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une di Rimini

对于近期的活动和信息更新，
请访问海滨城市Rimini旅游的官方网址：
www.riminiturismo.it 

信息和服务：
电话. +39 0541 53399 
IAT  - 旅游信息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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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意大利海滨小城Rimini，Via L. 
Tonini 1大街1号，Piazza Ferrari广场
主题：Museo della Città（城市博物
馆）和Domus del Chirurgo（外科医
生博物馆）
我们邀请您参观Domus del Chirurgo（外科
医生博物馆）和Museo della Città（城市博物
馆）的出土文物区域。这两家博物馆收藏着
发掘时间横跨古罗马时代至现代的医疗器
械。 除了考古区域，您还可以在这里欣赏中
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作，包括十四
世纪Rimini流派伟大画家所创作的作品，由
Bellini绘制的著名画作《Pietà》（《圣母怜子
图》）以及由Giovanni Bellini、Ghirlandaio-
、Cagnacci以及Guercino的 绘画作品。 公元
二十世纪的展品在博物馆中设有专区，旨在
纪念国际绘画界的传奇人物：法国画家René 
Gruau。而另一个展厅“Libro dei sogni”（梦
想中的书本）则专为Federico Fellini设置。

门票︰ 成人7欧元，特惠价：5欧元。 每周星期
三和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城市博物馆和外
科医生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此外，游客
们还可以预约导游前往考古区域（包含门票）
，亦可在七月和八月期间周末的晚上前往。 
周一闭馆。 详情：+39 0541.793851

全年
海滨小城Rimini - Palazzo del 
Podestà（德斯塔宫），Piazza 
Cavour（加富尔广场）
主题：Spazio FAR  -  Rinimi当代和
现代艺术工厂
在Palazzo del Podestà宫和Palazzo dell'A-
rengo宫之中，这里每年都会转变为一处艺
术创意和展览中心，涵盖素描、油画、雕塑、摄
影、录像、布景和放映。此外，这里还将是一处
举办会议和研讨会的地点。 
免费入场 周一闭馆。 信息：+39 0541.70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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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手工业者见面的契机，旨在向公众提供
有关绿色空间设想和居住的创意及建议。 在
诸多的活动之中，第二届Riminigreen竞赛
旨在构建灵感来自于城市和#Offgiardinida-
utore关键词的都市花园。城市中的艺术画
廊、剧院、景点和公共空间在三天的活动期间
将“讲述”绿色、设计和自然的故事，成为当地
居民约会的绝佳地点。
相关信息：www.giardinidautore.net  | 
www.facebook.com/giardini.dautore

2017年3月17日至18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Elettromondo（电气世界）
这项电气设施的专属展览，将会展出从电器
配件到设备，照明系统到空调和暖气，工业自
动化光伏设备到监控和安全系统以及太阳能
热力产品在内大量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 
信息： www.eventoelettromondo.it 

2017年3月20日
海滨小城Rimini，Teatro Novelli 
（诺维剧院）
主题：Crossroads 2017
John Scofield将为您呈现“Country 
For Old Men”
这项活动依靠Scofield阐释乡村音乐和爵士
音乐的新专辑，充分展现出现代爵士乐的每
一个方面。 John Scofield – 吉他；Sullivan 
Fortner – 电子琴，钢琴；Vicente Archer – 低
音贝斯；Bill Stewart – 鼓。
时间：21:15 付费入场。 信息： 0541.793811 
www.crossroads-it.org 

2017年3月24至26日
海滨小城Rimini 105 Stadium
主题：Tatoo Convention 
（纹身大会）
来自意大利境内外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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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多种类别的比赛。
纹身大会期间，还将颁发最佳艺术家奖和最
佳纹身奖。
信息： www.riminitattooconvention.it 

2017年3月25日至26日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le 
Boscovich广场
主题：EmergeRimini 2017
EmergeRimini 2017是意大利民防组织

（Protezione Civile）举办的第三届活动，旨
在将志愿者与民事保护领域力量和制度完美
融合。 本次活动特别设置有一处展览区域和
一处用于实践的区域。  广场上还将展出用于
民事保护的车辆和设备。 为儿童、学生和12
岁以下少年设置了专属区域。  
时间：9:00至18:00。 

2017年3月25日至26日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主题：Esposizione di moto 
d’epoca（老爷摩托车展览）
本活动适逢Club II Velocifero俱乐部成立40
周年，将向公众展出40余辆来自20世纪20至
60年代，具有历史和收藏典范性质的老爷摩
托车，并向其讲述摩托车赛车运动的历史。 
星期日的早上，向海滨小城Rimini致敬之后，
将开始摩托车旅行巡演。 
详细信息：www.ilvelocifero.it 

2017年（除八月外，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海滨小城Rimini - Tempio 
Malatestiano（马爱德神庙）
主题：Piero e Sigismondo nella 
Rimini del Rinascimento 
(Rimini文艺复兴时期的皮耶罗和西
吉斯蒙德)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将带您重新探寻皮耶
罗·德拉·弗朗西斯和西吉斯蒙德.潘多夫.马
爱德的文化足迹。 这条文化旅游路线旨在带
您领略Michela Cesarini的古老艺术。起点位
于马爱德神庙，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里米尼为Rimini的守护神所专门设计。 教堂
的内室收藏有西吉斯蒙德的全身像。这座全
身像由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绘制于1451
年。而在衣冠冢室中则保存着一幅草图。 路
线的第二段位于壁画当中绘制的Castel Si-
smondo城堡，继续前行将抵达Museo del-
la Città（城市博物馆），那里收藏有珍贵的奖
牌，以及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军
事典范人物Sigismondo Pndolfo的个人履
历的物品。
时间：15:30 需要付费进入。 信息和预订电
话：+39 333 7352877 michela.cesarini@
discoverrimini.it    www.terredipiero.it 

每月（7月和12月除外） 
的最后一个周日

海滨小城Rimini， 
Piazza Tre Martiri（三烈士广场）
主题：Rimini Antiqua 
(Rimini古董集市)
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海滨小城Rimini的
市中心将会举办古代和现代艺术品集市，游
客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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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 19:00。 详细信息：+39 0541 
774385  -  +39 340 3031200（Rimini Art）

每月的一个星期日︰2017年3 月 19 
日、4 月 17 日、5月28日、6月18日、9月
17日、10月15日、11月19日

海滨小城Rimini，Vecchia 
Pescheria（老鱼市）
主题：Artigiani al Centro 
（市中心的工匠）
手工艺品博览市场
每月的一个星期日，一群手工艺者、创意师
和有抱负的设计师都会为参观者们奉上使
用木材、金属、布料、纱线、粘土和被遗忘的
物品创作出精美的工艺品。
时间：10:00 - 19:00。  详细信息：+39 
3403031200  artigianialcentro@gmail.com

2017年3月17日至19日
海滨小城Rimini - Piazzale Fellini 
（ 费里尼广场）
主题：Giardini d’autore 
（园艺花园）
这项活动是一个发现珍贵树木，与意大利最
负盛名的园艺师、设计师、建筑师、景观设计



2017年4月8日至5月7日
FAR  -  Rinimi艺术工厂
主题：Cinquant’anni + uno 
di alchimie（50年+炼金术）
陶艺家和雕塑家Gio Urbinati展览 
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至13:00，16:00至
19:00，周一闭馆。 免费入场。 
信息：+39 0541.704416

2017年4月14日至17日
海滨小城Rimini - 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 
主题：Street® Food Truck 
Festival（街头快餐卡车美食节）  
车轮上的优质食品美食节
在米兰完成预览之后，海滨小城Rimini将着
手举办第一届快餐卡车美食节，在距离海边
不远的地方为游客们奉上音乐和优质美食。 
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卡车将会展示最拿手的
佳肴，由大麦艺术协会（Barley Arts Promo-
tion）提供的音乐将会确保节日的气氛。  
信息：www.streeatfoodtruckfestival.com 

