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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里米尼市VIA L. TONINI街1号，
PIAZZA FERRARI广场
城市博物馆(MUSEO DELLA CITTÀ
)及外科医生诊所遗址(DOMUS DEL
CHIRURGO)

外科医生诊所遗址及城市博物馆邀请您参观
位于piazza Ferrari广场的出土文物区域，其复
原了罗马时期配有专业手术设备的医疗室，这
些设备延续至今并被保存在城市博物馆附近。
在这里，从考古区开始讲诉了里米尼所有文明
发展阶段的历史。
中世纪和现代部分收集了许
多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被压制的宗教
建筑作品。
博物馆展出了十四世纪里米尼画派
Agostino di Duccio及Ghirlandaio的画作，以
及十七世纪罗马涅画派Cagnacci、Centino及
Guercino的画作，带您探索马拉泰斯塔时期的
里米尼。
威尼斯大师Giovanni Bellini的杰作《圣
殇》于去年10月开始在伦敦和柏林之间“巡回”
展出，将于7月份重回博物馆展厅。
门票：全票7欧元，优惠价5欧元
非节假日周一闭馆
详细信息：+39 0541 793851

全年,
每月最后一个
星期六
里米尼–VIA GAMBALUNGA路27
号，GAMBALUNGA图书馆
美丽的图书馆：导游带您参观古老
的大厅

适逢Gambalunga图书馆建馆400周年之际，每
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您可以通过预订跟随导游
参观十七世纪的Gambalunga古老建筑大厅，
那里保存着最珍贵的书籍及家具。
该图书馆于
1619年开放，是意大利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导游带领参观古老大厅的时间每隔一小时：9
点，10点，11点及12点。
其他日期进馆，请遵守图书馆开放时间并且必
须预约。
详细信息：+39 0541 704486
www.bibliotecagambalunga.it

3月24日，4月21日，
3月21日-12月21日
里米尼，电影档案馆及其他地点
以此类推每月
世界精选80部短片
最后一个周日
九期，每月一期，探索作为通用语言的电影世
(7月和12月除外)
里米尼，PIAZZA TRE MARTIRI广场 界。每期精选出80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短片，
RIMINI ANTIQUA古董市场
公众投票选举8部决赛短片，在12月最后一期的

首个每月举办的有关古董，城市现代及复古艺
术品的展览。
在这里可以找到大量可供选择的
物品，包括陶瓷、玻璃、书籍、家具、珠宝、银器等
大量过时和老旧的物品。
时间：8:30 – 18:30 • 详细信息: 340 3031200

截至4月7日
及从10月至12月
里米尼
迈向2020年，
FELLINI诞辰100周年

里米尼市政府及电影档案馆组织了丰富的活动
计划，用来纪念及庆祝 Federico Fellini诞辰。
展览活动持续至2020年，届时里米尼城市将在
Federico Fellini国际博物馆落成典礼上庆祝该
导演诞辰一百周年。
展览包括 - 3月9日至4月7
日的摄影展，展出Paul Ronald未公开的有关
Federico Fellini的电影《八部半》的照片，
“我写
的电影”展览中讲述了Fellini作为电影剧作家的
职业生涯，及其纪录片。
在Federico Fellini去世
26周年之际，将于10月至12月继续“迈向百年诞
辰”活动倡议。
详细信息 www.federicofellini.it

截至4月16日
里米尼, TEATRO GALLI剧院
及TEATRO DEGLI ATTI剧院
TEATRO AMINTORE GALLI
剧院的戏剧演出季

在重新开放的Galli剧院展出的由意大利最优
秀的演员演绎的经典及现代剧目。
剧目通常
按A–B–C及D等分为几个部分，现代部分D在
Teatro degli Atti剧院。
演出详情: www.teatrogalli.it

第9期中进行总决赛。
时间：21: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amarcort.it

3月22-23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东门入口)
ELETTROMONDO电气展

针对电气从业人员，安装员及设计员的展览活
动。
允许行业人士注册登记后入场。
详细信息: www.eventoelettromondo.it

3月22-24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纹身展

为期三日的皮肤上的墨水艺术。
来自意大利境
内外著名的纹身艺术家将聚集于此，向公众展
示他们的优异技能。
详细信息: riminitattooconvention.it

3月22-24日
里米尼，位于PIAZZA MALATESTA
广场的西斯蒙多城堡
GIARDINI D’AUTORE园艺展：
春季

一场针对园艺爱好者的定期展会，聚集了最优
秀的意大利园艺师及独特的植物品种。
与园艺
师，工匠，艺术家及设计师一起，用许多想法和
启示装饰家居和花园。
展会包括成人和儿童园
艺工作坊，装饰课程，书籍介绍及文化之旅。
时间：9：30 – 19：30 • 门票: 全票4欧元 3日通票8欧元 - 16岁以下免费展会为公众提供
工作坊及免费活动
详细信息: www.giardinidautore.net

3月24日，5月26日，
9月29日，10月14日，10月27日及
11月24日
里米尼，VIA IV NOVEMBRE路
DOMENICHE AD ARTE工艺品艺术
展

步比赛，线路10英里，即16094米。
是一场结合竞
技性，趣味性级团结性的大型体育赛事，并包括
传统的轮椅竞技赛。
马拉松运动员村位于奥古
斯都凯旋门，自周六上午起开放，提供美食，音
乐及活动。
详细信息: www.riminimarathon.it

3月26日
里米尼，GALLI剧院
CROSSROADS 2019

跆拳道，韩国武术及自由搏击的欧洲锦标赛。
详细信息: www.itftaekwondo.it

Elio Morri e Goffredo Pizzioli艺术学校组织的
有关艺术，工艺品及爱好的当地展会。
时间：10：00 – 19：
00
GFS Trio乐队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举行的爵
士乐巡回演出及其他表演，乐队成员
有：Trilok Gurtu，爵士鼓，手鼓及人声/Paolo
Fresu，小号，军号，电子音/Omar Sosa钢琴，罗
兹钢琴，电子音,Paolo Fresu为本土音乐人。
时间：21：15 • 买票入场
详细信息：+39 0541 793811
www.crossroads–it.org

3月30-31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啦啦队及啦啦操
全国锦标赛

在里米尼举办了由FICEC啦啦对联合会组织的
这项杂技运动的全国锦标赛，是欧锦赛ECU的
预选赛。
详细信息: www.ficec.it

3月30-31日
里米尼，城市赛道
里米尼马拉松

4月3 - 7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跆拳道欧锦赛

4月6日
TEATRO GALLI RIMINI剧院
LUCA CARBONI的SPUTNIK TOUR
演唱会

一场色彩缤纷的演出，从巨型数字屏幕中迸发
出的灯光及激光，伴随着其三十年的成功演艺
生涯。
详细信息及购票：pulp concerti 329 0058054

4月7日，5月12日，
6月9日，9月22日，
10月20日，11月10日
里米尼，PIAZZA TRE MARTIRI广场
市中心工艺品展

手工工艺品展。
每月的一个周日，手工艺者和创
作者使用木材，金属，织物，纱线，粘土及废弃物
件进行创作，展示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
时间：9:30 – 19:00 • 详细信息: 340 3031200

4月12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LOREDANA BERTÈ的‘LIBERTÉ’
专辑演唱会

第6界由FIDAL(意大利轻度体育运动协会)核准，
在意大利境内外都非常出名的大型体育赛事。
马拉松赛道覆盖了整座城市，参与者将触及小
摇滚女郎的最新巡演登陆里米尼，演出包括其
城中的每个有特色的角落。
除了马拉松比赛(周
成名曲目及新歌。
时间：21：15 买票入场。
日开赛)之外，还包括下述项目：线路1.8公里的
详细信息：+39 0541 395698
Kids Run儿童赛，线路9公里的FamilyRun家庭
赛，以及同时举办的非竞技性的TEN MILES跑

4月12 - 14日
里米尼，PIAZZALE BOSCOVICH
广场及开放沙滩
EMERGE RIMINI民防表演

第5届由民防组织举办的表演活动，旨在将志愿
者与民事保护领域力量和制度完美融合。
本次
活动设有一处展览区域和一处用于演习/示范的
区域,用于进行活动讲解。
带有参观车辆及设备
的儿童及学校专区。
时间：9:00 – 18:00
详细信息：
里米尼民防自愿者协会

4月13 - 14日
里米尼
MARINA CENTRO中心沙滩，
15号至26号浴场
第36届海边风筝节

包括意大利境内外团体参与的静态及动态国
际风筝节。
风筝节举办的两天内，除了可以欣
赏各种造型和尺寸的风筝，还可以让孩子们在
主题作坊中自己制作风筝(所得款项将捐赠给
RiminiAIL)。
活动推广由里米尼UISP进行。
活动
组织者：Rimini Vola风筝俱乐部/里米尼铁路职
工业余组织协会。
时间：10:00 – 18:3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riminivola.it

