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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卢兹，这座蕴含着丰富文

化遗产的城市，等待您来发

掘！文艺复兴时期的庭院，砖石雕

饰的宏伟建筑，有着丰富藏品的博

物馆和它那引人瞩目的建筑，还有

那些由工业厂房改建的博物馆，每

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值得您

去探究。 
       游走在它的街道与建筑之间，

图卢兹的历史仿佛一幕幕地在您眼

前呈现，让您不知不觉地沉浸在

这座“玫瑰色之城”的魅力当中。

而当夜幕降临，华灯柔彩，打在沧

桑的墙面上，平静的河面上以及宏

伟的建筑上时，图卢兹又像换了

张幕布似的，变成了您晚会的奇幻

舞台。

新桥

多哈德广场

雅阁宾修道院

市政厅广场

圣雷蒙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阿赛扎特宅邸

圣塞尔南大教堂

图卢兹
文化遗产

自然博物馆



感受图卢兹从容不迫
的悠闲生活：逛逛

街，来一次大采购，到市
场上蹓跶蹓跶，或者干脆
就在露天咖啡座上待一个
下午⋯⋯在这里，南方人
的个性越发凸显：朴实，
热情，随和。他们不仅会
享受生活，而且很热情好
客，随时都准备着带您品
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烩什
锦，鹅肝酱，煎鸭排，图
卢兹腊肠，葡萄酒，奶酪
⋯⋯

图卢兹
生活艺术

市政厅广场集市——
短暂的花园

地方特色美食

多哈德河堤

河堤的“加龙河展”

圣乔治广场

露天咖啡座

托尔街



图卢兹是个热闹沸腾的城
市，它和它的近

邻——西班牙一样，有着同样

的喜好：狂欢庆祝。这份狂欢

的热忱同样加注在体育赛事

上，尤其在他们身着红黑色球

服的橄榄球队员身上，每一个

橄榄球比赛日都是一个狂欢

节。图卢兹人在安排他们的空

闲时间时，总会预留一部分用

于参加各种各样的节庆日：音

乐节，啤酒节，狂欢节⋯⋯ 

       图卢兹的夜生活同样丰富

多彩：电影院，剧场，餐馆，

酒吧，迪吧等娱乐场所都是您

继续狂欢的根据地。。

图卢兹橄榄球队的胜利

菲勒特草坪的 Río Loco!音乐节

向克洛德·努加罗致敬演唱会

拉夫拉前卫剧团的表演

热闹非凡的市政厅广场

TFC足球队的球迷

法国国庆节烟火（七月十四号）

图卢兹
节日狂欢

卡皮托利国家乐队

!



1 圣塞儿南大教堂

2 Bazacle (EDF场所)

3 Capitole 市政厅广场

4 圣埃蒂安大教堂

5 会议中心

6 市政广告中心

7 加尔默罗修道院

8 影片资料馆

9 雅阁宾修道院

10 格拉夫大教堂

11 Notre-Dame de la Dalbade
教堂

12 Notre-Dame de la Daurade
教堂

13 Notre-Dame du Taur教堂

14 Saint-Aubin教堂

15 Saint-Nicolas教堂

16 Saint-Pierre des Chartreux
教堂

17 Saint-Pierre des Cuisines教堂
(礼堂)

18 现代艺术博物馆

19 Château d'Eau的艺术品
陈列室

20 Halle aux Grains剧场

21 阿赛扎特宅邸
(Bemberg基金会)

22 主宫医院 Saint-Jacques

23 警察大厦

24 José Cabanis音像资料
中心

25 Augustins博物馆

26 Paul-Dupuy博物馆

27 Georges-Labit博物馆

28 医学博物馆

29 抵抗运动与终身流放
博物馆

30 Saint-Raymond博物馆

31 Vieux-Toulouse博物馆

32 自然博物馆

33 展览园

34 法院

35 往Zénith

36 往 Cité de l'Espace

37 往 Airbus France

38 往 Archives Municipales

39 往 Barrière娱乐场

40 往 Maourine公园

历史古迹与博物馆

其它地方

Toulouse
市中心地图

旅游局 
Donjon du Capitole

北边



从十九世纪开始，图卢
兹就出现了许多大胆

的革新：Clément Ader 制

造了第一架飞机；随后，航

空邮运开拓了它的历史并涌

现了大批战时航空邮运英

雄，如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如今，空客
A380 的诞生又为航空史的

发展与革新划上一个记号。 

       在图卢兹，航天航空爱好

者们不仅可以参观空客飞机

组装基地，还可以到宇宙空

间主题乐园去探索Ariane V 

火箭的奥秘， 动手操作各种

模拟设备，从而学习到更多

的宇宙科学知识。

图卢兹
航天航空

A380飞机第一次起飞

参观协和飞机

宇宙主题乐园

宇宙主题乐园的“和平号空间站”

空客飞机装配大厅

空客A380组装基地Jean-Luc Lagardère



乍看，图卢兹是一座
现代化，国际化的都

市。但其实，它是一座充

满人情味，蓝天绿地完美

结合的古老城市。如果不

相信，您可以亲自来看一

看。步行，骑车或是乘船

游览，全由您来选择。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南部运河，遍布市区芬芳

宜人的公园和花园，以及

穿过这座城市，被称作“

图卢兹的灵魂”的加龙河

及其河岸，都是图卢兹人

放松，散步，做些休闲运

动的地方，也是值得您去

走走的地方。

奥利维埃广场的喷泉

日式公园
菲勒特草坪

加龙河河堤

布里埃那运河

加龙河与圣皮埃尔桥

在加龙河划船

南部运河

图卢兹
自然景观



想要逃离城市的繁
华喧嚣，偷点

闲？ 
       图卢兹是您理想的
出发点 ！地处南比利牛
斯省——朗格多克－鲁
西永省的左邻，在被
列入“法国最美丽的村
庄”和“南比利牛斯省
重要景点”名单的阿
尔比，卢尔德，穆瓦萨
克，罗卡马图尔和卡尔
卡松之间，图卢兹是您
去往“近观罗马式和中
世纪建筑艺术珍品，感
受法国乡村魅力”之路 

的完美驿站。

图卢兹
周围景点

Cathédrale d’Albi阿尔比的大教堂

Cloître de Moissac

穆瓦萨克的修道院

Cordes-sur-Ciel

Lourdes 卢尔德

Saint-Bertrand-de-Comminges

Cité de Carcassonne卡尔卡松旧城

Rocamadour

Sorè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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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卢兹
City Card

价格
成年卡 : 10 @ 
儿童卡 :   5 @

到18岁
家庭卡 : 25 @

2个成年人+ 2个小孩

130多个旅游产品供 
您选择，涵盖游览，
交通和食宿等各方
面，满足您的需求！
图卢兹旅游局

玩遍图卢兹的
        精美路线 !

www.cn.toulouse-touris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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