2017年4月15日至17日
海滨小城Rimini，Marina Centro码
头，35号浴场至42号浴场的海滩
主题：Paganello  
2017第27届Paga love
如往常一样，海滨小城的复活节周末将举办
沙滩极限世界杯：Paganello飞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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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之
夜：2017年4月14日周五。 
纪念飞盘诞生60周年之际的新一届活动。
详细信息： www.paganello.com 

2016年4月15日
海滨小城Rimini，105 Stadium 
（105体育场）
主题：Giorgia in Oronero Tour
在舞台上，艺术家们将表演融合了多种风格

（灵魂电子乐到流行音乐）的第十张新专辑
《Oronero》。 门票可在livenation.it和ticke-

tone.it上购买。 
信息：info@livenation.it  - 
+39 02 53006501

2017年4月17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Somarlungo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的传统乡下远足活动，以
热爱城市和传统为主题，主题活动包括马车
和自行车游行。 
信息：zeintadiborg@gmail.com

2017年4月21日至23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RiminiOffRoad Show
RiminiOffRoad Show是一项专为驾驶SUV、
两轮或四轮改装机动车及自行车挑战山地道
路的爱好者举办的展览。 展馆以外的区域将
设置为试驾和越野路段，用于自由风格、土路
穿越和拉力赛展示。 本次活动将涵盖海滨小
城Rimini境内所有爱好者熟知的自然道路，
包括不为人知的海滩。
信息：www.riminioffroad.it #Riminioffroad

2017年3月31日至4月1日
Palacongressi di Rimini 
（Rimini会议中心）
主题：Be-Wizard
意大利境内规模最大且最专业的数字化营
销培训
本次活动的持续时间为两天，将举办一系列
的学习讲座，深度探索互联网营销业务
详细信息： www.be-wizard.com 

2017年3月31日至4月1日
Palacongressi di Rimini 
（Rimini会议中心）
主题：Welcoming Cities 2017
这项培训活动将选择国际范围内最具实用性
的创新项目，为参与者提供并更新城市游客
接待的新理念。 
信息： www.welcomingcities.it

2017年3月31日，4月1日至4月2日
海滨小城Rimini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马尔科·
西蒙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主题：Blancpain GT  
Series Sprint Cup
诸多具有极高价值的汽车将通过闪电更换赛
车手和变速箱来挑战罗马涅赛道。 欧洲系列
北部杯赛GT4组（GT4 European Series Nor-
thern Cup）的比赛将在星期六晚上举办。 在
同一天，意大利锦标赛（Campionati Italiani）
的获奖赛车还将参与阿巴特.塞莱尼亚大奖赛

（Trofeo Abarth Selenia）、意大利F2和F4组
锦标赛。 门票将在TicketOne网站上预售。 
信息：www.blancpain-gtseries.com/  
和 www.acisportitalia.it/CISP  

2017年4月7日至25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Smiting - Festival della 
cultura non convenzionale（非传
统文化节）
2017年主题：“Radiosity – libertà on air” 

（辐射 - 自由空气）
第八届非传统文化节将会举办诸多的活动，
诸如特别放映的“Lo chiamavano Jeeg Ro-
bot”（我的名字是Jeeg Robot），城市博物馆
新馆中还将举办涵盖音乐、绘画、漫画、摄影、
开源以及FM自由电台馈赠、网络和真正自由
创作社区为主题的活动。 本次文化节还将邀
请诸如Maroccolo、Chimenti、Aiazzi dei Li-
tfiba在内诸多意大利著名的摇滚音乐人，还
会为成人和儿童设置多处实验室。 
详细信息：www.smitingfestival.it 

2017年4月8日至9日
海滨小城Rimini，15号浴场至25号浴
场的沙滩
主题：Aquilonata sul mare 
（海边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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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风
筝爱好者届时也将参与本次活动。 Dopola-
voro Ferroviario（意大利铁路退休员工组
织）负责举办本次活动。 时间：10:00  -  18:30
。  免费入场
信息： http://digilander.libero.it/dlfrimini/
aquilonisti/aquilonata/aquilonata.htm 



离铁人三项项目（YB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
级组）。活动于周六的6点在海滨小城Rimini
的沙滩上开始。 依旧是在周六，将举行铁人
两项青年组（Duathlon Categoria Giovani）
的比赛，而自星期五起，在费里尼广场还会举
办Rimini铁人三项博览会（Challenge Rimi-
ni Expo）。 Rimini铁人三项竞赛的正赛预计
于5月7日星期日早10:00开赛。 多位国际著
名的铁人三项运动员已承诺作为种子选手参
与本次赛事。 
详细信息：www.challenge-rimini.it/ita 

2017年5月5日至7日
海滨小城Rimini，105 Stadium 
（105体育场）
主题：Notre Dame de Paris 
（巴黎圣母院）
由音乐家Riccardo Cocciante和作词家Luc 
Plamondon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编著同名小
说的意大利音乐剧，将在导演Pasquale Pa-
nella的组织下于在海滨小城Rimini上演。 
两个剧目将分别在周日的17:00和21:00为观
众奉上。 演出门票可在ticketone.it上购买。 
信息：0541.395698 www.stadiumrimini.net     

2017年5月5日至7日
海滨小城Rimini，Viserba海滩
主题：International Beach 
Tchoukball Festival - XV 
edizione（第十五届沙滩巧固球节）
大型国际巧固球比赛每年都会在Rimini的
Viserba沙滩举办，多支球队将会为冠军而
拼搏。 这场大赛将在1公里的沙滩上举办，
融合了奇技、公平竞争、竞赛和友谊精神，让
所有人都能度过一个充满运动和欢乐气氛
的周末。 
详细信息：www.tchoukballfestival.com 

2017年5月5日至7日
Palacongressi di Rimini（Rimini会
议中心），Via della Fiera大街23号
主题：Vivi Benessere 
（2017健康生活）
补充体质，锻炼思维，发扬精神。 
今年的活动将丰富多彩，充满新奇，吸引了意
大利境内外诸多人士和机构的参与，涵盖了
30余家工作室、200座展位。活动期间还将奉
上烹饪秀、自生产作坊、小型讲座、免费课程、
理疗和按摩。
时间：周五14:30至22:00；周六9:00至21:00；
周日9:00至19:00。 门票：5欧元。  信息：www.
vivibenessere.it 

2017年5月7日至9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Via Emilia大街155号
主题：M.I.R.- Music Inside Rimini 
（音乐中的Rimini小城）
欧洲唯一的音乐和表演专属活动，旨在让参
与者亲身体验行业领导者的领先技术。
这场活动的形势非常独特，能够满足专业和
业余人士的需求。活动专门设置有9层的Li-
ve Technology Show区域，涵盖意大利境内
外灯光、音频、索具、视频、设计和夜总会领域
最主要的企业及另一个新领域：“广播”和“系
统集成”。 活动期间，Music inside Festival音
乐节将会为参与者奉上全球著名DJ的独家
表演（5月5日至6日）。 著名的舞场大师Paul 
Kalkbrenner、Chris Liebing、Jackmast-
er、Len Faki、Loco Dice、Matthias Tanzman-
n、Patrick Topping、Ralf、Sam Paganini、Sa-
sha Carassi、Serge Devant、Sven Väth、The 
Martinez Brothers和其他著名人士将借本次
活动的契机汇聚在这里。 
详细信息：www.musicinsiderimini.it 