4月19-22日
RIMINI沙滩，
PIAZZA MARVELLI广场
PAGANELLO:
KUNG - FU PAGA飞盘赛

复活节周末，将在里米尼举行海滩终极世界杯
Paganello飞盘赛，即在沙滩上玩飞盘的活动。
游
客可以参观来自全球参赛者的自由表演，以及
特殊和原始的Frisbee飞盘音乐。
详细信息: paganello.com

4月19-22日
里米尼，PIAZZALE FELLINI广场
STREEAT®FOOD TRUCK
FESTIVAL街头快餐车美食节

第三届快餐卡车美食节，在距离海边不远处为
游客们奉上音乐和优质美食。
自来各地的美食
车展示着特色美食，由Barley Arts协会提供的音
乐将确保节日的气氛。
所有美食搭配手工啤酒。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streeatfoodtruckfestival.com

4月19 - 21日
里米尼，ROMEO NERI球场
第29届TROFEO ADRIATICO杯足
球赛

来自欧洲13个国家的250支球队参加的国际青
年足球锦标赛。
比赛在里米尼及其省内21个足
球场进行，开场及颁奖仪式在Romeo Neri球场
举行。

4月21日
里米尼，
相聚在FULGOR电影院
弥漫着费里尼气息的里米尼

跟随导游参观 Federico Fellini喜爱去的地方，
这些地方标志着他的青春，并被拍摄成了电影。
穿过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到达独具特色的Borgo
San Giuliano，在城市博物馆稍作停留，欣赏下
展出的“梦想之书”
，里面解析了该导演的梦想
世界。
时间：15:30 • 票价: 全票12欧元(包含Fulgor电
影院门票)。
售票预定截至4月20日333 7352877
michela.cesarini@discoverrimini.it.

4月22日
里米尼，从PIAZZALE FELLINI广场
至SANTUARIO DELLE GRAZIE教堂
SOMARLUNGO游行活动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活动：由自行车，马车及驴子
组成的游行队伍沿着城市参观主要建筑古迹。

早上9点从Caffè delle Rose咖啡馆出发，于上午
11点抵达Santuario delle Grazie教堂。
午餐13
点开始，由Alipini提供。
详细信息: www.commerciantirimini.it

4月22日
里米尼SANTUARIO DELLE
GRAZIE教堂
第3届GUARDA RIMINI –第22届
GOLDEN FEST长跑

全程可以从高处欣赏到riviera海岸。
赛程为14公
里，非赛程可步行3-8.5公里。
集合时间：8：
00；
出发时间：
9：30
详细信息：328 4659162
www.goldenclubrimini.it

4月23日
里米尼，TEATRO GALLI剧院,
TEATRO DEGLI ATTI剧院,
GAMBALUNGA图书馆
GAMBALUNGA图书馆400周年
诞辰(1619–2019)

Gambalunga图书馆是于1619年，由受人尊
敬的里米尼富商Alessandro Gambalunga投
资，在意大利开设的首个公共图书馆，他将办
公楼及图书馆向城市和所有人开放。
因此，在
Gambalunga图书馆的诞辰庆典的选择上要强
调其社会功能，并象征意义地定在了4月23日
世界图书日为图书馆的诞辰。
庆典还包括，嘉
宾Alessandro Bergonzoni与Radio3电台台长
Marino Sinibaldi的对话，著名的历史学家及文
献学家Luciano Canfora就有关语言的力量进
行的演讲。
最后，庆典在teatro degli Atti剧院
Vinicio Capossela的表演中结束。
时间：9:00–23: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39 0541 704486
www.bibliotecagambalunga.it

4月25 - 28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机动车展

专门针对2轮及4轮机动车展。
一场意大利及国
际汽车与摩托车的卓越展示。
提供机会试驾新
车，认识车手及重要人物，观看特技表演和越
野表演，享受模拟装置，洗车和安全驾驶考试
的乐趣。
门票：全票：15欧元，优惠价：10欧元；
10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327 3242484
www.loshowdeimotori.it

4月25 -28日
MIRAMARE DI RIMINI的
LUNGOMARE SPADAZZI沿海路段
第2届MIRAMARE国际烟花节

世界街头美食及烟花国际展。
展会为期4天，包
括展位，音乐及活动。
4月25日和26日晚上，奥地
利和意大利之间将举行一场壮观的烟火比赛，
照亮沙滩上从143号至149号浴场上的天空。
时间：10:00–24: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329 9273370
Miramare旅游委员会

4月28日
里米尼，PIAZZA TRE MARTIRI广
场，PIAZZA CAVOUR广场及城市
赛道
STRARIMINI 2019

罗马涅riviera海岸半程马拉松由意大利UISP协
会主办，总长为21公里97米。
这项比赛已经举
办了超过30届，成为了一项“经典”赛事。
除此之
外，半程马拉松赛还专门提供了非竞技性赛道
和针对儿童设置的2公里赛道。
集合时间8：00，
地点Piazza Cavour广场
详细信息: www.strarimini.it

4月30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RAF TOZZI演唱会

创造了意大利音乐史上一段传奇的两位伟大艺
术家：Raf及Umberto Tozzi。
作为里米尼巡演预
热的两首经典曲目，成功征服了整整一代人。
时间：21:00 • 详细信息及门票预售:
Pulp concerti代理 329 0058054

4月30-5月1日
里米尼，PIAZZALE FELLINI广场
迷人的里米尼沙滩。。。 你喜欢吗？

Piazzale Fellini广场上除了迷人的rimini沙滩
集市外，还将设置沙滩和海水区域。
由Rimini
Spiaggia Network组织，为成人及儿童提供为期
两天的表演，音乐，美食，葡萄酒和娱乐活动。
时间：12:00-22: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piacerespiaggiarimini.net

4月30-5月1日
PARCO MARECCHIA
(XXV APRILE)公园
MARECCHIA DREAM FEST梦想音
乐节

一场全民参与的音乐马拉松，多个乐队轮流
登台。
于4月30日下午开始，活动的亮点将
是五一节的音乐会，献给意大利音乐届的巨
人：Fabrizio De Andrè。
公园里将设置一个真正
带有食品摊位的集市及儿童游乐区。
时间：4月30日 18:00 – 24:00,
5月1日: 12:00-22: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primomaggiorimini.it

5月2-5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自由搏击意大利高级锦标赛及意大
利杯公开赛

自由搏击及榻榻米运动(点击-轻触-轻踢)意大利
高级锦标赛，也是2019意大利国家队选拔赛。
与
此同时，还有意大利杯全国公开赛。
详细信息: www.fikbms.net

5月3-5日
里米尼，不同地点
迈向2020年：FELLINI诞辰100周年
第七艺术 - 电影与工业

里米尼将举办为期三天的文化节庆祝第七艺
术，在里米尼最美丽的地点进行展览、放映、会
议、大师班、书展等活动。
5月3日举行盛大的国际开幕式，届时将举
办“DAVID LYNCH，梦想，向Fellini致敬”展。 这
是在意大利独一无二的一次预展，由著名电影
制片人David Lynch创作，从电影《八部半》的最
后一幕获得灵感，向Federico Fellini致敬。
期间
将举行Confindustria Romagna工业家联合会
的“电影与工业”奖的颁奖仪式，用以奖励那些
在该行业专业领域中表现出色的人士。
详细信息：
confindustria@confindustriaromagna.it

5月3-5日
里米尼，PIAZZALE FELLINI广场及
沿海路段
里米尼车友会

全世界爱好者的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摩托车盛
会。
“全速激情”的三天，项目包括：短片欣赏，
美国车站，自由式摩托车越野赛，自行车表演，
现场音乐，街头小吃等等。
是一次参与并分享
Motor Valley引擎之地独特体验的机会。
时间：10：00-24：00 • 详细信息：
+39 0541 303194
www.reunionrimini.it

5月3-4日
里米尼，里米尼会展中心及其他地
点
MUSIC INSIDE FESTIVAL音乐节

向公众开放的音乐活动，世界顶级DJ为您奉上
科技音乐及科技浩室音乐。
最佳音质与最佳音频，灯光及视频技术相结合。
详细信息: www.musicinsidefestival.com

5月5-7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MUSIC INSIDE RIMINI音乐节

欧洲唯一完全致力于创新与灯光，音频视频及
传动技术的活动，将b2b, b2expert与公众结合
起来，让我们体验领先公司的技术。
详细信息: www.musicinsiderimini.it

5月5日，7月7日，
9月1日，12月1日
里米尼，马拉泰斯塔神庙
里米尼文艺复兴时期的PIERO和
SIGISMONDO

带您重新探寻Piero della Francesca和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的文化足
迹。
“Le Terre di Piero”(皮耶罗之旅)的项目活动
中包括了所有参观活动。
时间：15：30 • 付费活动。
详情及预约：333 7352877
michela.cesarini@discoverrimini.it
www.terredipiero.it

