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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亚眠

大城市的优势，田园生活的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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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 Amiens cedex 1
电话 : (+) 33 (0)3 22 71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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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9H30至18H30(从10
月份到来年3月份营业时间改为
至18H)，周日上午10H至12H，
下午14H至17H

Stéphanie Cadet
亚眠市旅游局新闻部负责人
+33 (0)3 22 71 60 53
s.cadet@amiens-metropole.
com
Michel Collet
亚眠市-亚眠市镇联盟新闻
专员
+ 33 (0)03 22 97 40 99
m.collet@amiensmetropole.com

一些重要的数字
亚眠城市:
占索姆省总人数的

24%

136 998
居民(2015年人口普查)

亚眠市镇联盟成立于2000年1月1日
今天有超过

180 000
39

多位居民

个市镇.

它包括

它在法国人口最聚集的市镇联盟中排第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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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 1星级酒店 (175个房间)
家 2星级酒店 (402个房间)

30 000
学生

40%

其中
是25岁以下

家 3星级酒店 (573个房间)
家 4星级酒店 (256个房间)

酒店房间数量为

1 599
35

个

家酒店
4

家 5星级酒店 (12个房间)
家 未评星酒店 (181个房间)

1

1

个 4星级野营地

有

145
2

个车位

个 3星级野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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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亚眠)

个旅游住所

33
1

个车位

(贝尔唐格勒)

个青年旅舍

(325张床)

(180张床)

589 150 170 000 170 660
是观赏过亚眠大教堂于
2017年新推出的灯光
秀“Chroma’’的人数。亚眠
大教堂一年接待游客数量为
600 000 人。

有超过

动物园在2018年接待了

名游客体验过每年从四月至十
月开放的世外桃源-湿地公园

位客人，动物园成为索姆省接
待游客数量排名第二位的旅游
景点。

一些重要的日期
1992年，亚眠被誉为“
艺术和历史之城”。这
个称号到2013年拓展
为“艺术和历史之地’’

2017年5月19日: 亚眠队令人难以置
信的在第90分钟击败了兰斯队，进
入法国足球甲级联赛

从2013年起，亚眠
被评为4星级鲜花
城市

2017年，亚眠获得为
接待残障人士和盲人
设立的“所有人目的
地’’称号

2018年10月25日: 亚眠获得保护湿
地城市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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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活动一览
亚眠旅游局周三鲁滨逊之旅 7
月10日，17日，24日和30日，
以及8月7日，14日，21日和28日
上午10H至12H 坐船游览，还可
在世外桃源中休息享受美食。

国际花园
节-2019亚眠世
外桃源
6月7日至10月20日

在这第10届节日中，您可以到世外
桃源的漂浮花园中进行真正的探险。
参观的路线中包含有五十多个花园，
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园林设计师，建
筑师和造型艺术家设计的装置艺术。
可以忙里偷闲徒步欣赏Fagots岛上的艺术作
品(免费)，或是乘船从Fumier港口(需要预定)
欣赏安置在Clermont池塘周围的艺术作品。

© Yann Monel

 术&花园，上法兰西大区
艺
+ 33 (0)3 22 52 52 96
contact@artetjardins-hdf.com
artetjardinshdf.com

春季和秋季旧货市场
4月14日和10月9日

旧货市场届时会有2000个摊位，摊主既有业余爱好者也
有专业人士。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买主会在旧货市场上淘
宝。不容错过。
 场街区商人协会和市中心商人联合会
市
grande-rederie-amiens.com

© OTAM - FL

您还可以参观
手工艺者和艺术创作者的集市，2019年5月到9月的
最后一个周六，10H至18H，在Dufau花园，大教堂脚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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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巡礼，亚眠
大教堂名胜古迹
独特的体验

© Laurent Rousselin, spectacle Spectre Lab pour Amiens Métropole

6月15日至9月22日，以
及圣诞节市场期间
光之巡礼，名胜古迹独特的体验在2017年旅游
季留下了惊艳一笔。在延续了15年的灯光秀“ 亚
眠，彩色的大教堂’’(超过200万人参观)的经验
之后。圣母院再一次上演新颖，富有活力的灯光
秀。灯光秀是融于光和影的旅行。颜色是灯光秀
的主导，通过不同颜色的光大教堂的西面照亮。
每晚夜幕降临时，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体验
灯光秀。
 眠市旅游局
亚
+ 33 (0)3 22 71 60 50
ot@amiens-metropole.com
amiens-tourisme.com

澳新军团日
4月25日

每年4月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会来到索姆省纪念澳新军
团日。澳新军团登陆土耳其的加利波里, 1915年4月25日在索
姆河战役中出名，尤其是在维莱布勒托纳市。1918年4月25
日，在激烈的战斗过后，驻扎在维莱布勒托纳市南部的澳大
利亚格拉斯格旅长的13旅师和在该市北部的埃利奥特旅长的
15旅击退德国人，并会师。维莱布勒托纳市解放日和加利波
里登陆后的失利之战是同一天。维莱布勒托纳战役结束勒德
国自三月发起的战斗，并且避免了德国人占领亚眠。

© Garry

 新军团2019年4月25日的日程安排
澳
somme-tourisme.com/la-grande-guerre/
anzac-day-2019
注意! 如果您要参加纪念活动，请在网站上注册
https://overseascommemorations.tickete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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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 OTAM - FL

街道属于亚眠/第42届
公共空间艺术节

古老的水上集市
6月16日

6月14日至16日

每年一度，在“街道属于亚眠’’节日期间，水上集市和往昔一
样举行。种植着们穿着传统服装(湿地菜农)乘着装满水果和蔬
菜的尖角船沿索姆河而下。

第42届活动，会有三十多家法国和欧洲的公司受邀参加。
主要有5个主要的焦点 - 公共空间的马戏团，高和强，身体
和灵魂。在艺术市集闲逛，观众被邀请发现为公共空间设
计的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和活力。周六晚上特别的活动，在
Longueville广场观看走钢丝。

 护和维护湿地协会
保
+ 33 (0)3 22 92 12 18
amiens-tourisme.com

©Festiv’Art

 法兰西大区马戏艺术中心
上
+ 33 (0)3 22 35 40 41
larueestaamiens.com

第24届漫画交流会

艺术节

上法兰西大区第9艺术大型活动。漫画节期间有很多活
动: 创作工坊，放映，展览，亲笔签名，会议等。六月
份会在Halle Sernam 5000平米的场地举行，紧邻火车
站，是一个值得探索发现的地方。本届活动，Enrico
Marini, 2001年以来蝎子系列漫画的画家，达高出版社
出版的两个蝙蝠侠，黑暗骑士(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作者
会在2019年海报上签字。

艺术节，跨学科的节日，现在是一个一定要参加的地
区性的节日。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皮卡第大区不
同形式的艺术家(戏剧，音乐，电影，辩论，造型艺术)
，并向大众普及。

6月1日和2日

2019年10月

 术节协会
艺
+ 33 (0)6 64 87 70 43
myfestivart.com

‘我们走在气泡上’’协会
+ 33 (0)3 22 72 18 74
bd.ami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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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圣诞集市

11月22日至12月29日

© Cyrille Struy

这里被电视娱乐杂志誉为是法国北部最受欢迎最迷人
的圣诞集市。圣诞集市重返市中心街道，盛情迎接不
同年龄的观光者。借此机会，亚眠会重新披上迷人的
灯光，装饰起130多个小木屋。在2公里的步行街上，
手工业者，不同的活动，灯光，和旋转木马会给游人
带来梦幻的年终时刻!