2017年4月21日至23日
海滨小城Rimini，Lagomaggio区
域，70至74号海滨浴场的沙滩
Rimini Volkswagen Classic
Volswagen Aircooled和罗马涅大区街头美
食，音乐是本次三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活
动由Rimini竞技场委员会（Comitato Rimini 
Arena）负责举办。 
信息：www.facebook.com/
events/877832028986853/  

2017年4月23日
海滨小城Rimini，Teatro Novelli 
（诺维剧院） 
主题：Gianni Maroccolo in“Nulla 
è andato perso” 
数位在诺维剧院成为过去30年意大利摇滚
音乐支柱的音乐人：Andrea Chimenti、Anto-
nio Aiazzi (Litfiba)、Beppe Brotto、Simo-
ne Filippi (Üstmamò)。 本次活动的主角是
Maroccolo在其音乐生涯中与Claudio、Litfi-
ba、CCCP、CSI以及诸多著名摇滚音乐家（如
Battiato、Capossela和Joy Division）一起合
作的音乐。 特别开放集：Amerigo Verardi。
信息和预售：+39 329 0909716 
smitingfestival@gmail.com 

2017年4月29日至30日
海滨小城Rimini，奥古斯都凯旋门
和赛道 
主题：Rimini Marathon 
（Rimini马拉松） 
Rimini马拉松是一项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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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ni小城中的每个
角落以及富有特色和令人回味的美丽广场。 

除了马拉松比赛（周日9：30开赛）之外，还包
括下述项目：线路1.8公里的Kids Run（儿童
赛跑，周六16：00开赛），线路9公里Family 
Run（家庭赛跑，9：30开赛），以及同时举办的
具有民族特色的第三届TEN MILES跑步比赛

（10：00开赛），线路10英里，即16094米。   
马拉松运动员村未予奥古斯都凯旋门，自周
六上午起开放，提供小吃摊、现场演出、音乐
会、访谈、游戏和儿童区。 
详细信息：www.riminimarathon.it 

2017年4月29日至5月1日
Piazzale Fellini（费里尼广场） 
你喜欢待在Rimini沙滩上的那种感
觉吗？
日光浴小床、太阳伞、海滨小房子和沙滩一
起，将入驻费里尼广场，向游客展现“海洋活
动”的魅力。除此之外，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
节目，代表对夏日海滩的热爱。 不可或缺的
活动还包括烹饪、时尚、音乐和娱乐秀。本次
活动还会为游客提供当地的优质美食，让其
充分享受Rimini的卓越烹饪技术，品尝DOC
认证葡萄和自酿啤酒等产品。 时间：12:00至
23:00。 
详细信息：www.spiaggiarimini.net 

2017年5月5日至5月7日
海滨小城Rimini海滩，Piazzale 
Fellini（费里尼广场）
主题：Challenge Rimini - We are 
Triathlon（Rimini铁人三项挑战
赛）
2017年的第五届Rimini铁人三项挑战赛将
非常耀眼，已成为全球一项备受期待的半
程锦标赛。 铁人三项比赛包括1.9公里的游
泳，90公里的自行车骑行和21.1公里的陆地
行动。 2017年的铁人三项比赛将会加入短距



2017年5月18日至20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Expodental Meeting
Expodental Meeting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牙
科博览会，也是意大利境内外牙科领域的旗
舰活动。
时间：9:00至18.30；周六9:00至16:30。 牙科
从业人员免费入场：www.expodental.it 

2017年5月19日至21日
海滨小城Rimini - 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  
主题：Mercato Europeo 
（欧洲市场）
沿着海滨小城Rimini海滩展示的欧洲香水，
香料和染色产品。
当一座可以观赏到大海的“客厅”遇到了一座
欧洲展览集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将带有芬
芳、情趣、传统和特色的产品融入一座文化“
熔炉”中，展现出意大利境内外的经典佳品。 
一座广场，一条沿海公路是您认识新朋友，了
解欧洲文化和情趣的绝佳地点。  
时间：周五，周六和周日9:00至24:00。 

2017年5月21日
海滨小城Rimini，居民道路 
主题：StraRimini
亚得里亚海海岸半程马拉松由意大利UISP
协会主办，总长为21.097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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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www.strarimini.it 

2017年5月26日至28日 
海滨小城Rimini 
Matrioska #11（俄罗斯套娃 #11）
俄罗斯套娃是一场为艺术家、手工业者和手
工制造单品的人士推出的研究和汇聚活动。 
这次活动除了将展现上述人士的作品之外，
还将着重展示具体的创作过程。在这里他们
可以交换看法，交流思想，汇聚活动的空间也
将成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门票：3欧元  信息：www.matrioskalabstore.
it   www.facebook.com/matrioska.rimini/

2017年5月27日至28日
海滨小城Rimini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马尔科·
西蒙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主题：Petronas Grand Prix Truck 
（马石油卡车大奖赛）
这是意大利境内唯一一场令人兴奋的卡车比
赛。观众们将有机会享受到大马力的卡车在
赛道上奔驰的刺激感觉。 本活动同时还将举
办欧洲卡车装饰展。 在展览区域，将会展示
大品牌制造商的卡车产品，观众还有机会享
受赛道试驾。 
门票将在TicketOne网站上预售。  
信息：www.fiaetrc.com 

2017年5月10日至12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Via Emilia大街155号 
主题：Macfrut
Fruit & Veg Professional Show（水果&蔬菜
专业博览会）Macfr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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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B会
面、商务研讨会会议厅和专属的会议区域及
诸多的关联活动，将会为参观者带来商机，
帮助他们了解更多的知识。 
业内人士注册后免费入场 
时间：9:30至18:00 信息：www.macfrut.it 

2017年5月12日至14日
海滨小城Rimini，Parco Rimini 
（费里尼公园）
主题：Reunion Harley 
（哈雷迷车友会）
意大利境内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车主和摩
托车爱好者将举办一场重要的车友会活动。 
活动项目包括：哈雷摩托车试驾，印度和摩
托固斯（Indian and Moto Guzzi），试驾心目
中梦想的摩托车。 这是一场沿着海滨小城Ri-
mini市中心和海岸线举办的摩托车大游行
活动。活动期间，还将为参与者奉上娱乐节
目和表演，举办小吃活动和现场音乐会。 
信息：www.reunionrimini.it 

2017年5月13日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主题：Strawberry Fields Day

《Straberry Fields Day》是甲壳虫乐队最动
人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在无党派人士与意
大利甲壳虫乐队粉丝团的推动下，收录在该
乐队50年前的一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活动参
与者都层演唱这首歌曲，而且《Strawberry 

Fields Day》还将作为本次在Rimini举办的
第34届Macfrut活动（国际果蔬博览会）的闭
幕歌曲，这是因为本年度活动的主题和标志
是：草莓。 在舞台上，意大利最佳的甲壳虫风
格乐队将为观众奉上最优秀的节目。而在广
场上，则会展出众多的老爷车和摩托车，以
及草莓作为主角的意式冰激凌和众多美味
佳肴的展台。
时间：21:00。免费入场。 信息：mei@
materialimusicali.it 

2017年5月13日至6月25日
FAR  -  Rinimi艺术工厂
主题：Il mondo  
di Guillaume Duprat 
法国艺术家Dupart与Mare di Libri的合作
展览
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至13:00和16:00至
19:00，周一闭馆。 免费入场。  
信息：+39 0541.704416

2017年5月15至20日
海滨小城Rimini，105 Stadium 
（105体育场） 
主题：Uefs Champions 
League（UEFS冠军杯）
UEFS冠军杯首次落户意大利，将在海滨城市
举办第27届洲际俱乐部竞赛。本次比赛由意
大利足球协会举办，旨在发展室内AMF认可
规则的5人制足球。 
本次比赛的参赛队伍由来自欧洲8个国家的
12支球队组成。
信息：www.facebook.com/europeanfutsal 