5月8-10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MACFRUT-水果&蔬菜专业博览会

是一场针对意大利和欧洲专业果蔬种植人士的
标志性活动。
详细信息: www.macfrut.it

5月10-12日
里米尼
MATRIOSKA #15

每年的5月和12月共两次，手工艺者，设计师及
创作者聚集于Matrioska巡回实验店，在这里容
纳艺术家手工独创作品，展现该城市的魅力所
在。
这里是您可以展示和销售您创作产品的研
究汇聚之地。
详细信息: www.matrioskalabstore.it

5月10-12日
里米尼VISERBA海滩，29号-36号
浴场
沙滩巧固球节

大型国际巧固球比赛每年都会在里米尼的
Viserba沙滩举办。
这是一个了解这项融合了奇
技、公平竞争、竞赛和友谊精神的运动的机会。
该节日包括5场比赛：从Under14和Uder19到竞
技性的Slam，直到Open和OverAnta公开赛。
20
个球场，将进行来自世界各地150支参赛球队的
1000场比赛。
详细信息: www.tchoukballfestival.com

5月12日
里米尼
PONT DE DIEVLI 3.0
第2届自行车骑行赛

山地自行车业余骑行赛。
从Marecchia公园的
绿地出发，沿河骑行直至里米尼腹地的山丘，
再返回。
时间：早7：30至12：30
详细信息：3386364548

5月16-18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南门入口
EXPODENTAL MEETING

牙科护理博览会。
业内人士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expodental.it

5月16-19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嘻哈，霹雳舞，
机械舞IDO欧锦赛

详细信息: www.ido–dance.com

5月第三或第四个周末
里米尼，CASTEL SISMONDO城堡
特色园艺展：绽放的五月

值展览十周年之际，聚集意大利最佳园艺师的
园艺展举办的独特植物系列特别展。
详细信息: www.giardinidautore.net

5月24-26日
里米尼，ROMEO NERI球场及其他
球场
第8届里米尼
MEMORIAL“VINCENZO
BELLAVISTA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九人制2006/2007年组新秀大赛，参与包括全国
冠军的职业俱乐部。
详细信息: www.accademiariminicalciovb.it

5月26日
里米尼MARINA服务中心，
VIA ORTIGARA 80号
第4届GREEN RACE耐力赛

全程16公里及8公里的耐力赛，从海边出发，途
经历史景观及古迹如提比略桥，一路蜿蜒穿过
大自然及Marecchia河。
是Trail Uisp俱乐部及
Golden Events大区日历上的重大事件。
集合时间：
8：
00；
出发时间：9：00
详细信息: www.goldenclubrimini.it

身盛世。
该活动汇集了健康领域的众多公司：从
机器制造商，健身房，学校及行业协会到康健
师，放松水疗，科学康复，舞蹈以及旅游和设计。
会展外也热闹独特，五花八门。
RiminiWellness
养生博览会还包括FoodWell Expo展览会在内。
展会内容包括与最好的厨师和美食博主一起烹
饪，指导品尝，产品聚焦，烹饪课程。
详细信息: www.riminiwellness.it

6月1日
里米尼沙滩,PIAZZALE
BENEDETTO CROCE广场 BOABAY
水上乐园
水上竞技,
RIMINIWELLNESS LIMITED
EDITION健身中心

里米尼海上漂浮公园BoaBay内举办的原创新
颖比赛项目。
比赛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水中
及水上气垫项目。
参赛者须满16岁以上,免费参
赛。
从55号浴场海岸线出发。
集合时间：8：00；比赛时间：8：30
详细信息：380 3434368 www.boabay.it

6月1日
里米尼,市中心,提比略桥
城市障碍赛

5月29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MENGONI演唱会

针对于体能训练爱好者的障碍赛，障碍分布在
市中心及里米尼公园。
非竞技赛，全程7公里，比
赛与训练相交替。
17:30从提比略桥出发，那里还
将举办文娱活动。
详细信息: urban–obstaclerace.it

5月30-6月2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里米尼WELLNESS养生博览会

第8届来自欧洲10个国家的80支球队参加的国
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比赛在里米尼及其省内10
个足球场进行，开场及颁奖仪式在Romeo Neri
球场举行。

演唱会中有新专辑“Atlantico”的作品，该歌手
专辑受近两年环球旅行中的音乐影响和启发而
创作出的。
时间：21：
00 • 详细信息：+39 0541 395698
舞台上的健身、健康和运动。
聚集健身、健康、商
业、运动，体育和健康饮食为一体的世界级的健

6月1-2日
里米尼，ROMEO NERI球场
意大利杯

6月2日
里米尼,从50号浴场至120号浴场的
海岸线
BEACH BREAKFAST RUN沙滩跑

第一届Beach Breakfast Run沙滩跑。
迎着第一
缕朝阳的声乐会拉开这个夏天周日的序幕，是
一场在荒芜沙滩上的体育活动。
慢跑，沿着海边
全程3公里唤醒肌肉的非竞技比赛。
以一顿丰富
的海边早餐结束比赛。
时间：早5：00至9：
00 • 详细信息：+39 0541
389308 www.piacerespiaggiarimini.net

6月2日
里米尼,VIA MARIA GOJA路4号
第1届ECO TRAIL DEL TRICOLORE
越野跑

一场专门为大自然爱好者设立的比赛，全程15
公里及6公里，赛道主要是在里米尼山区的车道
及泥路上。
集合时间：8：
00；
出发时间：
9：00
详情：www.goldenclubrimini.it

6月4-6日
里米尼，
PIAZZALE FELLINI广场及市中心
MODENA CENTO ORE拉力赛

一场老爷车拉力赛，同时还融合了漂亮的名车，
优雅的车手，赛事，旅游，美景，美食及美酒。
一
场在赛道上及特殊狭窄封闭上坡路段上的穿
越意大利之旅。
Modena Cento Ore拉力赛的精
美名车将从6月4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Piazzale
Fellini广场展出。
周三晚上，公众还能参与欣赏
到Misano赛道的夜间比赛。
详细信息: www.modenacentooreclassic.it

6月7-9日
里米尼-MISANO赛道,即MARCO
SIMONCELLI赛道
DTM 德国房车大师赛

DTM是世界级唯一包含传统与创新的系列赛。
奥迪，阿斯顿马丁和宝马的精彩超车为赛道赋

予了生命，一幕幕，推向驾驶的可能极限。
详细信息: www.misanocircuit.com

6月7日-9月13日
(除了7月12日周五)
里米尼,PIAZZA CAVOUR广场
市中心周五之夜

传统的夏季夜市今年再次在里米尼市中心举
行，包括艺术品，古董，旧物，现代艺术，复古，艺
术工艺品，旧时的奇物和收藏品。
时间：
18：
00-24：
00 • 详细信息：info@cocap.it

6月7-8日
里米尼，ROMEO NERI球场
第25届TROFEO DELFINO锦标赛

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150支球队参加的国际青
年足球锦标赛。
比赛在里米尼及其省内18个足
球场进行，开场及颁奖仪式在Romeo Neri球场
举行。

6月7-9日
里米尼，不同地点
IT.A.CÀ 背包客及旅行者：责任旅
游节

意大利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责任旅游节，邀您通
过徒步及骑车，workshop,报告会，研讨会，展
览，音乐会，纪录片，书籍以及品尝会对地方和
文化进行探索，进而提出更符合生存环境更守
道德的旅游理念。
全程经过多个不同地区，将可
持续的旅游业与当地居民的健康相结合。
详细信息: www.festivalitaca.net
coordinamento.itacarimini@gmail.com

6月8-9日
TORRE PEDRERA DI RIMINI,沿海
公路66号浴场公园
东海岸音乐节

美式老爷车和摩托车巡游。
于星期六下午开始，
在沿海公路(66号海滨浴场)举办名为“Vecchie
Signore”的车辆走秀。
晚上还有音乐会和小吃
摊。
周日活动继续，展出美国汽车和摩托车，食

品摊，参与奖，娱乐和音乐。
免费入场•详细信息：348 8702312

6月9-30日
里米尼，图片馆，VIA
GAMBALUNGA路27号
零距离接触

Renato Barilli画展。
纸上胶画，艺术世界的主角
素描，自画像及家庭画。
详细信息：
+39 0541 704416

6月10-8月30日
里米尼沙滩
健康沙滩

第16届里米尼Riviera海岸健康服务赛提供体验
自然、健康与和谐的海量机会。
长达12周的见面
会，健康活动，团体体验，整体纪律，姿势体操，
东方艺术及舞蹈，以及30多间浴室与健康师一
起做冥想。
详细信息：
339 2400025
www.lespiaggedelbenessere.it