© Jean-Marie Faucillon

© Archives municipales et communautaires
d’Amiens Métropole_ 5Z235

亚眠市旅游局
+ 33 (0)3 22 71 60 50
amiens-tourisme.com

索姆河战役纪念日

第39届亚眠国际电影
节

7月1日

11月15至23日

7月1日标志着索姆河战役的爆发，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
血腥的战役之一。每年，数以千计的游客聚集在一起纪念在
1916年战役中倒下的士兵。

第39届法国北部最大型的电影活动在亚眠举行! 电影节将放
映400部电影，迎接超过63 000位观众，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超过450名专业人士参加。

 念日活动安排
纪
somme-tourisme.com/la-grande-guerre

 眠国际电影节
亚
+ 33 (0)3 22 71 35 70
fifa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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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花园聚会

亚眠的夏天

花园聚会，以“花园里的动物们’’为主题，向公众介绍保护，
保存，保养，维护和建造花园的问题，以及传播技术诀窍。

亚眠的夏天在7月和8月为法国和其它国家地方来的游客提
供各种不同的活动: 在圣皮埃尔公园(Parc Saint-Pierre)家
庭度假，在冈贝塔广场(Place Gambetta)放松，在大沼泽地
(Grand Marais)做体育运动，也有在亚眠街区和市镇的不同
活动。

6月7日至9日

7月6日至8月25日

 国公园和花园委员会
法
parcsetjardins.fr ou rendezvousauxjardins.culture.fr

© Sébastien Coquille,
Amiens Métropole

© Sébastien Coquille, Amiens
Métropole

 眠市旅游局
亚
+ 33 (0)3 22 71 60 50 - amiens-tourisme.com

第29届水边中世纪
8月31日至9月1日

和每年一样，水边中世纪活动将圣勒街区置身于中世纪的氛
围中。80 000游客在中世纪的营地感受曾经的日常生活，习
俗和职业。
 眠人的历史传统
亚
+ 33 (0)6 28 58 42 66
medievales-amiens.fr

10天文化遗产日和第
36届欧洲文化遗产日

9月18至27日(10天)和9月21日
和22日
通过有文化部认证的导游讲解或是带领讲解城市路线，免费
参观或重新免费参观亚眠市不同的文化遗产。
 眠，艺术历史之城
亚
+ 33 (0)3 22 22 58 90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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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文化之城
1992年以来，亚眠享有
历史文化之城称号。亚眠
致力于提高建筑和文化遗
产的价值，并组织很多活
动: 讲解活动，展览，教
育活动。在法国有190个
城市享有历史文化之城的
称号。

© Laurent Rousselin, spectacle Spectre Lab pour Amiens Métropole

6月15日至9月22日
作
为参考的时间表: 六月
22H45/七月22H30/八月
22H/九月21H45/十二月19H
演出时间 : 50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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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亚眠圣母大教堂
历时60多年一次性建成(1220-1288)，亚眠圣母大教堂呈现
卓越统一的风格。对称的和谐，线条的纯洁，丰富的石雕，
犹如真正的蕾丝花边，使它成为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之一。
它是史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被两次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亚眠大教堂令人肃然起敬!
参观自由免费
• 从4月1日至9月30日: 8H30至18H15 (周五，周六和周日至
19H30-需要预定)
• 从10月1日至3月31日: 8H30至17H15 (周五，周六和周日至
18H30)
© ADRT80 - AB

讲解和不同寻常的参观
让通过文化部认证的讲解员为您讲述亚眠大教堂的一切。
 眠，艺术历史之城
亚
+ 33 (0)3 22 22 58 97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com

使用讲解器参观

全年可以使用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荷
兰语讲解器参观。
新的 : 俄语和中文讲解器+ 适合小朋友使用的英语版本

同时也可以参观: 亚眠圣母大教堂钟楼或
可欣赏城市360°全景!
爬上307阶台阶到达大教堂最高点。看着高达112,7米的尖顶，
让您感受到高处的惊险。您可以一览亚眠市的全景。
 眠大教堂接待处
亚
圣母广场
+ 33 (0)3 22 92 03 32
cathedrale-amiens.fr

在亚眠市旅游局租赁
1H15
5欧元(租赁两个以上是4欧元)

还有儿童版本!

用儿童语音导览器来参观大教堂... 专门为7到12岁小朋友设
计，小朋友通过专门为它们设计的工具了解大教堂的美妙之
处。只需要15个步骤，他们会对大教堂加深了解。
在亚眠旅游局办公室租赁
大约1个小时
3欧元

发现宝藏

经历了20年的施工，从2016年2月起，亚眠大教堂的“宝藏’’再次
对公众开放。展品无论从历史还是艺术方面都具有极高价值。宗
教圣物和圣骨盒是中世纪金银制品的杰作。

“光之巡礼，名胜古迹独特的体验”
2019年6月15日至9月22日和圣诞节集市期间
亚眠大教堂的新表演迎来它的第三季。全年的主题是重现色彩，色彩成为剧情的主线，并将大教堂的正面照亮。亚眠市选择Spectre
Lab公司来进行设计，在科学专家米歇尔.帕斯图尔的带领下，这位色彩象征历史学家用新的设计重现了色彩，另外由作曲家和音响设
计家亚力克斯. 贾弗雷创建的Start-Rec公司来完成配合音乐。从周四到周日，会有讲解员免费讲解并回答关于大教堂灯光秀颜色方面
的问题。
新特点: 亚眠市旅游局围绕灯光秀主题开发了一系列产品，有一些产品获得很大成功: 3瓶装灯光秀主题的啤酒礼盒，Marbella皮肤上
的珠宝，前3名的法国及世界明信片和邮票。还有其它产品: 海报，马克杯，温度计，雨伞，冰箱贴，笔记本和笔，格尺，彩色铅笔，
水彩笔，纸板座椅，手提袋等其它的销售产品。
亚眠旅游局，地址 23, place Notre-Dame - + 33 (0)3 22 71 60 50 - amiens-touris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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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德孔波
斯特拉路

© Laurent Rousselin /
Amiens Métropole

2018年5月，两颗“圣米歇尔山’’和“孔波斯特拉’’
的两个钉子被密封。标志着亚眠和鲁昂新路线的
起点。这条路是从布鲁日到孔波斯特拉路线的一
部分。在亚眠，步行者或者骑山地自行车者可以
选择巴黎，博韦或者鲁昂的路线。