2017年6月3日至4日
海滨小城Rimini，Torre Pedrera，66
号海滨浴场的沿海公路
主题：East Coast Festival 
（东海岸音乐节）
在Torre Pedrera举办的美式老爷车和摩托
车集会
本活动于星期六下午开始，除了会在66号海
滨浴场的沿海公路上举办“Vecchie Signo-
re”的车辆集会之外，还将带来音乐会和小吃
摊。 活动将在周日继续，展出美式老爷车和
摩托车，还会办法美食、动画和音乐奖项。
免费入场。 信息：+39 348 8702312

2017年6月6日至7日
海滨小城Rimini - 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
主题：Modena Cento Ore 
（摩德纳一百小时）
老爷车拉力赛 
2016年在意大利举办的独特老爷车比赛被
命名为“国际老爷车拉力赛年”，是世界老爷
车竞赛的“奥斯卡”。
6月6日周二，众多参赛者将齐聚海滨小城Ri-
mini，在Parco Fellini（费里尼公园）展示他们
的赛车，参与Grand Hotel举办的海滩鸡尾酒
会和开幕之夜活动。 6月7日，第一赛段的比
赛从费里尼公园开始，到Misano赛道结束，
之后的赛段将延伸至佛罗伦萨。
详细信息：www.modenacentooreclassic.it 

2017年6月7日至8月25日
海滨小城Rimini，Corte degli 
Agostiniani (奥古斯汀大法院), 
Via Cairoli大街
主题：Percuotere la mente 
（跃动的心灵）
每年的夏天，Rimini小城都会举办5场盛大的
音乐活动，而Sagra Musicale Malatestiana（
马爱德神圣音乐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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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和流行
等位于不同的纬度和距离之间的音乐类型。  
详细信息：+39 0541.704294 www.
sagramusicalemalatestiana.it 

2017年6月9日至11日 
艾米利亚 - 罗马涅海岸

主题：La Notte del Liscio
活动总时间为天，旨在纪念罗马涅的《Bal-
lo Liscio》舞曲。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与最著
名的交响乐团合作，庆祝其娱乐表演和舞蹈
的曲目。
信息： www.notteliscio.it 

2017年6月9日至9月15日每周五的晚上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主题：Venerdì sera in centro 
（周五晚上的市中心）
传统的夏季夜晚集市在今年也将重返Rimini
老城区中心，大量的古玩、旧物品、现代物品、
复古物件、工艺品和古老奇珍也将出现在令
人称奇的摊位上。 
时间：18:00-次日0:00。 

2017年5月28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Viaggio in Carozza 
（马车巡游）
Valmarecchia区域著名的马车巡游活动从
Casteldelci出发，将穿过诸多的自然景观、村
庄和承包，而后在5月28日，抵达海滨小城Ri-
mini的海滨地带。本次活动的主办机构为意
大利奥林匹克委员会旗下的Fitetrec-Ante（
意大利马术旅游和马术竞技联合会 - 马术旅
游协会）。 
详细信息：+39 338 8018673

2017年6月至9月
海滨小城Rimini， 
老城区中心地带和沿海公路 
主题：Cento giorni in festa 
（百日派对） 
每天，Rimini小城都将精心准备涉及到文化、
体育、音乐、传统、美食和生活乐趣的活动，
欢迎每一位到访的游客。 Rimini旅游委员会
将举办超过500场大大小小的活动，这些活
动从6月到9月一直在等待着您：百日派将使
Rimini的广场、狭窄的街道和连接着Torre 
Pedrera和Miramare的沿海公路增光添彩。  
详细信息：+39 0541.53399

2017年6月至8月末
海滨小城Rimini的海滩
主题：Giocaestate - Sport e 
divertimento sulla spiaggia 
（夏日游玩 - 沙滩旅游和休闲活动）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海滩上每天都会进行免
费的健美操、体操、水中有氧运动、舞蹈培训
和专为成人和儿童准备的游戏和娱乐活动。 
休闲活动从Torre Pedrera一直延伸到Mi-
ramare，共有超过50个场地，丰富的项目是

Giocaestate（夏日活动）的组成部分。 
时间：9:00至12:00（个别浴场还将在16:00
至18:00期间举办儿童游戏和比赛）。 免费
参与。 信息：+39 0541.772917 (Uisp) www.
uisprimini.it 

2017年6月1日至4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Rimini Wellness 
舞台上的健身、健康和运动
健身、健康、运动和健康饮食将重回舞台，构
成一项无以比拟的活动。 第12届健身和健康
或哦的那个将举起国际主义旗帜。 Foodwell 
Expo展览会上将会展现诸多的全球新资讯
和健康食品。  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
展商，还将在此举办会议和研讨会。而Rimini 
Wellness Off活动则会在展馆外的海滨区域
举办派对、开胃酒和海滩之夜活动。
时间：9:30至19:00。  付费入场。
详细信息：www.riminiwellness.com

2017年6月3日至4日
海滨小城Rimini，Lungomare 
Tintori 34（沿海公路34号）
主题：Wellness Fuori Fiera 
（展馆外的健身）
Fuori Fiera活动是一项沿着海滨小城Rimini
沿海公路举办的彩色健身活动。 活动将横跨
两个夜晚，从17:30开始至01:00结束，让参与
者享受展馆外的娱乐健身感觉。 沿海公路区
域将设立一个舞台，诸多乐队和DJ将奉上现
场表演。整个活动的场景将包含街头食品、
特色服饰、表演以及由行业内最优秀的企业
和其他诸多企业组织的健身课程。

 



2017年6月17日至18日
Piazzale Fellini（费里尼广场）和
Lungomare（沿海公路） 
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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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戏团的周边是专用的街头美食区，展示着
依靠艾米利亚和罗马涅大区的优质食材制成
的街头美食。此外，这里还将设置一出“星级”
冰激凌店，将大厨师的创意与Carpigiani冰
淇淋大学的冰淇淋制造商交织在一起。
马戏团的前方将展出大区内和来自Ma-
trio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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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www.almeni.it 

2017年6月17日
海滨小城Rimini和艾米利亚-罗马涅
大区的温泉
主题：Notte Celeste
这项活动将在艾米利亚 - 罗马涅大区所有的
温泉中举办，为所有人带来放松和娱乐的感
觉。 海滨小城Rimini的活动将在Rimini温泉
举办，让游客有机会在这里体验一个美好的
夜晚和一个特别的周末。 
在周末的时候，游客们可以参与Alba Celeste
活动，迎接初升的太阳（预订电话：+39 335 

5419107）信息： www.lanotteceleste.it 
www.riminiterme.com 

從2017年6月18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I 600 anni di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 La nascita 
dell’Umanesimo（出生和文艺复
兴） 纪念西吉斯蒙德600年诞辰
西吉斯蒙德.潘朵夫.马爱德生于1417年6月
19日，是一位有着巨大矛盾的现代化身影：
这位激烈的战士和对文学艺术事业自助的人
士，已经深深的烙在了海滨小城Rimini的艺
术历史当中。Tempio Malatestiano（马爱德
神庙）是由冲突和战争蹂躏的复杂时代当中，
引领命运变革领导者。 在海滨小城Rimini市
政厅诞生600年之际，从6月18日起举办一系
列的庆祝活动，活动截止时间为2018年10
月，纪念西吉斯蒙德诞辰550周年的日子。