6月13-16日及
6月27-30日
里米尼，PALASPORT FLAMINIO体
育中心及市健身馆
第37届UISP排球全国总决赛

详细信息: www.uisp.it/pallavolo

6月13-16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BESTFIGHTER世界杯

2019Bestfighter世界杯Wako自由搏击赛，最好
的赛手带来激动人心的盛大体育赛事。
详细信息: www.bestfighter.com

6月13日-9月12日
里米尼，相聚ARCO D’AUGUSTO
凯旋门
艺术之夜

每周四晚在里米尼市中心的文化徒步行，欣赏

里米尼最重要的建筑并纪念与城市相关的名
人。
活动于Fulgor电影院结束，一起欣赏奥斯卡
获得者Dante Ferreri装饰的大厅。
时间：21:30 • 票价: 全票12欧元
(包含Fulgor电影院门票)。
每日10：00前预约，
预约电话333 7352877
michela.cesarini@discoverrimini.it

6月14-16日
里米尼，市中心
书的海洋-儿童读书节

大众文学阅读节日专为青少年和“年轻的成人”
举办。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样
还是所有喜欢书籍和阅读，而且想把自己的激
情分享给同龄人的年轻人的聚会地点。
公众将
有机会和最受儿童欢迎的意大利作家和国外作
家，以及从业者和表演者会面。
活动类型包括：
书籍介绍，辩论，电影放映，阅读，研讨会和表
演。
书的海洋不仅仅是一个为青少年举办的节
日，也是一个由青少年组织的节日：事实上，一
百多名初中及高中志愿者参与了这个节日的管
理工作。
详细信息: www.maredilibri.it

6月15日
RIMINI,
CANTIERI NAVALI DI RIMINI,
VIA SINISTRA DEL PORTO
SANT’ANTONIO节日

由在当地开展活动的Associazione Ponte dei
Miracoli协会组织的节日，用于纪念来自帕多瓦
的Sant’Antonio当他在里米尼地区向鱼类传教
时发生的奇迹。
该节日致力于恢复传统，活动包
括：乘船游览(Piazzale Boscovich广场8：00)，音
乐，食品摊，夜光喷泉，以庄严的弥撒和向圣人
石碑致花环而结束。
时间：8：00-23：00 • 详细信息：
340 3835567
www.pontedeimiracoli.blogspot.com

6月15日
RIMINITERME – MIRAMARE
RIMINITERME温泉中心的美妙之夜

在该地区温泉区之间举办的节日，提供一个温
泉环境的特殊夜晚及周末。
在Riminiterme温
泉中心还有适合大人及小孩的表演，活动及健
康运动。
时间：18：30 – 24：
00 • 免费入场
活动及晚餐付费
健康中心开业至24：00
详细信息：lanotteceleste.it – +39 0541 424011
www.riminiterme.com

6月15-16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教练经验

由意大利足球教练协会组织的一项专门针对教
练的活动，特别关注年轻人的体育训练。
详细信息: www.coachexperience.it

6月中-8月底
里米尼沙滩
2019沙滩运动及娱乐

沿着沙滩，从周一至周六，可以找到许多免费
课程，如体操，水中有氧运动，舞蹈，游戏 - 成
人和儿童游戏，都配有训练有素的教练。
从
Torre Pedrera到Miramare，许多地方再建设
Giocaestate游乐设施。
免费参加
详细信息：+39 0541 772917 www.uisp.it/rimini

6月20-22日
里米尼PALACONGRESSI会议中心
网络营销节

创新国际节
详细信息: www.webmarketingfestival.it

6月20-23日
里米尼，PALASPORT FLAMINIO体
育中心及其他健身馆
UISP篮球全国青年锦标赛及高级国
家冠军总决赛

详细信息: www.uisp.it/pallacanestro

6月21-30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体操节日

这场伟大的活动由意大利体操联合会FGI合作
举办。
为期十天的盛大篮球赛，除了比赛，还有
展览及向公众开放的活动，参与者还有非凡的
蓝色冠军国家队。
详细信息: www.ginnasticainfestarimini.it

6月21-23日
里米尼-MISANO赛道,即MARCO
SIMONCELLI赛道
RIVIERA DI RIMINI 环球超级摩托
车冠军赛

Riviera di Rimini 环球超级摩托车冠军赛是本赛
季最受期待的赛事之一，赛道和围场的奇观使
得激情气氛无与伦比。
买票入场
详细信息: www.misanocircuit.com

6月21-7月26日-8月23日
里米尼，PIAZZALE BOSCOVICH广
场及开放沙滩入口
码头上的普拉提

伴着里米尼港口日落的特有美景中，周五进行
一场免费普拉提课程，来结束海边的一天。
每个
人都有机会尝试这种能够改善肌肉张力，姿势，
灵活性，平衡性，呼吸和关节活动性的运动。
由
Studio Pilates ME工作人员举办的课程持续45
分钟，参与者只需携带垫子或毛巾在地面上进
行练习。
时间：18：30
详细信息: www.studiopilatesme–rimini.it

6月22-23日
里米尼，PIAZZALE FELLINI广场及
沿海公路
AL MENI

Il Circo 8 e 1/2 dei sapori：手工和心灵的创造。
海滨小城Rimini将再次成为意大利Circo 8 e 1/2
dei sapori活动的举办地。
活动将涉及大厨烹
饪秀、街头美食、农业，手工业和设计师产品集
市。
Massimo Bottura先生将召集艾米利亚-罗
马涅大区的12位米其林星级厨师与12位年轻
有为的国际知名厨师一起在费里尼马戏团会
面，共同举办一场全球独特的主角和丰富地域
的活动。
马戏团的前方将展出大区内和来自
Matrioska的最佳DOP和IGP认证产品。
创新商
铺和设计师和他们的创意一起将被贴上“手工
打造”的标签。
详细信息: www.almeni.it

6月27-8月29日
MIRAMARE
及/或BAGNO GIACOMO149号浴场
海洋生物学课程

如果您想了解海豚的一切或是海龟，每周日早
上，在沙滩上由fondazione cetacea di Riccione
组织的生物专家为成人和儿童举办的海洋生
物课程。
时间：10:00-11:00 • 免费参加
详细信息：
329 9273370
Miramare旅游委员会

6月29日
RIMINI – VERUCCHIO
第36届RIMINI – VERUCCHIO
GRAND PRIX DELLA NOTTE ROSA
玫瑰之夜(第1段)

玫瑰之夜，是传统的体育盛会，也被称为经典
的Castelli Malatestiani之夜，全程21.097公
里。
18:30从Arco d’Augusto凯旋门出发，终点
Verucchio。
详细信息: www.riminiverucchio.it

6月30日-7月27日
里米尼，海滩及其他地点
RIMINI FOR MUTOKO活动

是一项人道主义活动。
该活动通过游戏、运动和
娱乐项目，为在津巴布韦的公益项目筹款。
沙滩
项目包括：沙滩排球比赛、沙滩网球比赛和足球
比赛，向所有人开放。
7月20日将举办名为Run
Rise Rimini for Mutoko的黎明沙滩步行活动(从
34号浴场出发)以及Burraco杯海岸线赛。
7月27
日，将在Piazza Cavour广场举办名Burraco双人
慈善锦标赛。
详细信息：
335 1270914 www.riminiformutoko.it

6月底至7月底
里米尼,
CORTE DEGLI AGOSTINIANI
PERCUOTERE LA MENTE - 跃动
的心灵

Sagra Musicale Malatestiana音乐节的主题部
分定向到介于现在和过去之间边界区域的新声
音，也就是“古典音乐”和“超古典云月”之间，
还涵盖了偏远传统和世界流行音乐。
音乐会总
是汇聚了爵士、胶水流派以及摇滚、蓝调、古典
渔民们将和DJ们走到一起并奉上他们的音乐&
和流行等位于不同的纬度和距离之间的音乐
沙丁鱼“餐点”：这项伟大的音乐游行活动自
类型。
2012年开始举办，旨在用欧洲最流行的DJ音乐
所带来的能量感染年轻人、青少年和整个家庭。 付费入场•详细信息：+39 0541 704294 www.
sagramusicalemalatestiana.it
这项活动的背景是海洋和船舶，而播放的音乐
将和航海传统完美的结合。码头上的渔民则提
供传统的海鲜菜肴。
详细信息: www.molostreetparade.it

6月29日
RIMINI PORTO CANALE运河
MOLO STREET PARADE码头巡游

7月-8月
里米尼,
CORTE DEGLI AGOSTINIANI
奥古斯汀的夏天：
星空下的电影院

这是一场位于市中心的户外电影节，由里米尼
电影馆组织，为特殊的夜晚提供高质电影及活
动，丰富了电影节的内容。
放映时间：21：
30
付费入场•详细信息：+39 0541 704302