请记住: 钟楼在七月和
八月每周五晚上23点露
出真容。

钟楼
© Samuel Crampon

亚眠的钟楼和皮卡第区以及北部加莱区的
23座钟楼一起在2005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亚眠的钟楼可以追溯到中世
纪。它代表亚眠市镇在面对封建权力的独
立。最早的市政厅，它以曾经作为监狱而
闻名。登上一百多阶台阶，可以到达露天
看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城市全景和18世纪
的教堂钟楼。您也可以请有认证资质的导
游陪同讲解参观钟楼。
 眠，艺术和历史之城
亚
+ 33 (0)3 22 22 58 97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com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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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勒· 凡尔纳故
居
这是一座19世纪的私人宅邸，也被称为
带塔楼的房子, 儒勒·凡尔纳在那里居
住了18年，并撰写了其著作非凡的旅程
的大部分内容。来参观他的想象世界和
他的每日生活起居。这里有700多件象
征儒勒·凡尔纳的性格特征，创作灵感
来源的物品。 还有什么能比亲自参观儒
勒·凡尔纳的乡间别墅更好的呢? 他的
编辑、妻子或 者他小说中直接蹦出来的
人物之一:路路通、奥达公主、喜欢
被 称为«世界的主人»的征服者罗比尔...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儒勒· 凡尔纳故居
2 rue Charles Dubois
(angle du Bd J. Verne)
+ 33 (0)3 22 45 45 75
amiens.fr/julesverne

儒勒· 凡尔纳，城市的英雄
来到这里怎能不提到亚眠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儒勒·凡尔纳这位南特的小说家是《地心游记》和《海底两万里》 的
作者，他在亚眠生活了30多年。他长眠于马德莱娜公墓，他壮观的陵墓就在古木成荫的大道旁。他的62部奇幻旅程
著作中的大部分是在他的故居中完成的。他的住处也供游人全年参观。借此机会您可以漫步在作者« 环球80天漫游»
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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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儒勒·凡尔纳马戏
团，成功闪亮

Cirque Jules Verne © Samuel Crampon

儒勒·凡尔纳马戏团经过完美的整修并添加了外部照明令马戏
团更加出众，这是全法仅有的最后几个«固定» 用石材建造的
马戏团之一。目前，还有留存有8个这样的马戏团，其中有
亚眠的(兰斯、香槟沙隆、埃尔伯弗、瓦朗西纳、杜埃、特鲁
瓦、巴黎的冬季马戏团)。它的金属建筑由埃米尔. 里基耶设
计，而图画装饰则由匈牙利的当代画家恩斯特·卡拉梅勒来完
成，二人的完美合作值得游客一游! 儒勒·凡尔纳马戏团曾接
待过最负盛名的马戏家族。它也曾作为費德里柯·費里尼的电
影 « 小丑们 » (1971)以及让-雅 克·贝奈克斯的电影 « 跟着
爱情走 » 罗塞琳娜与狮子(1989) 的拍摄场景。自2011年1月1
日，儒勒·凡尔纳马戏团被誉为马戏和街头艺术国家中心。按
照公共文化合作机构(EPCC)规定，它成为法国十大此类中心
之一。
 勒·凡尔纳马戏团
儒
Place Longueville - + 33 (0)3 22 35 40 41
cirquejulesverne.fr

路易·阿拉贡图书馆
© Bibliothèque d’Amiens Métropole

路易·阿拉贡图书馆建于1826年，是法国第二大最古老的图书馆，
儒勒·凡尔纳生前经常来这个图书馆。在2000年，亚眠市政府购得
了Piero Gondolo della Riva的藏品收藏在图书馆。他的藏品汇集
了大量的文件和物品。他的一部分藏品:儒勒·凡尔纳的手稿和工作
笔记，作品的稀有版本，海报和衍生产品等可以在儒勒·凡尔纳故
居欣赏到。
 能通过预定参观图书馆，电话号码
只
+ 33 (0)3 22 97 10 10
https://bibliotheques.amiens.fr

玛德莲娜公墓
这里是亚眠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玛德莲娜公墓建于1796年的
一个浪漫的公园内。它是法国最美风景公墓之一。参天的古
木列于道路两旁迎接人们到这个占地18公顷的公墓来散步或
游览。亚眠最大家族们的墓地见证着城市在19世纪的繁华。
如想参观玛德莲娜公墓的大道，可以选择一名由文化部认证
的演讲导游陪同参观。开放时间从3月到9月每月的的第1个周
日。

© ADRT80-AB

 眠，艺术和历史之城
亚
+ 33 (0)3 22 22 58 90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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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re Lefort

© Équipe Frenak et Julien, Architectes, Paris

皮卡第博物馆

城塞

2019年结束之际，索姆省小卢浮宫，最早在19世纪建造的
艺术宫殿，因施工关闭两年后，重新开放。由建筑师工作室
Frenak和Jullien进行重新绘画修复。皮卡第博物重新在亚眠
文化环境中获得应得甚至更高的地位。

由亨利四世决定修建，由 Jean Errard de Bar-le-Duc想
象，由蓬皮杜文化中心之父Renzo Piano改变面貌，亚眠城
塞第一次迎接九月份开学的学生，混合了新装修的气味和历
史的香气。因为420年以来，它的城墙都不可逾越。现在它
的大门向公众开放。3600平米的广场上竖起一个红色立方
体，像是圣皮埃尔区，圣毛里求斯区，圣勒区和亚眠北部的
十字路口的指向标。

 卡第博物馆
皮
48, rue de la République
+ 33 (0)3 22 97 14 00
amiens.fr/musees

从三月到九月可以在导游陪同下参观

木偶剧院“亚眠的
CHÉS CABOTANS’’
“喝好、吃好，然后什么也不做，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这是著名的拉线木偶（cabotan）的箴言。如果我们相信传
统，它诞生于1811年的圣勒区，那里曾有19座木偶剧院。拉
弗勒爱攻击但是忠诚并且敌视不公，他全年在其诞生的社区
木偶剧场上演“亚眠Chés Cabotans”。这也不乏为一个了解
圣勒区灵魂和皮卡第之精妙的教育性活动。

© AS Flament

 卡第活动剧院
皮
31, rue Edouard David
+ 33 (0)3 22 22 30 90
ches-cabotans-dami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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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塔

该名字被送给德瓦衣钟塔，这是对亚眠民众和游客来说独一
无二的珍贵建筑，经过的人们都会拍照留念。它标记了从市
中心到大教堂的方向。它是多名艺术家的合作结晶：埃米
尔.里基耶设计了铁质部分，阿尔伯特.豪兹设计了坐在底座
的雕塑。

和大教堂一样，人们即使很远也能看到它。高达110米，它有
30层。它由奥古斯特.佩雷于1952年建成，它完全由混凝土建
筑，曾经是欧洲最高的建筑。它的顶端现在装有一个玻璃的
流沙盒，旨在为亚眠人报时。夜晚降临，在橙色、紫色的灯
光下，它宛如纽约的摩天大楼。

© F; Leonardi

© C Struy

裸露的玛丽

© Alain Séchas

© Ludovic Kitel, CCI Picardie

在城市漫步
中参观

BOUCTOT-VAGNIEZ
公馆

政府订单
亚眠也因为政府订单而出名：史蒂芬.巴尔肯霍尔的三部曲
（1993年多彩木制），在圣皮埃尔公园的约兰达.古蒂亚兹的
Agualuna，在皮卡第博物馆圆厅的索尔.鲁伊特的第711号墙
画，阿兰.赛沙的三只小猫 ，让-米歇尔.奥通尼尔的彩色的眼
泪(2007)......这些作品都隽写在40多年来由亚眠市带领并得
到文化部支持针对当代艺术家进行的政府订单政策里。