2017年6月23日至9月15日，
每周五晚上

海滨小城Rimini - Tempio 
Malatestiano(马爱德神庙), Chiesa 
di Sant’Agostinio 
（圣.奥古斯蒂诺教堂） 
主题：Mirabilia Urbis 一条探索海滨
小城Rimini老城区中心地带神圣艺术
遗产的路径。
第三届Mirabilia Urbis活动为游客提供晚间
导览，让其以不同模式的享受海滨小城Ri-
mini丰富神圣艺术遗产中的文化和精神。 
这些路线将涵盖这些遗产中的大量标志性
建筑，诸如Tempio Malatestiano（马爱德神
庙、Basilica Cattedrale（方形天主教堂）、诸
多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性遗产以及
Chiesa di Sant'Agostinio（圣.奥古斯蒂诺教

2017年6月10日至11日
海滨小城Rimini，Villaggio Inna 
casa庄园（Via Dario Campana大
姐 - Largo Bordoni小道）
主题：Zeinta in Festa 
活动总时间为2天，将在海滨小城Rimini的
Ina Casa人居举办展览和演出。 
信息：zeintadiborg@gmail.com

2017年6月12日至9月2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海滩
主题：Le spiagge del benessere
(健康沙滩)
本次活动将会提供体验自然、健康与和谐的
海量机会。活动时长为12周，将有50家健康
领域的企业参与，推出800余种方式，涉及35
间浴室。此外，个别汇集了创始人和业者的
活动，包括会议、研讨会和体验组等还将在
夜间举办。  不可错过的夜间主题项目包括神
奇的印度夜晚、水晶职业和健康白夜。 如往
常一样，本次活动将重新举行帆船健康航行
和月亮黎明的暗示项目。
 2017新项目：日出和日落之时在海边体验渔
家、呼吸和冥想，除此之外，还会举办幸福家
庭海滩和海滩人体彩绘等活动。
游客可免费参加集体活动、咨询和在沙滩上
举办的活动。游船和晚餐为付费项目。   
信息：+39 335.5419107 
www.lespiaggedelbenessere.it 

2017年6月16日至18日
海滨小城Rimini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马尔科·
西蒙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主题：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Riviera  

di Rimini Round（Rimini海滨全球
超级摩托车大奖赛）
衍生品的世界已成为意大利的马尔科·西蒙
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历史阶段。 周
末的日历上还包含Supersport 300（2017新
比赛）竞赛，Supersport和SuperStock 1000
比赛。
门票将在TicketOne网站上预售。   
信息：www.worldsbk.com/it 

2017年6月16日至18日
海滨小城Rimini，老城区中心地带
主题：Mare di Libri（书的海洋）
爱读书人群的节日
第十届大众文学阅读节日专为青少年和“年
轻的成人”举办。三天的节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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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 di Li-
bri（书的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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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www.maredilibri.it 

2017年6月16日至18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Ciclo di visite guidate 
dedicate a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纪念西斯基蒙.潘朵夫.马
爱德的引导骑行）
适逢小城Rimini的守护神诞生600年之
际，Guidopolis将提供探寻守护神身影和马
爱德家族标志性地点的引导骑行项目。
引导骑行活动需要付费和预约
信息：+39 329 2740433  - +39 328 9439658 
www.guidopolis.com 



七月和八月（7月5日至8月31日） 
的每周三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主题：I ricordi in soffitta 
（阁楼里的回忆）

“阁楼里的回忆”是专为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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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充满娱乐
和社交性质的阁楼回忆之夜活动之中，孩子
们是真正的主角。 
时间：17:30至23:30
免费参与。 请在C.O.C.A.P.提前注册 详细信
息：+39 0541.781108

2017年7月7日至16日， 
7月15日和7月22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海滩和老城区中
心地带
主题：Rimini for Mutoko
Rimini for Mutoko是一项人道主义活动。该
活动由一些朋友互相组织，诞生于2001年，
旨在通过游戏、运动和娱乐项目，为里米尼
人Marilena Pesaresi女士在非洲津巴布韦
Mutoko建立的Luisa Guidotti医院筹款。  活
动的各个项目在海滨区域（28/A号至45号
海滨浴场) 举行，包括沙滩排球比赛、沙滩网
球比赛和足球比赛，活动时间为7月7日至
7 月16日；7 月15 日，将举办名为Run Rise 
Rimini for Mutoko的黎明沙滩步行活动，活
动将为每位欣赏黎明的参与者提供；7月22
日，将在Piazza Cavour（加富尔广场）举办名
为Burraco solidare的活动。
信息：+39 335 1270914 
http://riminiformutoko.it/  

2017年7月7日至9日
海滨小城Rimini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马尔科·
西蒙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主题：24h Touring Car Endurance 
Series（24小时耐力房车赛）
24小时耐力赛主要针对轿车举办，活动的主
角是全球诸多伟大的轿车。 周末还会举办12
小时组别的耐力房车赛。  
门票在活动现场销售。 
信息：www.24htceseries.com 

7月7日至9日
海滨小城Rimini沿海公路 
主题：Notte Rosa（粉红色的夜晚） 
从星期五日落时分到整个周末，从Lidi di Co-
macchino到Cattolica长约110公里的海岸
线上，将按下这场在海滨小城Rimini举办的
活动开幕按钮。届时将会有数百项意大利夏
季“元旦”的活动等待着游客的到来：包括广
场中的音乐会、海滩排队、精彩表演和儿童娱
乐。餐饮店、商店和博物馆将会开到很晚，而
且主要纪念碑也将“身披”粉色的灯光。 7月
7日周五的午夜时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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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www.lanotterosa.it

堂）这一公元十四世纪作为Rimini画派见证
的宗教建筑。
继前几届活动取得成功之后，2017年夏天将
会涵盖城市中的其他宗教建筑。 参观活动
由Associazione Culturale La Fabbrica Del 
Tempio（神庙文化协会）与高等宗教学院 “A.
Marvelli”合作举办，Rimini教区负责出资，届
时将有专门的导游负责组织游客。
时间：21:00至23:00。 参观票可在参观
开始前一小时在马爱德神庙的咨询点

（INFOPOINT）进行预约和购买。 信息：+39 
054 153399（旅游信息热线）。

2017年6月23日至24日
Rimini Palacongressi（议会大厅）
主题：Web Marketing Festival 
（网络营销节）
一场结合教育、音乐、娱乐、数码行业、物联
网、创业公司、业务和创新到数字世界的活
动。 
信息：www.webmarketingfestival.it 

2017年6月23日至7月2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Ginnastica in F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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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滨小城Rimini，10日的竞赛中将会吸引
包括运动员、教练、专家和公众等约7万至8
万人参与。  在赛场上，将会到来约110名裁
判和官员，80名工作人员。人数不包含购物
村中的参展商。 本次活动将会出现诸多在国
际和奥运会比赛上崭露头角的体操巨星。  
信息：www.ginnasticainfestarimini.it 

2017年6月24日
Porto Canale（波尔图运河） 
Molo Street Parade（码头街游行）
渔民们将和DJ们走到一起并奉上他们的音
乐&沙丁鱼“餐点”：这项伟大的音乐游行活
动自2012年开始举办，旨在用欧洲最流行的
音乐所带来的能量感染年轻人、青少年和整
个家庭。里米尼从2012年的端口上的伟大的
音乐游行的成分与他的音乐能量感染年轻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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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民百遇到超过80的DJ结合音乐时尚和传
统菜肴。 
信息：www.molostreetparade.it 

2017年7月至8月
海滨小城Rimini，Corte degli 
Agostiniani（奥古斯汀大法院）
主题：Agostiniani estate: Cinema 
sotto le stelle（奥古斯汀的夏天：星
空下的电影院）
这是一场贯穿整个夏天的伟大电影节：在老
城区中心著名的Palazzo degli Agostiani（奥
古斯汀大法院），在星空下的电影院中欣赏
当季的最佳影片。
信息：+39 0541.704302