从7月3日至8月28日的所有周三
里米尼,PIAZZA CAVOUR广场
阁楼里的回忆

“阁楼里的回忆”是专为6至12岁儿童开设的小
型集市，让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旧玩具、电子游
戏、收藏品、毛绒玩具、漫画、书籍和许多其他与
童年相关的物品。
时间：17：30 – 23：30
免费参加。
向C.O.C.A.P注册报名
详细信息: +39 0541 781108

2019年7月4-14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竞技舞蹈

意大利竞技舞蹈锦标赛为期十天，包括表演，
比赛及其他活动。
动人心弦的比赛同样适合于
FIDS运动员和公众，参与者可以在锦标赛期间
欣赏到非常专业的竞技舞表演。
在短短几年内，
这项活动就成为了全球竞技舞蹈领域内最大的
节日，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参与者。
详细信息: www.riminisportdance.it

7月5-7日
里米尼
玫瑰之夜

一场盛大的夏日派对，是Riviera海岸线的夏季
新年。
整个海岸线，随着跳动的心脏，里米尼从
日出到日落都身披粉红色，海岸线上充满着灯
光，声音，图像，颜色，音乐会，派对，表演及迷人
的风景。
周五的午夜时分，整个海岸线将亮起明

亮的焰火，为这个神奇的夜晚带来最令人期待
的时刻。
详细信息: www.lanotterosa.it

从7月5日至9月
市博物馆ALA NUOVA
世人皆想掌控天下

惊惧之泪演唱的世人皆想掌控天下。
三年震撼
音乐界，没有脱离本土主义的一家即将进入全
球时代的公司，这在很大程度上了标志着80年
代意大利制造的成功。
展览由艺术评论家和历
史学家Luca Beatrice策划，旨在通过视频，音像
及电视材料以及一系列活动来回溯这不平凡的
三年，这些活动温暖了新一代歌迷的心灵，向他
们展现了意大利的创造力，很多人认为是在19
世纪末达到了顶峰。
详细信息: cineteca@comune.rimini.it

7月6日
里米尼,VIA MARIA GOJA路
第2届PINK RACE
GRAND PRIX DELLA NOTTE ROSA
玫瑰之夜(第2段)

Gran Prix della Notte Rosa的第2段为Pink
Race，全程10公里，在Rimini Golden Circuit路
段上举行，专为跑步者设计的赛道。
一场快速
赛，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选手在比赛中争取缩短
最小距离。
集合时间：16：30；
比赛出发时间：18：30；颁奖时间：20：00
详细信息: www.riminiverucchio.it

7月6日-8月31日
里米尼，城市博物馆-ALA NUOV(1
层)
B ARCHIVE

里米尼设计双年展的作品及经验积累，由设计
双年展科学委员会赠送给城市博物馆作为藏
品。
详细信息: www.museicomunalirimini.it

7月10日
RIMINI TERME温泉沙滩
JOVA BEACH PARTY沙滩音乐节

不仅仅是一个体育场，一个体育中心，也不仅仅
是一个节日，一场音乐会。
Jova Beach Party音
乐节是一座临时的城市，一个沙滩村落，一个
新形式音乐会，新时代的开始。
在Rimini Terme
温泉沙滩上举行。
艺术家作为DJ主持演出，
并与乐队一起，向介绍本土及国家嘉宾，演出
持续到傍晚。
在此次艺术体验中，Jova Beach
Party 与WWF一起提供保护地球，特别是WWF
PlasticFree Tour中对抗塑料起到的污染。
在温
泉村中，您可以体验无尽的音乐节中任何海滩
活动。
时间：从14：00开始• 详细信息:
www.soleluna.com

7月12-14日
里米尼，市中心
ULISSEFEST-孤独星球旅游节

孤独星球旅行者的“圣经”选择里米尼来举行庆
祝节日。
探索新世界，善待美好，认识他人，稳固
关系是缓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恐惧的最佳解
药。
这也是第3届旅游节的理念，通过见面会，音
乐会，电影，表演，workshop,研讨会来推广旅游
节，旅游是绝佳的必需品和机会。
详细信息: info@ulissefest.it www.ulissefest.it

7月12-13日
里米尼，BORGO SAN GIULIANO
葡萄酒集会

提比略桥和Borgo di San Giuliano区域的小广
场聚集了里米尼的酒庄，酒杯在手即可度过涵
盖了品酒会和表演的两个夜晚。
两个夜晚品尝
当地DOC葡萄酒及了解酒庄百年历史。
活动从
开胃酒时间开始，然后可以在街边葡萄酒美食
摊 或是当地餐厅吃晚餐，提供主题菜单及街头
美食两种选择。
免费入场+付费品尝。
详细信息: www.stradadeivinidirimini.com

7月12日
里米尼，45号浴场至70号浴场海
岸线
第3届STRAMARE

向所有人开放的2公里休闲走。
时间：早9：30至12：00 • 报名费：4欧元 详细信
息: rimini@uisp.it

7月13-21日
里米尼，市中心及PIAZZALE
FELLINI广场
第35届卡通俱乐部

该国际漫画节致力于动画电影，漫画及游戏。
在
市中心及费里尼公园展示300多部动画片，预
告，放映儿童电影，现场表演，创意工作坊，大师
表演，并与原创漫画作者见面。
7月18日至21日
将在piazzale Fellini广场再次举办Riminicomix
展览，汇集了多家出版商的绘画、古董漫画及收
藏。
活动中不可错过的一个项目是Cosplay扮
演，这里是意大利国内最受到成千上万年轻人
欢迎的活动。
他们将穿着上自己喜欢的动画或
动漫中英雄的服饰。
7月20日将邀请卡通主题歌
女王Cristina D’Avena现身Piazza Cavour广场。
时间：9：30–24：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cartoonclubrimini.com

7月20-21日
里米尼， BORGO SAN GIOVANNI
VIA XX SETTEMBRE路
BORGO SAN GIOVANNI节日

人们聚集在一起，走上via Flaminia路的街头，重
新认识这个古老的村庄。
从via Tripoli路到Arco
d’Augusto凯旋门的整个村庄内，举办了艺术，
文化，表演，音乐及街头美食活动。
时间：17：00 – 23：30
详细信息: www.commerciantirimini.it

7月25日
里米尼,从15号浴场至50号浴场的
海岸线
葡萄酒的海洋

在海边无论是衬景还是品酒，环境都很迷人。
日落之后，高脚杯在手里，站在水中，3公里长
的沙滩上有音乐，柔和的灯光及火把。
从一个
酒庄到另外一个，您可以品尝罗马涅珍贵的优
质葡萄酒以及该地区经典菜肴：薄饼，肉串和特
色蓝鱼。
时间：20：00-24：
00
详细信息: www.piacerespiaggiarimini.net

7月26-27日
里米尼，PIAZZALE FELLINI广场及
LUNGOMARE TINTORI沿海公路
SUMMER PRIDE夏季骄傲

所有热爱生活的人及坚持爱情面前人人平等的
人，都可以参加的聚会活动。
第一个欧洲同性恋
聚会活动。
适合所有人的派对，包括文化活动，
音乐和娱乐。
7月26日周五在piazzale Fellini公
园Rimini Summer Pride聚会开始，时间从19点
至24点。
7月27日周六18：
30游行开始从piazzale
Benedetto Croce广场至piazzale Fellini广场，
聚会一直至深夜。
免费入场•详细信息：www.summerpride.it

7月27日
里米尼沙滩,PIAZZALE
BENEDETTO CROCE广场 BOABAY
水上乐园
水上竞技

里米尼海上漂浮公园BoaBay内举办的水上及水
上气垫类原创新颖比赛项目。
参赛者须满16岁
以上,免费参赛。
9：
00从55号浴场海岸线出发。
集合时间:8:30
详细信息：380 3434368 www.boabay.it

8月2-4日
里米尼，FELLINI公园
街道踢球游戏

仅一期的街道踢球游戏：里米尼，一切从这里
开始。
球迷可以报名参加街道踢球游戏并进行
各种训练。
选出各种训练的胜出者，将被刊登在
Calciatori Brutti的社交网络上。
详细信息: www.calciodistrada.it

8月2-4日
里米尼，提比略桥绿
地，MARECCHIA公园
TIBERIO MUSIC FESTIVAL音乐节

在提比略桥迷人的衬托中为期三天的现场乐
队，DJ表演及世界著名艺术家活动，并伴随着视
觉艺术，表演，街头美食及工艺品展示。
与Rimini
Afro Festival音乐节一起周五开始，周六继续带
有国际嘉宾的tehcno科技音乐及浩室音乐，周
日以向70/80年代的摇滚致敬而结束。
时间：18:00-01:0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tiberiomusicfestival@gmail.com