建于1911年，它是迪图瓦兄弟的杰作。该私人住宅是丈夫送
给年轻妻子的结婚礼物，它是法国北部新艺术的杰出见证，
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外部建筑上，同时也主要展示在其内部装
饰上。这里是地区工商院的旧址，而现在它正处于翻新修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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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自然风光之城

湿地公园，法国独一
无二的地方
从中世纪起由湿地种植者开发，这些漂浮的花园构成了300
公顷的菜园和亚眠市中心舒适地点的镶嵌画。拥抱在索姆
河和阿弗尔河的怀抱里，湿地被这些皮卡第语叫做« rieux»
的运河分成小块。人们可以乘坐传统的尖角小船来游览。

© Yann Monel

 地保护和保障协会
湿
54 Bd de Beauvillé
+ 33 (0)3 22 92 12 18
amiens-tourisme.com

湿地博物馆
2017年在里韦里开放，这一环保博物馆以湿地自然空间保
护和湿地菜农和种植者的生活为荣。它拥有由一对湿地种
植者夫妇特丽莎和赫乃.诺瓦克多年来耐心收集的丰富的设
备和机器。为了令博物馆的参观更完美，这里还为您提供
电动私人小船来顺流观赏湿地公园......

© OT Amiens Métropole FL
© ADRT80-AW

 33 (0)3 22 91 96 36 ou
+
+ 33 (0)3 22 91 95 53
museedeshortillonnag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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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步行或骑车沿
索姆河畔的拉纤小路
游览。

1971年在伊朗批准的湿地公约，
目的是保护湿地的动植物。亚眠
市因其保护索姆河谷的政策收到
奖励: 湿地公园，圣皮埃尔公园,
奥图瓦，三头牛的沼泽，蓬瓦莱
池塘，小沼泽，尼所佩劳所夫公
园，和城塞的护城河。

亚眠动物园
亚眠动物园是索姆省继亚眠大教堂之后的第二大旅游胜
地。亚眠动物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由市政府进行的预算
4200万欧元的扩大和翻新项目将在2024年结束。在园林
设计师 Jacqueline Osty和他的合伙人的推动下，这个项
目还将有老虎返回动物园。更多项目信息可以参考第38
页。
 多瓦大道-奥多瓦广场
奥
+ 33 (0)3 22 69 61 12
amiens.fr/zoo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物园从2月1日至11月15日开门
动
二月，十月和十一月: 10H-17H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和九月:10H-18H
七月，八月: 10H-19H
从11月16日至1月31日年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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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las Bryant

亚眠，保护
湿地公约城
市

© Samuel Crampon

© AMAH

© Jardin des plantes d’Amiens Métropole

历史的花园，
花园的历史

圣阿舍利考古
花园

植物园

为了颂扬亚眠遗产中最古老的见证-阿
舍利文化而布置的圣阿舍利考古花园是

它的起源始于13世纪，它是法国最古老
的花园之一。植物园面积为1公顷。

漫步历史的好去处。参观能让您观察河
谷并追溯索姆河的历史。从3月到9月，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有讲解参观。
免费参加3月，4月和6月的第一个星期
三的考古主题的会议。全年自由免费参
观。2018年是法国考古学家布歇·德·
彼尔特去世150周年，圣阿舍利考古花
园有机会来纪念这位将史前科学带入索
姆河谷的著名人士。从10月到6月的会
议，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

那里的收藏令人赞叹：大型的多年生植
物、染色植物（它们在过去是亚眠的财

 阿舍利考古花园
圣
10, rue Raymond Gourdain
+ 33 (0)3 22 47 82 57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
com

富）、参天大树。您可以仰慕最近被修
缮的拿破仑三世的暖棚。
新特点: 漫步在田野间，浸润在植物
园的芬芳中，在植物学家的带领下参
观。您将了解这个美丽的植物园以及拿
破仑三世的暖棚曾经的历史和秘密。根
据计划安排参观讲解。
 0, bd du jardin des plantes
6
+ 33 (0)3 22 97 41 98
10月1日至3月31日，8H至17H30
4月1日至9月30日，8H至20H
自由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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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瓦公园
奥多瓦公园可以追溯到8世纪，在19世
纪它由于圣豪士街区和汉姆郊区的城市
化而渐渐融入了城市的背景。奥托公园
今天是亚眠人散步的好去处。在那里也
经常举行室外活动。孩子们可以在一个
专门为他们布置的游乐场玩耍，而大一
点的孩 子们则可以骑车或穿旱冰鞋在
湖边大道驰骋。

© Sébastien Coquille – Amiens Métropole

© Ronan LeBideau

当代花园

圣皮埃尔公园

大湿地公园

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和谐地衔接着圣勒街区和湿地公园。那
里有风景艺术家雅克丽娜.奥茨为公园设计的水生植物和半水
生植物、杨树、柳树、桤木和睡莲镶嵌于达22公顷的面积。
长为620米，日间散步小路带着您参观各种风景区; 水滑梯、
水上花园、池塘、湿地，您可以穿过整个公园。圣皮埃尔公
园也是钓鱼爱好者以及体育爱好者和孩子喜爱的地方，那里
布置有游戏区。圣皮埃尔公园是全家散步的好去处。 圣皮埃
尔公园全年每天开放，自由入内。

位于亚眠西北方，大湿地公园是个占地23公顷的美丽地方。
公园是慢慢将旧时的排水口修复而建成的。2007年在排污
后对外开放，大湿地公园在亚眠野营地对面。它有一个停车
场、两个足球训练场地（足球和美式足球）、一个滑板公
园，一个足球、街道篮球、街道曲棍球和排球场地，还有一
个有氧路线。您既可以在那里休息也可以在那里运动。夏天
会有免费的活动。
 33 (0)3 22 22 59 75 ou
+
+ 33 (0)3 22 22 22 50
公园全年每天开放，自由入内参观

 oulevard de Beauvillé
B
+ 33 (0)3 22 22 59 75 - + 33 (0)3 22 22 2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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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美味之城
亚眠有一些您一定要品尝的特产!

亚眠马卡龙配
方
配料
* 250克 杏仁粉
* 200克糖
* 1汤勺蜂蜜
* 2 个蛋清和1个蛋黄
* 1汤勺杏子果冻或苹果果冻
* 几滴香草露
* 1咖啡勺苦杏仁提取液
准备
1. 混合杏仁、糖、蜂蜜和香草露
2. 一
 点点加入蛋清：混合后的结果应该
和杏仁面团是一样的质地
3. 加入杏子果冻和苦杏仁提取液

© AS Flament

4. 在冰箱静置6到8小时

亚眠马卡龙

5. 搓
 成直径4厘米的长卷，切成厚度为2
厘米的片，放在铺有沾了黄油的烤箱
纸的烤盘内.