董漫画、日本漫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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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www.cartoonclubrimini.com 
www.facebook.com/Cartoon-Club

2017年7月22日至23月
海滨小城Rimini，Borgo San 
Giovanni 
主题：Festa nel Borgo San 
Giovanni
第13届Festa nel Borgo San Giovanni将举
行纪念圣母的活动。 活动期间，人们将聚集
在一起，共同讲述穿梭了数个世纪的村庄历
史。 这场公众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与往届
一样，提供艺术、历史、文化和民俗活动，设置
小吃摊和集市，在整个村庄内奉上歌剧、音乐
和舞蹈表演。
信息：www.sangb.org  

2017年7月27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海滩，51号至100
号浴场
主题：Un mare di Vino（美酒海洋）
从开胃酒时间直到海边的奇幻夜晚，参与者
们将有机会在体验当地美食的同时，品尝超
过70种当地葡萄酒。 这一切还将伴随着Ri-
suonarimini的爵士音乐、蓝调音乐、歌手、
词曲作者和加勒比的现场表演。 时间：18:00
至23:00。  
信息：www.spiaggiarimini.net 

 
 

2017年7月29日
Piazzale Fellini（费里尼广场）和
Lungomare（海滨公路）
主题：Summer Pride（夏季骄傲）
第二届Rimini Summer Pride活动，第一届
欧洲同性恋聚会活动。 这是一场向所有人开
放，旨在彰显自由精神的文化和音乐活动，旨
在以新的形式结识朋友和LGBTI家庭。
7月24日至30日的周末，将在Summer Pride 
Village（肯尼迪广场25至28A浴场）举行聚
会、演出和文化活动。 7月29日，将在沿海公
路Tintori大道上举办游行活动，活动从17:00
开始，18:00结束，最终会在Coconuts/Fuera
举办沙滩派对。
针对一周或周末的旅行团体。
信息：www.summerpride.it

2017年8月4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Palio dell'Assunta
第二十届非竞技性竞走活动面向所有人士开
放。本次活动由意大利体育协会和Rimini分
会共同举办。
信息：+39 320 7433000。 
La Pedivella（踏板曲柄）

2017年8月11日至15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Tintori 34沿海
公路
主题：Agosto Kennedy Square 
（八月的肯尼迪广场）
这场活动是海滨小城Rimini的街头美食大
游行，旨在重新探寻Rimini人的传统，让参
与者享受星空下的夏季音乐会。 肯尼迪蛋糕
纪念节日

2017年7月7日至9日
海滨小城Rimini - Tintori 34i沿海
公路
主题：Belvedere Beach Festival 
（丽城沙滩节） 
活动总时长为三个夜晚，最佳的DJ阵容将每
晚12小时不停站的举办沙滩音乐活动。 
在Belvedere迷人的海滨长廊漫步，穿梭在
鸡尾酒酒吧和特色美食街之中。除此之外，
活动还将邀请特殊国际嘉宾，参与电台直播
和表演。 肯尼迪蛋糕纪念节日

2017年7月8日
海滨小城Rimini - Verucchio
第34届Rimini -  
Verucchio “La Corsa Rosa”
玫瑰之夜的传统体育盛会 21.097公里道路
上的半程马拉松比赛。 18:30从Arco d'Augu-
sto（奥古斯都凯旋门）出发，抵达Verucchio
的Piazza Battaglini广场。 
信息：www.riminiverucchio.it/it

2017年7月9日至20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Sport Dance（竞技舞蹈）
意大利竞技舞蹈锦标赛
竞技舞蹈、表演和竞赛等等。 意大利竞技舞
蹈锦标赛的举办时间约为2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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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来
自40个国家数以千计的参与者。
信息：www.riminisportdance.it 

2017年7月14日至23日 
海滨小城Rimini，Lungomare 
Murri（Murri沿海公路） -  Piazza 
Marvelli广场
主题：Rose & Crown Summer 
Festival（玫瑰和皇冠夏季音乐节）
第四届玫瑰和皇冠夏季音乐节，将在意大利
海滨小城Rimini内一家于1964年开业的酒
吧中举行。 在Rimini海滨小城的沿海公路
上，魔幻的气氛伴随着当地悠久的历史，游
客们将在这里度过9个难忘的音乐夜晚，聆
听来自国际音乐家奉献的音乐盛会。 
信息：www.roseandcrown.it 

2017年7月14至15日
海滨小城Rimini，Borgo San 
Giuliano和Ponte di Tiberio区域 
主题：P.Assaggi di vino 
（葡萄酒大道）
海滨小城Rimini的内陆酒窖位于Ponte di 
Tiberio和Borgo di San Giuliano区域的小广
场，酒杯在手即可度过涵盖了品酒会和表演
的两个夜晚。 每家酿酒公司负责管理自己的
展台，以便能够向参观者介绍自己的产品。 
信息：info@st  radadeivinidirimini.it 

2017年7月17日至23日
海滨小城Rimini - 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
主题：Cartoon Club（卡通俱乐部） 
三十三年以来，Rimini小城一直在举办致力
于动画电影、漫画和游戏的“国际卡通俱乐
部”活动。 电影放映、音乐会、与作者、制片人
和发行商的见面，剪辑间将出现在7月20日
至23日举办的Riminicomix展览活动当中。
该展览将在Piazzale Federico Fellini（费里
尼广场）举办，汇集了多家出版商的绘画、古



摄的照片。 这些照片精选自摄影师Gigi Sol-
dano的作品，将会张贴至全球摩托车运动爱
好者们经常上传照片的网站上。 
各类展览当中，还会举办附属物品的活动，
包括持续时间为10天，针对所有摩托车手和
摩托车运动爱好者的Ducati Week。活动期
间将在Titori沿海公路为参与者奉上美食、音
乐和表演。

2017年9月4日
海滨小城Rimini，105 Stadium（105
体育场），Piazzale Pasolini广场1/
c号
主题：Ligabue in concerto
Made in Italy - Palasport 2017
意大利著名歌手Luciano Ligabue音乐生涯
的第十一张专辑《Made in Italy》发布之后，
将在意大利境内开始巡演，向粉丝们奉上
之前获得巨大成功的音乐和这张新专辑的
曲目。
时间：21:00。 付费入场。 热线：+39 
0541.785708 音乐会门票：www.ticketone.it

2017年9月8日至10日
海滨小城Rimini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马尔科·
西蒙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主题：Gran Premio di San Marino 
e della Riviera di Rimini（圣马力诺
大奖赛和Rimini海滨大奖赛）
赛车手们预热发动机来准备第十一届圣马力
诺大奖赛和Rimini海滨大奖赛。这两场大赛
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球的摩托车爱好者和
数以百万计电视观众。 在比赛期间，将会在
海滨小城Rimini的海岸线附近举办丰富的活
动。活动横跨一周的时间，在Riders' Land区
域还将凸显出赛车手的热情。

门票和优惠请访问www.ticketone.it   
信息:www.motogp.com/it 

2017年9月7日至10日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
主题：Gelato World Tour 
（冰激凌世界巡回赛）
在海滨小城Rimini，将举办冰激凌世界巡回
赛。这场比赛是全球第一场针对最佳口味冰
激凌的活动。活动由Carpigiani Gelato Uni-
versity和Sigep Rimini举办，也是冰淇淋和
传统甜品行业中最重要的一项展览。 海滨小
城Rimini届时将成为全球手工冰激凌的聚集
地，也将成为意大利美味冰激凌艺术全球五
大洲传播的最后一站，还将宣布全球口味最
佳的冰激凌。 
信息：www.gelatoworldtour.com/it 