8月14日
里米尼,从130号浴场至150号浴场
的海岸线
火的海洋

一场火焰与魔法的夜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吞
火表演，舞者，杂技演员，在海边进行表演。
在星
空下海滩上的迷人环境中，美食，啤酒，葡萄酒
及音乐让仲夏的夜晚更加美满。
表演开始时间：20：00•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piacerespiaggiarimini.net

8月18-24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各国人民友谊聚会

包括聚会，展览，音乐和表演的夏季聚会。
一场
具有明显国际性质的活动，一场见证不同文化
的体验，与不同文化，政治及信仰的有趣的人进
行自由公开的交谈。
第四十届的标题引用的是
Karol Wojtyla一首诗中的一句：«Nacque il tuo

nome da ciò che fissavi»你的名字与生俱来。
详细信息: www.meetingrimini.org

9月
里米尼，GALLI剧院及其他地点
马拉泰斯塔音乐节

自1950年以来，Sagra Musicale Malatestiana
音乐节一直为里米尼带来国际音乐界的知名指
挥，独奏家及管弦乐团，举办意大利最悠久的文
化活动。
除了交响乐外，近年来已经扩展了几个
音乐相关项目，举办夏季(8月)及秋季室内乐其
他艺术活动。
从夏季到秋季，新的Galli剧院将迎
来其精彩的音乐季，以及2019年Sagra Musicale
Malatestiana音乐节活动共同庆祝剧院成立70
周年。
买票入场
详细信息: www.sagramusicalemalatestiana.it

9月7-15日
里米尼
RIMINI摩托车赛

第六年举办宏大的motor valley展览，参与者们
将在这里看到用于Moto GP（摩托车大奖赛）中
表现极佳的竞赛摩托车，与机动世界相关的活
动将持续两周。

9月13-15日
里米尼-MISANO赛道,即MARCO
SIMONCELLI赛道
圣马力诺大奖赛和RIMINI海滨大
奖赛

第12届Gran Premio San Marino e Riviera di
Rimini摩托车赛的热身，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
地的粉丝和数百万观众。
在Motor Valley赛道内
外，一个非凡表演的周末。
详细信息: www.misanocircuit.com

9月13-15日
里米尼，FEDERICO FELLINI公园
意大利自行车赛

对于爱好者和公众来说，该节日可以作为自行车
集市的参考。
预告，自行车测试，展示& 表演，派
对及娱乐：
360度满足自行车节所有组成内容。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italianbikefestival.net

9月14日
里米尼MARINA服务中心，
VIA ORTIGARA 80号
第3届RUN TOGETHER SUNSET 夕
阳跑 FESTA DURO TRAIL节日

Run Together Sunset夕阳跑全程6公里，在日落
时分进行，将跑步者与爱好者结合在一起，享受
日落时跑步的乐趣：比赛变成发现美景的机会。
集合时间：17：00；
出发时间：18：00
详情：www.goldenclubrimini.it

9月19-22日
里米尼，PIAZZALE FELLINI广场
第29届NUVOLARI老爷车大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老爷车，将挑战总里程为1000
公里的赛道，穿越各个著名的老城镇历史中心，
像往常一样，他们也将巡游海滨小城Rimini的老
城区中心地带，而后在费里尼广场进行展览 。
(週六和周日)。
详细信息: www.gpnuvolari.it

9月19-22日
里米尼，不同地点
GLORY DAYS光辉岁月

Bruce Springsteen粉丝们将迎来第21届为期
四天的国际摇滚活动，活动包括音乐，音乐会，
辩论，摄影展及书籍推荐。
部分活动免费，其他
付费。
详细信息: www.glorydaysinrimini.net

9月19-22日
里米尼，GALLI剧院，
SANTA MARIA DEI SERVI教堂
里米尼国际合唱比赛

近年来，合唱团音乐在质量上有所提升，在音乐
界获得了一个重要空间。
该赛事已举行到第十
三届，不仅只是参与合唱比赛，还希望向公众展
示每个团体及曲目的特点和多样性。
免费入场•详细信息：www.riminichoral.it

9月20-22日
里米尼，CASTEL SISMONDO城堡
GIARDINI D’AUTORE园艺展：秋季

聚集意大利最佳园艺师的里米尼秋季园艺展。
与园艺师，工匠，艺术家及设计师一起，用许多
想法和启示装饰家居和花园。
展会包括成人和
儿童园艺工作坊，装饰课程，书籍介绍，文化之
旅及关注烹饪优惠。
详细信息: www.giardinidautore.net

9月23-25日
里米尼，FELLINI公园
TRANSITALIA MARATHON马拉松

10月9-11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
TTG – SIA GUEST – SUN

TTG Travel Experience是向意大利推广世界
旅游以及向世界进行意大利旅游产品营销
的意大利展会。
意大利唯一b2b工业博览会，
活动包括与TTG Travel Experience合作项
目，SIA Hospitality Design-Accoglienza e SUN
Beach&Outdoor Style的国际沙龙-露天假日，
野营及海滨活动沙龙。
详细信息: www.ttgexpo.it; www.siaexpo.it;
www.sunexpo.it

10月12-14日
RIMINI – BORGO SANT’ANDREA
BORGO SANT’ANDREA节日

庆祝里米尼守护神之际，borgo sant’Andrea组
织了一个两年一次的节日，以整个街道为主题，
举行表演，文化，运动及美食活动。
时间：17:00-23:30 •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borgosantandrea.org

10月19日-12月31日

里米尼,GAMBALUNGA图书馆古老
欧洲唯一非竞技赛：
带导航的拉力式旅游行程。
行
大厅,图片馆
程跨越6个地区，旨在了解半岛的传统。
这是一场
文档及奇事。长达400年的历史
摩托车旅游的盛大节日，随着集市的开门周一从
piazzale Fellini出发并有Raid世界拉力赛表演。
周 Gambalunga图书馆成立400周年，举行的图书
二下午举行开幕式，出发时间定于周三上午8:30。 及影像丰富遗产展。
从遥远的中世界到现在的
详细信息: www.transitaliamarathon.com
时间穿越之旅，包括珍贵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世
界地图，书籍，照片及电影。
详细信息: www.bibliotecagambalunga.it
10月-12月
里米尼，城市博物馆
ALA NUOVA PRIMO PIANO
TRANSFASHIONAL

一个国际项目，通过展览，会议，艺术家及作品
进行时尚横向性的研究。
网络合作伙伴有：博
洛尼亚大学，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华沙美术
学院，伦敦艺术大学，瑞典布鲁斯大学纺织学
院。
2019年的标题是“Post Interdisciplinary
Lexicon”。
详细信息: www.museicomunalirimini.it

10月25-27日
里米尼,PIAZZA CAVOUR广场
CIOCCORIMINI巧克力节

一场融合巧克力制作师激情的美味和艺术活动。
时间：10:00 – 20:00; 周六至24:00
详细信息: info@cocap.it

10月25-27日
里米尼PALACONGRESSI会议中心
第22届SINTONIE展

高保真与家庭影院音响展
详细信息: sintoniehifi.it

10月31日–
11月1日及2日
里米尼,提比略桥公园–
BORGO SAN GIULIANO
万圣节在里米尼

里米尼为成人和儿童举办的主题导游参观，一
起探索里米尼及周末万圣节的秘密。
集合时间:15:30活动时间约2小时
票价10欧元 • 详细信息: +39 0541 53399
(Iat Rimini Reservation游客信息中心)

2019年10月31日–
2020年1月6日
里米尼，
“LUIGI TONINI”城市博
物馆
里米尼展出拉斐尔 •圣齐奥的
圣母子像油画“MADONNA
DIOTALLEVI”

在伟大的乌尔比诺艺术家拉斐尔 •圣齐奥逝世
五百年庆典开幕式上，城市博物馆举办了一场
献给他的展览，作品“Madonna Diotallevi”被认
为是其最重要的青年时期画作之一。
该展览还
为公众提供机会，了解该油画名作的最后一位
所有者信息，里米尼人Audiface Diotallevi,曾被
任命为里米尼最高行政长官以及并委任建筑师
Luigi Poletti进行galli剧院的设计工作。
Info详细信息: www.museicomunalirimini.it

11月5-8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VIA EMILIA路155号
ECOMONDO – KEY ENERGY能源展

欧洲 - 地中海地区绿色能源和循环经济的领
先展览会。
同时，Key Energy能源展也是能源
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和应用的展会。
另
外，Ecomondo提议了可持续城市的理想方案，

展览中展示了模型及技术解决方案，用来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并可持续性地促进领土发展。
详细信息: www.ecomondo.com www.
keyenergy.it