亚眠的马卡龙是亚眠的特色！采用
杏仁、水果和蜂蜜制成，它的美名
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由凯瑟琳.德
美第其引进，它因为让.特罗尼奥尼
闻名。它现在在法国享有盛名并在
1992年的国际甜食展上获得地区美
食最高奖。亚眠马卡龙与其他基于
奶油烤蛋白马卡龙不同。它更像是
松软的饼干。

6. 刷上蛋黄

22

7. 用
 中火烤(火力 6/7 或者180°C) 20
分钟（马卡龙应该变得金黄但不是
褐 色）
8. 放置让其凉透

湿地菜农的蔬
菜：
© OTAM-FL

种植在湿地肥沃的土壤中，小萝卜、花菜、
萝卜、生菜、胡萝卜和大葱都
能在帕门蒂尔的广场上的市场摊位上买到，
尤其是在周六早上。它们很容
易被鉴识，只需要留意绿色和蓝色的篮子就
能找到它们。在湿地公园有8个

© CDT Somme _PC

菜农种植蔬菜。

发酵甜面包
巧克力薄瓦
(LE GÂTEAU BATTU)

巧克力薄瓦是亚眠的另一特产。它是薄薄的一片含有杏仁的
巧克力。亚眠巧克力薄瓦有四种口味，巧克力咬起来很脆，
入口即化。有富有浓郁巧克力味道的黑巧克力口味，有牛奶
巧克力口味，也有为喜欢甜甜口味的爱好者准备的白巧克力
和橙子口味......您一定要品尝！

发酵甜面包(le gâteau battu)是当地特色菜肴之一，和当地的
烹饪美食历史密不可分。它是一种布利欧甜面包，富含黄油
和鸡蛋，但是面团比传统布利欧甜面包更松软。它是在一个
高的圆柱形凹槽模具中烘培，赋予它类似厨师戴的高帽的形
状。

亚眠鸭肉酱
© Sam Bellet

这一特色于1643年被发明，在17世纪因塞维涅夫人(法国著名的书信
作家)闻名于世。它是一个以鸭肉为原料的带面包壳的肉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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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集市的项目，为露天市场带来新
气息
逛集市的欧洲项目于2017年7月启动，旨在振兴活跃法国北部和英国南部的传统市场。项目
合伙人会帮助这些市场中的商人们和生产者们找到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增加他们所在的
历史城市中的游客数量。

© CRT Picardie/Benjamin Teissèdre

在PARMENTIER
广场的集市
在树荫下，聚集了30多个摊位。去花时间了
解这个色彩缤纷的集市令人感到愉悦。集市
中不同的味道，还有种类丰富的蔬菜会让每
个人的味蕾感到高兴。每周六上午8点至13
点，菜农们和当地的生产者们会在市场上摆
摊。

© Laurent Rousselin

在MAURICE
VAST广场的集
市

钟楼市场，亚眠人的美食
之约

© OT Amiens Métropole MZ

钟楼市场聚集了17个以售卖优质新鲜食品而出名的摊贩。不仅可以买
到面包，鱼，肉，还甚至可以买到其它地方的产品，例如加拿大的沼
生菰，意大利进口的短粒米(arborio)。奶酪爱好者，Julien Planchon
(奶酪精加工者)让您了解当地最地道的奶酪，并为您精心挑选当地最
棒的奶酪。周末开门，这个市场是赏心悦目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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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钟楼一侧散步，可以来体验Maurice Vast
广场的集市。可以品尝当地的特产。也可
以购买喜欢的纺织品，肉，水果和蔬菜等产
品。每周三8点至17点，每周六8点至17点半
(4月至10月18点半结束)

几个享用美食的好去处
距离亚眠10分钟，在Dury那里，曾
任乔尔·侯布匈主厨的助手，埃里
克.布岱主厨，为您在他的餐厅里烹
饪美食，他的烹饪结合了传统法国
菜式和创新尝试。食材都是优先选
取高质量的、当地的或小农场的。

© E. Boutté/ L’Aubergade

© Grand Gourmand/ L. Leleu

L’AUBERGADE
À DURY

 8, Route Nationale - 80480
7
Dury
+ 33 (0)3 22 89 51 41
contact@aubergade-dury.com
aubergade-dury.com
 餐在39欧至75欧之间(不含酒
套
水)

亚眠的餐厅

购物的几个好去
处

在面积适均的餐厅，人数不多的工作团队成员采用精良的烹饪技术，为您提
供最棒的菜肴，让您在优雅舒适的环境中用餐。人均消费为30欧至40欧。
我们的选择:

AIL DES OURS

11 rue Sire Firmin Leroux – 80000 Amiens - 电话 : +33 (0)3 22 92 12 18
优雅的环境，开放的厨房，富有灵感的套餐，新鲜和时令菜肴让您品尝到丰
富的味道。

BIG BEN

12, rue Cormont – 80000 Amiens – 电话 : +33 (0)3 22 52 98 49
用当季时令蔬果为您烹饪地道的现代菜肴，您一定不能错过的在大教堂脚下
一个舒适的用餐之地

LA PEÑA

45, rue Robert de Luzarches – 80000 Amiens – 电话 : +33 (0)3 22 41
27 35
紧邻大教堂的一家不错的餐厅，上乘的菜肴，充满创新。每个月的第一个星
期天可以提供早午餐。

亚眠玛卡龙和巧克力薄瓦
•经
 营五代的巧克力甜品店Trogneux
在大教堂前广场以及Delambre街
+ 33 (0)3 22 71 17 17
trogneux.fr
•D
 ouceurs et Gourmandises 商店
7, rue Henri IV
+ 33 (0)3 22 91 24 23
douceursetgourmandises.fr
大区特产
• Table et Saveurs 商店
3, rue de Beauvais
+ 33 (0)3 22 92 16 13
•L
 a Halte des Gourmets 商店
7 Rue Henri IV,
+33 (0)3 22 53 90 61
https://lahaltedesgourmets.
business.site/
带皮鸭肉酱
•L
 e Petit Poucet 商店
52, rue des Trois Cailloux
+ 33 (0)3 22 91 42 32
patisserielepetitpoucet.com
皮卡第奶酪
(包裹干草的干酪，苹果酒干酪，皮卡
第Bray地区含亚麻籽奶酪):
•J
 ulien Planchon - Les Halles du
Beffroi
+ 33 (0)3 22 91 96 22
fromagesplanchon.com

L’Ail des ours

Big Ben

La Pe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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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节日之城

圣勒区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圣勒区是城市充满活力的核心区
域，隐藏着不同的样子......白天，被
运河环绕的,铺着鹅卵石,风景如画的
街道展现了圣勒区历史的韵味。色
彩缤纷的泥屋，木屋，砖屋点缀着
街道。您可以观看剧院的表演，找
到设计师的精品店，二手书商和二
手商店。夜幕降临，圣勒街区换了
衣着，餐厅和热闹的酒吧营造出亚
眠城特有的气氛。位于城市中心，
紧邻儒勒凡尔纳大学，圣勒街区是
您小酌，或和朋友聚在一起享用美
食，跳舞和支持体育赛事的理想之
地。在文化上的吸引力，亚眠在全
年举行很多不同的活动: 文化之家
的欧洲创作节，Safra数字化活动，
城市节，灯光秀，艺术，城市和自
然，艺术节，或是最近的夜晚前的
午夜节日。

夜晚前的午夜节日
夜晚前的午夜，亚眠最新的现代音乐节日。由海盗月亮团队
策划，夜晚前的午夜是音乐节的亮点。于6月22日至23日在
大小适中的圣皮埃尔绿色的环境中举行，6月21日在海盗月亮
舞台举办。在节目安排上，满足所有人的品味，从摇滚到说
唱，中间也穿插流行和电子音乐。
 盗月亮团队
海
+33 (0)3 22 97 88 01
minuitavantlanuit.fr