2017年9月15日至17日
Piazzale Fellini（费里尼广场）
主题：Gran Premio Nuvolari 
（老爷车大奖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老爷车，将挑战总里程为
1000公里的赛道，穿越著名的老城镇历史中
心，争夺Gran Premio Nuvolari大奖。本次老
爷车大奖赛结束后，将巡游海滨小城Rimi-
ni的老城区中心地带，而后在费里尼广场进
行展览。 
更多信息：www.gpnuvolari.it

2017年8月15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沙滩，101号至
150号浴场
主题：Un mare di Fuoco 
（一片火海）
三公里的火焰，享受圣母升天节时夜空的星
光下的节奏和表演。
双脚走在插着火把和蜡烛的水中，发现那
些不寻常的船员、火食者、舞蹈家、音乐家、
厨师和火焰工匠，点燃圣母升天节夜晚的激
情，欣赏精彩的表演和一片火海，感受风味
和节奏带来的乐趣。 表演期间将穿插当地的
乐队和圣母升天节的巨大篝火。   
时间：18:00至23:00。  
信息：www.spiaggiarimini.net

2017年8月20日至26月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Meeting per l’Amicizia tra i 
popoli（见证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夏季活动，展览，音乐和表演。 这是一场具备
国际标准的活动，是一个见证和经历不同文
化背景的十字路口：愉悦的活动和独特的世
界背景，面对严峻的主题以及涉及到文化、
政治和信仰的开放性的对话。
第38届活动的口号是：你继承自父辈的遗产
需要好好保存才会产生极大的价值。该活动
旨在强调我们继承的精神财富。
信息︰www.meetingrimini.org

2017年8月底至9月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Sagra Musicale 
Malatestiana（马爱德神圣音乐节）
马爱德神圣音乐节是Rimini小城最为古老
且最负盛名的活动。 在其超过60届的举办
历程当中，吸引了包括Arturo Benedetti Mi-
chelangeli、Riccardo Chailly、Mstislav Ro-
stropovich、Giuseppe Sinopoli、Rena-
ta Tebaldi、Vladimir Ashkenazy、Zubin 
Metha、Georges Pretre、Lorin Maazel、Kurt 
Masur、Valery Gergiev、Neville Marri-
ner、James Conlon、Myung-Whun Chung
在内的伟大音乐家。
近年来，这场活动与许多不同的项目互相交
织，包括夏季（8月份）的许多艺术活动和秋
季的Concerti della Domenica（星期天音
乐会）。
付费入场。 信息： 
www.sagramusicalemalatestiana.it

2017年9月开始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Rimini Motor Soul 
（Rimini的摩托车引擎）
Rimini小城今年将第四次举办宏大的摩托
车拉力赛展览。这场拉力赛展览是向全球展
示艾米利亚 - 罗马涅大区对国际事务的卓越
贡献。 这项摩托车拉力赛展览，由全球著名
的摩托车设计师Aldo Drudi围绕着富有自我
特质的展览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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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摩托车和冠军穿戴过的专用比赛服饰和
头盔，是一项每年都会带来摩托车世界的革
新、理念、号码和每个赛季摩托车色彩建议
的展览。  展览的另一个部分包含一场国际摄
影展，着重展示由专业摩托车赛道摄影师拍



程约900公里，横贯意大利境内，是活动日历
中FMI Turismo Adventouring的一部分。 摩
托车将分为三个级别：Gloriose、Maxiendu-
ro-Rally moderne和Squadre。
时间：周三10:00至周四14:00。 初级参赛者
的参赛时间为10:00至18:30。 
信息：www.transitaliamarathon.com 

2017年10月6日至8日
海滨小城Rimini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马尔科·
西蒙切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主题：MisanoClassic Weekend
卓越的山地摩托车展览平台，展出向全球赛
道和山地摩托车竞技历史致敬的摩托车，举
办“Diversamente Giovanni”的摩托车展览。
门票：活动举办当天现场发售。 
信息：www.misanocircuit.com 

2017年10月7日
海滨小城Rimini，Parco Marecchia
公园
主题：RiverRun（河流奔跑）                                  
Rimini Marathon马拉松赛委员会组织的10
英里（约16公里）的非竞技性马拉松比赛。
信息：+39 331.1016736 
www.riminimarathon.it/riverun-trail

2017年10月12日至14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TTG峰会  - Sia Guest - Sun
第五十四届旅游行业B2B博览会：TTG峰会
是意大利旅游市场最重要的B2B博览会。 今
年的亮点涉及到所有的旅游行业（国内和国
际）。届时诸多企业将一同举行会议、价格商
讨、网络构建、新业务的开启以及面对并找
到新的思路。 以此同时，包括Sia Guest、Sa-
lone Internazionale dell'Accoglienza和Sun
在内的3家领先供应商将为从业者将参与此
次峰会。
信息：www.ttgincontri.it www.siaguest.it 
www.sungiosun.it 

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
海滨小城Rimini，Borgo San'Andrea
主题：Festa del Borgo S. Andrea
Borgo S.Andrea是一处品尝美食，纪念海滨
小城Rimini守护神San Gaudenzo的庆祝地
点。 节日活动包括在这座村落中欣赏音乐、
街头舞蹈和品尝罗马涅传统美食，旨在将现
在和过去建立一座桥梁，探索古老和被遗忘
的遗迹，深度领略当地的文化、艺术和健康。 
信息：www.borgosantandrea.org 

2017年10月27日至29日
海滨小城Rimini，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主题：CioccoRimini 
一场融合巧克力大师大师激情的美味和艺术
活动。 整个周末，海滨小城Rimini的老城区
中心地带将转化为一处“巧克力之屋”，为游
客奉上果仁糖、热巧克力和巧克力棒等唤醒
所有感官的美味。 
时间︰ 10:00至20:00；周六延长至22:00。 
信息：info@cocap.it 

2017年9月21日至25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不同地点
主题：Glory days（光辉岁月）
Bruce Springsteen粉丝们将迎来第十九届
国际摇滚活动，活动以纽约摇滚音乐节为
标杆，将举办演唱会、来宾访谈、辩论和采访
活动。 
详细信息：www.glorydaysinrimini.net 

2017年9月21日至24日
海滨小城Rimini，Chiesa di San 
Giovanni Battista 
（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教堂), 
Teatro Novelli（诺维剧院), 
Chiesa di Sant'Agostinio 
（圣.奥古斯蒂诺教堂）
主题：Rimini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 
（Rimini国际合唱比赛）
第11届国际合唱比赛将在意大利海滨小城
Rimini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演
唱团体，是音乐领域最为重要的合唱音乐活
动之一。  艺术总监：安德烈.安吉里尼先生
信息：www.riminichoral.it 

2017年9月23日至24日
Piazzale Fellini（费里尼广场）
主题：Giardini d’autore 
（园艺花园）
意大利最棒的园艺和最佳的园丁将重返Ri-
mini小城的Parco Federico Fellini（费里尼
公园），为2017秋季园艺展览揭幕。 这是一场
针对园艺爱好者的定期展会，除了可以帮助
他们认识到展会的高质量和信誉之外，还可
以让他们有机会寻获珍稀的植物，分享自己
对绿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信息: www.giardinidautore.net 
www.facebook.com/giardini.dautore

2017年9月24日
海滨小城Rimini，Ponte di 
Tiberio（提比略桥）和Parco 
Marecchia（马雷基亚公园）
主题：Rimini in sport（运动的
Rimini）
这是一场宏大的年度体育活动，意大利奥林
匹克委员会旗下的所有协会都将参与到这
项活动之中，旨在提高公众对各类体育学科
的认识，促进体育活动的发展。 