11月9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DANIELE SILVESTRI 演唱会

Daniele Silvestri联合一支优秀的乐队，在体育
中心的舞台上纪念其25年的职业生涯，并演唱
了其新作。
详细信息及购票：pulp concerti 329 0058054

11月16-19日
里米尼会展中心，VIA EMILIA路155
号
FOODNOVA食品展

融合了新消费行为的国际展：从无麸质和无乳
糖产品到素食产品及其他民族食品。
FoodNova
展会是一个融合了健康，观念及文化所有需求
的信息网络。
Info: www.foodnova.eu
www.glutenfreeexpo.it

11月19-24日
里米尼，市中心的不同地点
AMARCORT FILM FESTIVAL电影节

第12届短片电影节按照现行同一模式进行，播
放在7个经济部分的入围决赛短片，及邀请意大
利电影嘉宾及放映早期经典作品，并为业内人
士设立“产业”区进行讨论，辩论及专场放映，并
为学校进行上午场次的放映。
时间：全天• 免费入场
详细信息: www.amarcort.it

11月29日
里米尼，RDS STADIUM体育中心
歌手EROS RAMAZZOTTI
歌曲VITA CE N’È 世界巡演

Eros Ramazzotti开始在世界著名竞技场进行新
巡演，除了其35年职业生涯的成功曲目外，还有

其新专辑‘Vita ce n’è’中的歌曲。
时间：21:00 • 买票入场
详细信息: www.stadiumrimini.net

11月29日及12月1日
里米尼，GALLI剧院
GALLI剧院歌剧季
NORMA诺玛

Vincenzo Bellini歌剧家的作品“Norma诺玛”
是2019Galli剧院歌剧季的副标题，由Cristina
Muti执导，Luigi Cherubini青年管弦乐团与
Fondazione Teatro di Ravenna合作演出。
买票入场
详细信息：+39 0541 793811 www.teatrogalli.it

2019年12月1日-2020年1月6日
里米尼
世界上最长的新年

在一个月的活动时间内，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
将成为一处露天舞台，为参与者奉上音乐、艺
术、表演、圣诞活动和大型音乐会。
照明、展览、
圣诞集市、传统婴儿床和沙滩将点亮节日的气
氛，让整座城市充满了热情和新的光芒。
如往届
一样，12月31日将会举办诸多的“流行”新年活
动。
活动从piazzale Fellini广场的大型演唱会开
始，步行几步前往冬日的海滨，接下来还会在老
城区的中心地带举办众多的元旦活动。
详细信息: capodanno.riminiturismo.it/

12月6日-8日
MATRIOSKA #16

向罗马涅地区所有动手制作独特产品的人开放
的活动，特别是喜爱时尚和设计的人。
这里是您
可以展示和销售您创作产品的研究汇聚之地，
您可以在此交换想法，进行展示和交流。
详细信息: www.matrioskalabstore.it

Malatesta及
Montefeltro的
土地
3月9-17日
MORCIANO DI ROMAGNA城镇，
展馆
和城市街道
SAN GREGORIO古老会展中心

致力于农业世界和当地特产的市场展，拥有经
典美食摊位及当地手工艺品。
还包括马匹、牛、羊肉、庭院动物和畜牧业展，以
及丰富的表演节目。
详细信息：+39 0541 851928
www.comune.morcianodiromagna.rn.it

周五SANTO纪念圣人活动
MONTEFIORE CONCA
百年周五纪念圣人活动

活动从Golgota一直延伸到SantoSepolcro，旨
在重现耶稣受刑时的传统服饰。
时间：21：00
详细信息: www.comune.montefiore–conca.rn.it

4月24及25日
SALUDECIO
SALUSERBE

一场专注于草药、自然食品、生物农产品和生态
手工业产品的春季展览和集市活动。
详细信息：+39 0541 869719

5月1日
CASTELDELCI,敞篷四轮马车
及市中心
马产业展览会

古老的马术表演及展览会。
详细信息：+39 0541 915423

5月18-19日
NOVAFELTRIA，
市中心
CASCIONE节

奶制品节旨在推广罗马涅地区使用顶级原料，
如春日香草、福撒奶酪、博提切拉土豆、本土肉
制成的特色美食产品。
详细信息：+39 0541 845619
www.comune.novafeltria.rn.it

6月13-16日
PENNABILLI
广场上的艺术家

这是一场国际化的艺术盛会，涵盖了喜剧、音
乐、新式马戏、舞蹈、舞台剧和各类露天表演等
多个主题。
详细信息：+39 0541 928003
www.artistiinpiazza.com

6月19-23日
SAN GIOVANNI IN MARIGNANO
巫师之夜

街道上摩肩接踵的人群，药用植物集市，魔法
石和自然产品，都将以SanGiovanni魔幻之夜
作为背景。
活动于6月23日午夜结束，在Alveo
Ventena举行了盛大的女巫燃烧活动。
详细信息: www.lanottedellestreghe.net

6月22-23日
POGGIO TORRIANA –
POGGIO BERNI
宽面条节

罗马涅美食周末，伴随着罗马涅”居家饭”
，集市
和音乐的宽面条比赛。
详细信息: www.prolocopoggioberni.rn.it

6月29-30日
MAIOLO
面包节

6月30-8月12日
SAN LEO, FORTEZZA
SAN LEO FESTIVAL音乐节

San Leo Festival音乐节由艺术总监Stefano
Cucci策划的音乐之旅，将在San Leo夏季多个
日期进行。
有关计划安排，
详细信息: www.san–leo.it

7月13-14日
MONTEFIORE CONCA
ROCCA DI LUNA表演

Maiolo年度特色面包节。
参与者可以参观传统
的古老烤炉，品尝依照过往传统制作的食品，尝
试依靠古老的方法制作面胚并烤制面包。
详细信息：
+39 0541 920012
www.comune.maiolo.rn.it

为庆祝第26届活动，月光下动人心弦的表演包
括音乐会，马戏，儿童节目及盛大的背景音乐
剧。
详细信息: www.roccadiluna.it

在古老的村庄为期四晚的葡萄酒节，您可以品
尝到优质葡萄酒和主办方的经典产品，在村庄
点燃火把和蜡烛的主广场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详细信息: www.sanclemente.it

由意大利和欧洲资深古董商参与的知名展览。
在三层展厅中，您可以欣赏古代家具，雕塑，绘
画，珠宝，陶瓷，书籍，印刷品和家具，从中世纪
到现代的众多展出品，所有产品都经过精心挑
选和资质认证。
详细信息: www.pennabilliantiquariato.net

6月30日，7月7日，14日及21日
SAN CLEMENTE
葡萄酒节

7月5-14日
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第49届SANTARCANGELO戏剧和
舞蹈艺术节

在艺术总监Eva Neklyaeva的指导下，该广场戏
剧节包含许多意大利和国际项目，在公共场所
进行表演，音乐会，见面会，书籍展示及电台广
播。
只有室内表演收费。
周末集市上有其他民族
产品，手工艺品及奇特产品。
详细信息：
+39 0541 626185
www.santarcangelofestival.com

7月13-28日
PENNABILLI,
PALAZZO OLIVIERI
传统古董集市展

7月下旬
VERUCCHIO
VERUCCHIO MUSIC
FESTIVAL音乐节

这是一场在意大利境内举办的无人群约束且极
其有趣的高品质音乐节。
详细信息：+39 0541 670222
www.prolocoverucchio.it

7月24-26日
POGGIO TORRIANA – TORRIANA
SCORTICATA, LA COLLINA
DEI PIACERI

这场历时三日的美食节汇聚了来自意大利各
地的美味食品。
村庄变成了一个小美食之都，
包括路边师傅的街头食品，星级厨师的户外餐
厅，啤酒师及糕点师，各种奶酪，香肠及面包生
产厂家。
详细信息：+39 0541 675207 • www.
prolocotorriana.it

8月第二个周末
MONTESCUDO –
MONTECOLOMBO
第47届土豆节和意大利面疙瘩节

具有食品摊位的土豆美食节，您可以品尝著名
的面疙瘩或其他土豆美食，并参观具有当地农
业及手工艺品的传统Perdono展览会。
详细信息: www.prolocomontescudo.it

8月9-12日
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E VERUCCHIO
CALICI DI STELLE葡萄酒节

在两个马拉泰斯塔村落的街道上布满了罗马
涅地区及其他地区的酿酒厂，为参观者提供高
质葡萄酒，街头美食，当地美食，并伴有表演和
背景音乐。
8月9日至10日在Santarcangelo举
行，11日及12日活动移至Verucchio举行。
详细信息：+39 0541 624270; +39 0541 670222

8月10-11日
MONTEGRIDOLFO
MONTEGRIDOLFO LIBERATA解
放日

这场纪念Linea Gotica的重要历史追忆活动以
著名的Montegridolfo战役为蓝本。
参与活动的
人群将穿上古老的服饰，重现古老村落的生活。
详细信息: prolocomontegridolfo