© Emmanuel Coteau / e-po.fr / visualmusic

6月21日至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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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x Caves

© D’une île à l’autre

不同寻常的住宿环境

在地窖里，奢侈新颖概 在湿地公园的木屋
念

在这个独特的地点，受天然植被保护的亚眠湿地公园的中
心，洛尔和马纽采用“环保设计”的方式构建了这个独特的地
方，它占地多达1公顷。快来参观他们的舒适的奇特住宅，6
间木屋，布置成了“即可入住”式的旅馆。您可以马上沉浸在
绿色和水环绕的美妙自然中！

在美妙的拱顶地窖内装饰精美的公寓，它们位于被评为历史
遗迹的一座建筑内。这里有多套风格迥异的套房和房间，有
舒适的非洲风格“小屋”，有巴黎劲爆的“红灯区”，有透着红
色的灯光的，也有配有钢管舞钢管的，也有“拉斐尔”式的精
致和高雅。

 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地址：137 bis chemin de halage –
从
亚眠
+ 33 (0) 6 16 89 19 87 - duneilealautre.fr
两人木屋起价120欧元每晚。（包含早餐）

© Le Marotte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地窖里 - 54 rue Jules Barni - 亚眠
在
+ 33 (0) 3 22 09 79 37 auxcaves-amiens.com
每晚159到299欧元

在摩天大楼里睡觉！

LE MAROTTE低调奢
华的酒店

摩天大楼“佩雷塔”在1960年揭幕，入载于历史遗物。这座塔
直到1969年一直是欧洲最高的建筑。现在它还有另外一个用
途，它可以让您在高达100米的高度睡觉！这里周末或周内都
有数个公寓楼出租。

这个19世纪末的私人住所结合了美好年代的风格、当地艺术家
的家具和装饰以及亚眠当代画家的作品。Marotte酒店，是索
姆省唯一的5星级设施，它最近曾迎接过查理王子、安吉拉.默
克尔和爱尔兰总统。

请到亚眠旅游局进行咨询
+33 (0)3 22 71 60 50
周末起价为230欧元

 arotte酒店5星级-地址：3 rue Marotte – 亚眠
M
+ 33 (0) 3 60 12 50 00 - contact@hotel-marotte.com hotel-marotte.com
根据房间的等级从145欧至500欧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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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租赁索姆河
上的电动船

© ot-nièvresomme

您可以乘船顺水游览，或者在叶绿
色的水中畅游!只需几分钟就能学到
技巧。不需要行船驾驶证!时间长短
可自选:1h30、3h或者一整天。路
线可以游览索姆河上游，参观周边
乡村然后沿着湿地直接到达亚眠市
中心(圣勒街区)。
 上星球
水
6 Boulevard de Beauvillé
33 (0) 3 22 91 43 22
location.planetnautic.com
四月到十月开门

亚眠入口处的CABLE
PARK
处于索姆河谷和亚眠入口的池塘中心，亚眠Cable Park的滑
水升降机和设施期待您的到来来让您体验滑水以及所有的露
天活动，或者您也可以在大自然中小憩片刻。 可以吃午餐，
有木制露天平台, 躺椅和零食。

© Amiens Cable Park

 眠 Cable Park
亚
Route d’Argoeuves
80470 Dreuil les Amiens
+ 33 (0) 9 87 88 61 09
amienscablepark.com
从四月至十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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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板
Montières商业园正在开发滑
板项目。

溜冰场

城市中心的
自行车之路

2019年第二季度，在亚眠的Montieres
区新的溜冰场开业。溜冰场混合了迪厅
的气氛和复古的风格。有直排轮滑和四
轮滚轴。在700平米的新场地，以工业
和蒸汽朋克风格装饰。将溜冰场上有不
同的游戏和活动。还将组织万圣节或者
是圣诞节主题之夜。之后，还将会有一
个30平米的儿童溜冰场开放。

拉纤之路毫无疑问是进入省会中
心最简单也最正宗的方式。这条
专供步行或骑车的宁静小路热情
的邀请着索姆人和游客来顺水参
观索姆河谷所有的旅游、自然和
文化财富。

 冰场
溜
ZAC de Montières
80000 Amiens
laboiteapatins.fr

 游局
旅
23, place Notre-Dame
+ 33 (0)3 22 71 60 50
amiens-tourisme.com

来跳吧 亚眠跳
跳床公园
来跳吧，亚眠跳跳床公园，1500平米的
室内娱乐公园三月初开业。它还包括专
门的游乐场用于打扣篮(蹦床上的篮球)
，Ninja Warrior球场，泡沫罐，一个可
以被抛到3米高的塔，再降落到一个巨
大的充气垫上，一个扭摆跳舞场地，攀
登场，和一个大主阁，蹦床的大平原，
可以随意的跳跃，做杂技和组合动作。
对 “跳床比赛节目: Big Bounce’’ 感兴
趣的粉丝会在这里得到享受。
 跳吧
来
55 Rue de Sully
80000 Amiens
+ 33 (0)3 22 51 19 12
youjum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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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她们令亚眠
瞩目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 Nathalie Bauer /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亚眠是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出生地。他在这里度
过了童年时光，就学于亚眠La Providence高中直至毕业，
他曾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也深受教授们重视。 2017年5月7
日，它以66%的赞同票当选为总统，并成为法国共和国历史
上最年轻的总统。

布里吉特·马克龙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里吉特·马克龙曾是法语教授，她因为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的妻子而成名。她是巧克力世家夫妇西蒙和让.特罗尼奥尼的
女儿-该店铺在亚眠起源于1872年，她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
个。他们的婚礼在2007年10月举行。

MICHOU
于1931年出生于亚眠。他在圣勒街区长大之后到了巴黎并在1950年代
末开设了他的夜总会，他离开亚眠时只有19岁，到达首都后在1956年
开设了他位于马提尔街的夜总会“Chez Michou”。

洛朗.德拉伍斯

让-皮埃尔.佩尔瑙特是TF1电视台13点新闻23年的主持人，他
于1950年4月8日生于亚眠。 他在索姆省的克沃维莱度过了童
年，并在那里的地区日报« 皮卡第时报»完成了作为记者的第
一个实习。

父亲是物业管理员、母亲是博物馆的解说，洛朗.德拉伍斯
在亚眠长大，他和马克龙总统一样曾经就学于宗教学校。洛
朗.德拉伍斯在M6电视台获得成功后转去了法国电视2台作为
20点的新闻主持和制作人。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让-皮埃尔.佩尔瑙特

哥特队
哥特队1967年成立，是在亚眠的冰球俱乐部。哥特队的颜色是黑色，
红色和白色，在主场比赛。亚眠冰球俱乐部两次获得法国冰球锦标赛冠
军，从1982年起，是法国冰球的最高水平。2019年2月17日，在Bercy
城，哥特队经过加时赛，以3比2战胜里昂队，第一次捧得法国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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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ébastien Coquille, Amiens Métropole

