，通过品尝、

工艺品、讲座和品酒工作坊认识本地特产！

一个有运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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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彼利埃地中海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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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欧洲最大的行人步道区，在蒙彼利埃散步是一门艺术！中世纪的胡同巷弄、奥斯曼式建筑、新

古典主义建筑、现代风格的街区加上设计新颖的轻轨电车穿梭其间，蒙彼利埃俨然露天建筑博物

馆，邀请人们自在悠游。

蒙彼利埃地中海融合了缤纷色彩和多样情调。

在塞文山脉（Les Cévennes）徒步旅行，体验

卡马格湿地的传统和风光，捕捉圣狼山（Pic 

Saint-Loup）令人惊艳的风貌，在塞特（Sète）

欣赏运河与大海环抱的独特景致，饱览佩泽纳

斯（Pézenas）如诗如画的风光，呼吸圣吉扬莱

代塞尔（Saint-Guilhem-le-Désert）的神圣气

息，骑乘自行车沿着地中海尽览无垠的地中海与

细致沙滩......所有这一切，都在附近！ 

古迹和当代建筑错落的城市 

多元景点，

永远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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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远播的节庆、全国瞩目的设备、新兴人才的崛起、各种形式

的艺术发展、街头艺术，蒙彼利埃无疑地是一个蕴生文化之境。 

不容错过：法布尔博物馆、MOCO（2019年6月开幕）、大众馆、拉

塔哈（Lattara）考古遗址  - 亨利·普拉德博物馆的展览，以及

其他许许多多热闹非凡的节庆...... 

蒙彼利埃濒临地中海，海滨是蒙彼利埃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无论喜爱的是温馨、体育或者大自然的氛围，蒙彼

利埃的海岸线可以满足各种品味！ 

千万不要错过夹在无垠大海与无际葡萄园之间的罗曼式建筑

之珠：马格隆内大教堂（Cathédrale de Maguelone）令人赞

叹的景致。其他不容错过的还有四月到九月之间开放的私人

海滩，赤足踩在柔软的沙滩上，喝杯鸡尾酒或度过精彩的晚

间派对；更大胆的游客则可以在沿海的许多海滩玩站立划桨

或风筝冲浪！ 

文化与创意的实验室

地中海作为一个游乐场

保证让您充满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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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无处不在

包括每年吸引将近50万名爱好者涌进

蒙彼利埃的FISE在内的极限运动盛

事，或者夜间健行，还有像是风筝冲

浪或帆船等水上运动，再到艺术工匠

和制琴师、葡萄种植者，以及研究人

员和艺术家，蒙彼利埃的人们本着热

情而活，散发精彩生命热力！ 

探索蒙彼利埃地中海，即是与充满热

情的人们相遇。这是这块土地的灵

魂！#montpelliernow，感受生命，尽

情分享！ 

在 葡 萄 园 中 晃 游 ， 在 韦 尔 尚

（Verchant）酒庄或其他城堡大院

品尝本地产的葡萄酒，在拓湖四周

品尝生蚝，在农场品尝最新鲜的橄

榄与名产......透过味蕾感受与认

识蒙彼利埃地中海！

热情洋溢的土地！ 

大饱眼福与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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