8月15-18日
MONDAINO
PALIO DEL DAINO节

追忆中世纪古老村落街道的历史活动，届时将
会举办同名主题的竞赛。
详细信息: www.mondainoeventi.it

8月24-25日
CORIANO
第53届桑娇维塞葡萄酒节

品味当地最好的葡萄酒，街头美食，街头艺术。
重复利用及古董市场。
时间：18:00-24:00
详细信息: www.prolococoriano.it

8月底
SAN LEO
ALCHIMIALCHIMIE

8月26日是Cagliostro逝世周年纪念日，San Leo
为纪念 Giuseppe Balsamo在Fortezza城堡顶部
举办晚餐，讲座，辩论，工作坊，workshop及表
演进行解密传奇，传统和神话。
活动的氛围迷人
且令人回味，包括音乐表演及灯光游戏。
详细信息: www.san–leo.it

8月31日-9月1日
POGGIO TORRIANA –
MONTEBELLO
蜂蜜节

两日的活动当中，参与者可以品尝蜂蜜产品，
探寻手工艺品集市，在街道和广场中体验娱乐
活动。
详细信息: www.prolocotorriana.it

9月8日，15日，22日及29日
PERTICARA DI NOVAFELTRIA
玉米粥及野果节

沿着小镇集市的街道，可以看到工艺品，活
动以及香肠酱配玉米粥的本地美食，牛肝菌
和野猪肉，玉米粥由富有13种玉米的面粉
制成加水磨制而成。
还可以跟随导游参观
Sulphur，Perticara的矿石历史博物馆。
详细信息：
+39 0541 927576 (proloco Perticara
博物馆)

9月21-22日
PENNABILLI
意大利最古老的水果邂逅
PENNABILLI小镇

活动期间将举办农业、古老水果和生态多样性
的展览、研讨会和会议，除此之外，还会奉上表
演、音乐和民俗活动，参与者还可以前往探寻名
为Frutti Dimenticati的传统集市。
详细信息：
+39 0541 928846
Associazione Culturale Tonino Guerra文化
中心

10月所有周日
SANT’AGATA FELTRIA
珍贵的白松露国家级博览会

该活动在每年10月的所有周日举行，被认为是
国家级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介绍珍贵菌类，通过
商业化美食处理，使其在白松露食谱种的美味
得到提升。
详细信息：
+39 0541 848022
www.prolocosantagatafeltria.com

10月13日，20日，27日
MONTEFIORE CONCA
板栗节

传统的秋季节日，美味的浆果产品。
详细信息：+39 0541 980035
www.comune.montefiore–conca.rn.it

10月5-13日
VERUCCHIO
历史节

通过见面会，工作坊，信息推广讲座，表演，跟
导游参观，主题晚餐来了解中世纪的微兰诺威
历史。
详细信息：+39 0541 670222
www.prolocoverucchio.it

11月9日 - 11日
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广场级城市街道
圣•马蒂诺节

该节日也被人们成为“La Festa deiBecchi”,是
小城最重要的展会。
曾经重要的牲畜集市，现在以食品而著称。
节日
期间的重要活动包括街头唱卖传统节日和“烤
饼锦标赛”
，该赛事对非专业人士开放。
详细信息：+39 0541 624270
www.santarcangelodiromagna.info

11月16-17日
TALAMELLO –
市中心
第34届福撒奶酪节

当季奶酪节是主题为L’Ambra di Talamello的
活动。
将按照传统，在8月将原料放在地窖当中，
在11月份从地窖中取出。
详细信息：+39 0541 920036

11月17日及24日
CORIANO
橄榄和秋季特产节

展会涵盖了农业、田园和传统手工艺产品，品尝
橄榄油，讨论会，食品摊和橄榄油生产厂家。
时间：9：00-19：00 • 详细信息：+39 0541 656255
www.prolococoriano.it

11月24日，
12月1日，8日，15日
SANT’AGATA FELTRIA
圣诞村庄

充满魅力及古老传统的圣诞集市，吸引着世界
各地的游客，专为孩子设立的圣诞老人和小精
灵之家，以及风笛和手工圣诞马厩。
详细信息：+39 0541 848022
www.prolocosantagatafeltria.com

文化

7月-8月
奥古斯汀的夏天：
星空下的电影院
从7月5日至9月
世人皆想掌控天下

全年
7月12-14日
城市博物馆(MUSEO DELLA CITTÀ ) ULISSEFEST-孤独星球旅游节
及外科医生诊所遗址(DOMUS DEL
CHIRURGO)
7月13-21日
第35届卡通俱乐部
全年, 每月最后一个周六
美丽的图书馆：导游带您参观古老 7月20-21日
的大厅
BORGO SAN GIOVANNI节日
截至4月7日及从10月至12月
迈向2020年，
FELLINI诞辰100周年

4月底
TEATRO AMINTORE GALLI剧院
的戏剧演出季
4月23日
GAMBALUNGA图书馆400周年
诞辰(1619–2019)
5月3-5日
第七艺术 - 电影与工业
6月14-16日
书的海洋-儿童读书节

8月18-24日
各国人民友谊聚会

10月12-14日
BORGO SANT’ANDREA节日

10月19日-12月31日
文档及奇事。长达400年的历史

2019年10月31日-2020年1月6日
里米尼展出拉斐尔 •圣齐奥的圣母子像
油画“MADONNA DIOTALLEVI”
11月19-24日
AMARCORT FILM FESTIVAL电影节

运动&养生
3月30-31日
里米尼马拉松

3月30-31日
啦啦队及啦啦操
全国锦标赛

4月19-22日
PAGANELLO:
KUNG - FU PAGA飞盘赛
4月28日
STRARIMINI 2019
5月3-5日
里米尼车友会

5月10-12日
沙滩巧固球节

5月16-19日
IDO-运动类舞蹈欧锦赛

5月30-6月2日
里米尼WELLNESS养生博览会

6月1日
城市障碍赛

6月4-6日
MODENA CENTO ORE拉力赛
6月7-9日
DTM 德国房车大师赛

6月21-23日
RIVIERA DI RIMINI 环球超级摩托车
冠军赛
6月21-30日
体操节日
7月4-14日
竞技舞蹈

9月2-15日
RIMINI摩托车赛

9月13-15日
圣马力诺大奖赛和RIMINI海滨大奖赛
9月13-15日
意大利自行车赛

9月19-22日
第29届老爷车大赛

美食

海滩&娱乐

4月19-22日
STREEAT®FOOD TRUCK
FESTIVAL街头快餐车美食节

4月30-5月1日
迷人的里米尼沙滩。。。
你喜欢吗？

7月12-13日
葡萄酒集会

6月10-8月30日
健康沙滩

6月22-23日
AL MENI

10月25-27日
CIOCCORIMINI巧克力节

6月2日
BEACH BREAKFAST RUN沙滩跑
6月中-8月底
2019沙滩运动及娱乐

6月21-7月26日-8月23日
码头上的普拉提

6月30日-7月27日
RIMINI FOR MUTOKO活动
7月25日
葡萄酒的海洋
8月14日
火的海洋

展会
及会议

3月22-23日
ELETTROMONDO电气展
4月25 - 28日
机动车展

5月5-7日
MUSIC INSIDE RIMINI音乐节
5月8-10日
MACFRUT博览会

5月16-18日
EXPODENTAL MEETING
10月9-11日
TTG – SIA GUEST – SUN

11月5-8日
ECOMONDO – KEY ENERGY能
源展
11月16-19日
FOODNOVA食品展

大型音乐会
4月6日
LUCA CARBONI的SPUTNIK
TOUR演唱会
4月12日
LOREDANA BERTÈ
的‘LIBERTÉ’专辑演唱会
4月30日
RAF–TOZZI演唱会

5月3-4日
MUSIC INSIDE FESTIVAL音乐节
5月29日
MENGONI演唱会

6月29日
MOLO STREET PARADE码头巡
游

6月底至7月底
跃动的心灵
7月5-7日
玫瑰之夜

7月10日
JOVA BEACH PARTY沙滩音乐节

8月2-4日
TIBERIO MUSIC FESTIVAL音乐节
9月
马拉泰斯塔音乐节

11月9日
DANIELE SILVESTRI 演唱会

11月29日
歌手EROS RAMAZZOTTI
歌曲VITA CE N’È 世界巡演
11月29日及12月1日
GALLI剧院歌剧季：
NORMA诺玛
12月1日至1月6日
世界上最长的新年

studio leonardo sonnoli

Comune di Rimini
有关最新活动及更新，
请访问:
www.riminiturismo.it
咨询及优惠套餐:
电话：+39 0541 53399
IAT ‒ 旅游信息咨询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