杰里米.斯特拉维尤
特长为仰泳和自由泳的法国游泳健将杰里米.斯特拉维尤在1988年7月
14日出生于阿布维尔。他隶属亚眠游泳俱乐部，在2009年法国冠军赛
上获得了第一次名次，之后成为了年末短池自由泳4x 50米接力赛的欧
洲冠军。在2010年，他在布达佩斯欧洲锦标赛的仰泳赛中获得了100米
的银牌。

MB 14的真实姓名是穆罕穆德.贝乐奇尔，他来自亚眠，曾参加了好声音第五
季的甄选。 他创建了由四个法国节奏口技歌手组成的Berywam组合。该组
合获得了法国人体节奏口技大赛的第10名，他们现在正在宝丽多录制唱片。

© Morgan Kessler

MB14

© DannyWillems

洛基亚.淘雷
歌手、作家，作曲家，演说家、吉它手，洛基亚.淘雷在1974年1月24日出
生于马里，现居亚眠。2009年她的唱片Tchamantché获得了« 世界音乐»
栏目的胜利。

© Laurent Rousselin-Amiens Métropole

作家，作曲家，演说家, 阿尔滨.德拉西蒙在1970年12月14日生于亚眠。他是众
多艺术家的钢琴手或编曲合作伙伴，例如:马秋·波加特斯、阿尔蒂尔、凯伦·
安、让-路易.奥贝尔、沙利夫.凱塔、阿兰.苏雄、阿兰.尚弗、凡妮莎·帕 拉迪
斯、伊基·波普......作为乐器演奏家的同时，他还撰写自己的歌曲，并自 2003
年起发布了5张专辑。

© Frank Loriou

阿尔滨.德拉西蒙

亚眠体育俱乐部运动员
亚眠市镇联盟俱乐部现在已经成为法国足球队的顶尖球队之一。在2017年5月
19日对抗兰斯的不可思议的加时赛之后，亚眠足球队员将亚眠体育俱乐部的旗
帜插到了甲级球赛。这是俱乐部的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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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联盟的其它地点
贝尔唐格勒
城堡
©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由克莱蒙-同奈儿家族于1730到
1734年建成，这座城堡的石头外墙
风格和谐。其摄政时期的风格并被
列为历史古迹，我们可以通过长长
的绿荫大道和壮观的« Le Vivarais
»制作的狩猎风格铁栅栏进入城
堡。

© OTAM - OS

© CRT Picardie/Guillaume Fatras

 0260 Bertangles
8
+ 33 (0)3 22 93 68 36
chateaubertangles.com
chateau@chateaubertangles.
com
7月6日至8月25日(周一除外)下
午16H至17H30，每天可跟随讲
解员参观城堡内部和外部
成人: 8欧元-小朋友7至12岁:5欧

克勒兹古老农场

克勒兹城堡公园

来这里您可以通过动物、原始农业技术、设备(打谷机)、 工
具和不同文档来了解上世纪农场工作的活的农业博物馆。

占地4公顷的英国花园环绕着城堡，这是18世纪的« 疯狂»，
它被列入历史古迹保护补充名录(ISMH)。它旁边紧挨着一个
法式花园:水池、菜园、日式花园。

1 , rue de Revelles 80480 Creuse
+ 33 (0)3 22 38 98 58
la-ferme-dantan.net

2 rue de Revelles 80480 Creuse
+ 33 (0)3 22 38 99 19
visite-chateau-jardi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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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波夫的圣兰
德池塘自然保
护区
在亚眠入口处、在阿弗尔河谷，它是索姆
的支流，圣兰德尔池塘自然保护区在1979
年成为皮卡第第一个被评为国家自然保护
区的地点。在17到19世纪，采掘取暖的泥
碳之后在原有的田野的地点挖建了池塘，
而池塘就是今天的保护区。这里还有其他
行业例如:养牛场、在田野漂白在附近织造
的日用织物以及水生植物割草，这些行业
也同时形成了湿地和它的环保特征。丰富
的动植物构成了这里的风景。

© Samuel Crampon

皮卡第自然空间保护
+ 33 (0)3 22 89 63 96
conservatoirepicardie.org

在演讲导游的陪伴下
参观附近的乡村
波夫、圣菲西安、德勒伊莱亚眠、萨卢埃勒是亚眠39个社
区的其中几个，游客可以在3月至6月由演讲向导陪伴参观这
些奇特的地方。也可以让北欧行走体育教练带领或者让风景
画家来一个风景速写，快来参观亚眠的丰富历史遗迹。 .

© Gaël Clariana

亚眠，历史文化之城
+ 33 (0)3 22 22 58 90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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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周边
索姆湾和皮卡
第河滨
索姆湾与亚眠距离70公里，它是全世
界最美海湾之一。它从南面乌尔代尔
海角到北面的圣康坦昂图尔蒙海角延
绵70公里，它庇护着欧洲最大的海豹
群，它也是法国最大的野生候鸟聚集
落脚地之一。水域、湿地、沙丘和海
边牧场构成了这一介于土地和水的风
景。 在下游湿地，您可以在导游的陪
伴下穿过海潮形成的金黄的浅滩。 这
里迷人的光线曾给众多的画家和作家
带来灵感:德拉克拉瓦、德加、柯洛还
有柯莱特、儒勒.凡尔纳、维克多.雨
果、阿尔弗雷德.马列希耶和很多其
它.....
来参观:勒克罗图瓦和它迷人的小渔
港，索姆河畔圣瓦莱里和它的中世纪
小路，卡约的卵石、乌尔代尔的灯
塔。

© SDesanlis@SMBS-GLP

在皮卡第海岸仰慕梅尔莱班的美好年
代式的别墅、欧村的西斯森林的震撼
全景、在福尔马翁的延绵康村海滩、
清凉的奥迪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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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索姆河谷和它的池
塘

© Nicolas Bryant

上索姆河谷和它的池塘也是参观的好地方。这一领域曾经历
过大战破坏，而现今则是钓鱼爱好者的天堂。 可以在河谷
高处几处特别布置的观景点观赏上索姆河谷的池塘，它们是
钓鱼爱好者和远足爱好者的天堂。

索姆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很
多破坏，尤其是1916年的令人悲痛
的著名索姆河战役。 大战的的伤痕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历历在目: 壕
沟、炸弹洞、毁于一旦的植被， 还
有被夷为平地的乡村。 主要的参观
地点(纪念馆、遗迹、 博物馆、公
墓)可以跟随纪念性的游览路线来参
观，全程连接阿尔伯特和佩隆。
索姆省旅游局

蒂耶普瓦勒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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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las Bryant

索姆河战场
和纪念旅游
线路

地下城NAOURS

© Naours

地下城Naours隐藏着很多秘密! 几个世纪以来，皮卡第大区
经历很多战争和侵略，使得当地居民找寻庇护地点。采石
场，用来开采建筑使用的白垩岩，成为居民及其财产，牲
畜，和庄稼的庇护地。就是从这些由当地居民亲手挖的采石
场中，诞生了真正的地下避难所。在它最顶峰时期，Naours
的地下城有28个长廊和300个房间。在17世纪之后被遗忘，
在1887年由Danicourt主教重新发现，并在一战期间成为很多
士兵的庇护之地。在地下城的墙壁上，很多士兵留下来非常
多的涂鸦，充满情感的见证。

萨马拉SAMARA

© CD80 - C. Bazin

萨马拉自然考古公园坐落在索姆河谷的中心，表现了索姆省
丰富的考古遗址。这个地方，在史前文明诞生中扮演了重要
的作用。在萨马拉您可以了解到我们史前的祖先的行为和技
术。它以有趣和教育的方式呈现了19世纪以来在河谷进行的
考古工作以及重新还原史前时期的日常生活。萨马拉也是一
个真正的自然保护区，30公顷的动植物保护区，保存了世界
上80多种森林。

© Les spectacles du souffle de la terre

大地的呼吸
1986年以来，850名Ailly-sur-Noye
城市的志愿者通过灯光秀“大地的呼
吸’’追溯两万年的历史。每年从8月中
旬至9月中旬，这个伟大的历史壁画
在Ailly-sur-Noye城市的水面上活跃
起来。一个晚上的时间，这首皮卡第
的赞歌，歌颂他的居民经常被入侵，
受压迫，被杀害但是却知道如何反
抗，重建，收获，并竖起了他们大教
堂的最高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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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纳什中
心
© Centre Sir John Monash

自2018年4月25日，维莱尔 - 布雷顿内
克战役一百周年纪念日开放，约翰莫纳
什中心是西方战线澳大利亚纪念路上重
要的一站。中心建在澳大利亚国家纪念
馆的地方，毗邻维莱尔 - 布雷顿内克军
事公墓。这个中心通过一系列互动多媒
体和沉浸式体验装置讲述了澳大利亚人
在西方战线的经历

VIGNACOURT
14-18

© OT Amiens Métropole O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Vignacourt是盟军重要
的后方基地。对于新奇事物充满好奇，一对村子
里的农民夫妇，路易和安托瓦内特 图利耶配备了
一台平板相机，在20世纪初是罕见的物品。在路
易教会安托瓦内特怎样使用相机之后，农场的院
子成为了摄影棚。布景画布作为背景，村民和士
兵过来拍照。图利耶的照片集就这样诞生了。大
战结束后，放在阁楼里的被遗忘了100多年的照片
重新被发现，成为全世界唯一独特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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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眠，正在变化的城市

© Équipe Frenak et Julien, Architectes, Paris

翻新中的博物馆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翻修的皮卡第博物
馆会重新开放。从2017年7月就因施工而关闭
的博物馆进行了翻新和扩大。目标是将博物馆
变成城市和大区内居民独特的聚会交流的地
点。并为艺术历史爱好者重新塑造博物馆典
范。预计2019年年底重新开放。
 卡第博物馆- 48, rue de la République
皮
+ 33 (0)3 22 97 14 00
reservation.museesamiens@amiensmetropole.com

2020年露营
车接待区开
放

AQUAPOLE

2019年夏天，亚眠会有一个豪华的水上乐
园，结合高级运动和休闲运动。在三个水
池旁边(一个户外游泳池)，有健身房面向更
多的人。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巴黎的奥运
会，这些设施也可以成为进入国家队之前的
准备法国比赛的基地。

Verdun街的露营车接待区开放:3500
平米的面积有40多个停车位，在美
丽的环境中，满足您用水和清洁的
需要。

不断变化中的动物园
2019年是亚眠动物园历史性的一年，表现在进行了具体
的翻新和扩建项目。1月份对蓝亭子进行改建-它是19世
纪亚眠最后一个可以跳舞的咖啡亭-2020年6月做为餐厅
重新营业。明年3月份，欧洲区Rivière将有两个大鸟笼，
里面会有乌拉尔河的大猫头鹰。然后2019年的秋季，动
物园的游客可以参观群岛区，一个专为亚洲东南部受到
威胁的生态系统建造的区域,这是改建计划的第一部分，
整体改建计划要到2022年才能结束。
© AJOA-Richard/ Joy-land


亚眠动物园-奥多瓦广场
+ 33 (0)3 22 69 61 12 zoo@amiens-metropo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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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t Rousselin, Amiens Métropole

© Irizar E-mobility

NEMO, 高服务水准公
交车，5月份通车

亚眠，2020年欧洲青
年人首都

参照了儒勒凡尔纳，但也是新的移动体验，43辆百分百电
车，没有污染，将代替以前的柴油公交车。到6月16日免费乘
坐，之后每周六免费乘坐。

亚眠在继塞尔维亚的诺维萨特之后被授予2019年的同样称
号。亚眠市现在已经开始全年准备接待来自全欧洲的年轻
人。音乐会、表演、节庆、体育盛会、展览将在2020年接踵
而至，亚眠将成为欧洲年轻人的聚集地。

 miens Métropole - BP 2720 - 80027 Amiens CEDEX
A
+33 (0)3 22 97 40 40 - amiens.fr

© Samuel Crampon

© Sébastien Coquille, Amiens Métropole

 眠市新闻关系服务部-亚眠市
亚
米歇尔.格莱 - + 33 (0)3 22 97 40 40
m.collet@amiens-metropole.com

2020年，大教堂将庆
祝它800岁生日！

亚眠，所有人的目的地
亚眠市在2017年3月获得« 所有人目的地»的称号，这得益于
它为残障人士和盲人家庭所提供的旅行便利。在它更好生活
在亚眠的宗旨之下，城市希望在所有以下方面给与所有人便
利：社会服务、交通、居住、健康、绿地、儿童-青年、文
化、体育、地方民主。

建于旧时罗马大教堂的原址，1220年在圣母大教堂的地基上
由艾芙.德.福永主教搭起了第一块石头。1981年因为它独特的
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在1998年被列入圣雅克.德.
孔波斯特拉之路的阶段纪念物，亚眠的圣母教堂是法国最大
的大教堂。这个圣母大教堂见证了建筑者们大胆的业绩，它
将在2020年庆祝800岁生日。

 眠市，CCAS服务/残疾和便利- BP 2720
亚
80027 Amiens CEDEX
+33(0)3 22 97 40 40
destinationpourtous@amiens-metropole.com
amiens.fr

 眠，艺术和历史之城
亚
+ 33 (0)3 22 22 58 97 - patrimoine@amiensmetropo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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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眠
Londres

AMSTERDAM

2h30

Douvres

Dunkerque

3h00

Bruxelles

Lille

Calais

Valenciennes

Amiens
Caen

Rouen

Beauvais

St-Quentin

TGV

Le Havre

Reims

通过公路
来源地
博韦
布鲁塞尔
加莱
里尔
巴黎，夏贝尔门

通过的公路
A16
A2, A1 et A29
A16
A1 et A29
A16

距离
61 km
225 km
159 km
180 km
142 km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距离巴黎、比荷卢经济联盟和英
国都很近，亚眠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亚眠距离很多城
市都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西面，靠近索姆湾为您展
现在温柔和变化多端的光线下的广阔视野。- 在东面，靠
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 亚眠位于皮卡第«朝圣之路 »
途中。

Paris
1h10

坐火车
巴黎 (1h06)
里尔 (1h20)
伦敦 (2h30)

METZ - NANCY
STRASBOURG
DIJON - LYON
MILAN

坐飞机
巴黎-博韦机场 (30分钟)
里尔-莱坎 (一个半小时)

高速列车 (上皮卡第
TGV火车站)
Roissy (20 分钟)
南特 (4小时)
马赛 (5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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