2017年9月27日至28日
海滨小城Rimini - 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
主题：Transitalia Marathon 2017
（2017跃动意大利马拉松赛）
第三届跃动意大利马拉松赛在经过几个阶
段的奔跑之后，将进入完全脱离公路的赛
道，而且在Maxienduro参赛者将体验到真正
没有疲惫痛苦感的下坡俯冲道路。 比赛于9
月27日星期三从Rimini小城出发，参赛者需
要在费里尼广场的运动员村集合，等待第一
赛段的开始。 这场非竞技性的国际比赛总里



2017年12月8日至10日
海滨小城Rimini，Museo della 
Città（城市博物馆）的Ala Moderna
新馆
Matrioska #12（俄罗斯套娃#12）
本次活动将在城市博物馆的Ala Moderna新
馆中举办，旨在展示罗马涅地区的手工技艺，
是一场时尚和设计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活动。 
这场活动除了设立了研究区域之外，还是一
处展现作品，着重展示具体创作过程的地点。
在这里，参与者可以交换看法，展示产品并互
相沟通。 门票：3欧元。 
信息：www.matrioskalabstore.it

2017年12月1日 -  2018年1月6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Il Capodanno più lungo del 
mondo（世界上最长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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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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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从费里尼广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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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http://capodanno.riminiturismo.it/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 
海滨小城Rimini，Teatro Novelli
(诺维剧院) 和Teatro degli Atti剧院 
主题：Stagione teatrale Ermete 
Novelli（Ermete Novelli戏剧季）
每年的秋季到春季，Novelli戏剧季都会向外
界放出一张大型的布告牌，为观众奉上Rimi-
ni的传统和创新剧目。 
详细信息：www.teatroermetenovelli.it 

2017年11月7日至10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Ecomondo - Key Energy 
（生态世界：关键能源）
材料和能源回收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
博览会 ECOMONDO已成为地中海盆地区域
最可靠的技术平台，专注于材料（绿色和循
环经济）的使用和二次利用。
 信息：www.ecomondo.com www.
keyenergy.it 

2017年11月15日
海滨小城Rimini，105 Stadium 
（105体育场），Piazzale Pasolini广
场1/c号 
主题：Bryan Adams in concerto 
（布莱恩.亚当斯演唱会）
加拿大著名创作歌手布莱恩.亚当斯将抵达
Rimini，举办意大利6场巡回演唱会中的其
中一场。这位歌手是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举
行，本次演唱会他将带着自己的新专辑《Get 
Up》重返意大利！ 新专辑中收录的歌曲，旁
边阵容的更大成功，标志着他 35 年的职业
生涯。 
时间：21:00。 演出门票可在ticketone.it
上购买。 信息：+39 0541.1613200

2017年11月18日至21日    
Rimini Fiera会展中心
主题：Gluten Free Expo - Lactose 
Free Expo（无麸质博览会 - 无乳糖
博览会）
一场致力于展示无麸质和无乳糖产品和食
品的国际展览会。 
详细信息：www.glutenfreeexpo.it 

2017年12月2日至10日
海滨小城Rimini的不同地点
主题：Amarcort Film 
Festival（Amarcort电影节） 
第十届Rimini国际短片电影节  
第十届Amarcort电影节的开幕式影片为

《2017年，80场环游世界》，这场活动将带领
公众度过10天的时间，直到12月诸多嘉宾采
访、特殊表演等追溯电影节历史的压轴活动
后结束。
详细信息：www.amarcort.it www.
facebook.com/amarcort 

2017年12月7日至9日
海滨小城Rimini
主题：Festival del Mondo Antico 
（古代世界艺术节）
第十九届全球古代/现代活动将迎来Domus 
del Chirurgo（外科医生博物馆）开馆十年
纪念日。 该活动通常在六月份举办，而本次
将会在外科医生博物馆开馆纪念日时开幕，
再次涉及一些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
人类学的研讨会，涵盖注重年轻人的圆桌会
议、对话、表演、预测等内容。
详细信息：http://antico.comune.rimini.it



Rimini



Malatesta和 
Montefeltro 
的土地



Malatesta和 
Montefeltro 
的土地

2017年3月4日至3月12日
地点：Morciano di Romagna城
镇，展馆和市民街道
Antica fiera di San Gregorio
(San Gregorio传统展览)
这里将重现古老的乡村展览-展会传统,
涵盖马匹、牛、羊肉、庭院动物和畜牧业
产品。信息：+39 0541 851928 
2017年3月16日至21日
地点：Pennabilli
Giornate dedicate a Tonino 
Guerra 
(Tonino Guerra纪念日)
活动期间将奉上表演、展览和会议，纪
念大师Tonino Guerra的周年诞辰，举
办“Da una camera all’Altra”的纪念
活动。
信息：+39 0541 928846 
Tonino Guerra文化协会

2017年3月26日
地点：Novafeltria，市中心
Sagra del cascione
（奶制品节）
第一届奶制品节旨在推广罗马涅地区
使用顶级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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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www.comune.novafeltria.rn.it
Venerdì Santo（周五圣人）
地点：Montefiore Conca
Secolare processione del 
Venerdì Santo
（百年周五圣人活动）
活动从Golgota一直延伸到Santo 
Sepolcro，旨在重现耶稣受刑时的传
统服饰。
时间：21:00。信息： 
www.comune.montefiore-conca.rn.it
2014年4月23日至25日 
地点：Saludecio
Saluserbe
这是一场专注于春季草药、自然食品、
生物农产品和生态手工业产品的展览
和集市活动。
信息：+39 0541 869719.
2017年5月1日
地点：Casteldelci、Giardiniera
和老城区中心地带
Fiera del cavallo - XXII 
edizione
（第二十二届马匹博览会）
这是一场拥有悠久历史的牲畜展览和
马术表演活动。
信息：+39 338 7178528 

2017年6月1日至4日
地点：Pennabilli
Artisti in pia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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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39 0541 928003
www.artistiinpiazza.com 
2017年6月21日至25日
地点：San Giovanni in 
Marignano
La notte delle Stre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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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Giovanni魔幻之夜作为背景。
信息：www.lanottedellestreghe.net
2017年6月24日至25日
地点：Maiolo
Festa del Pane（面包节）
Maiolo传统面包展览依靠本次活动
提供的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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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www.comune.maiolo.rn.it 

2017年7月7日至16日
地点：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Santarcangelo Festival 2017
47°edizione（第47届Santarcangelo
戏剧和舞蹈艺术节） 
来自意大利境内外的设计师们将提
出闻名全球的戏剧和舞蹈艺术的理
念。
信息：+39 0541 626185  
www.santarcangelofestival.com
2017年7月15日至16日 
地点：Montefiore Conca
Rocca di Luna
动人心弦的月光表演
信息：www.roccadiluna.it 
7月下旬
地点：Verucchio
Verucchio Music Festival 
（费卢奇奥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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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为Ludovico 
Einaudi先生。
信息：+39 0541.673911  
www.verucchiofestival.it
2017年7月26日至28日
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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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www.prolocotorriana.it



2017年8月5日至20日
Perticara，老城区中心地带
Ferragosto a Perticara
第163届活动将通过不同的项
目，展现Perticara锌矿和博物馆
的魅力：Sulphur, Museo Storico 
Mineraio（矿物博物馆）活动期间还将
奉上表演、音乐和小吃摊。
信息：www.comune.novafeltria.rn.it 
2017年8月12日至13日
地点：Montescudo 
– Montecolombo
45° Sagra della Patata e 
festa degli gnocchi（第45届
土豆节和意大利馄饨节）
小吃摊，农业产品和当地手工业产
品展览
信息：www.prolocomontescudo.it 
2017年8月12日至13日
地点：Montegridolfo
Montegridolfo libe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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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http://prolocomontegridolfo.
altervista.org 
2017年8月17日至20日
地点：Mondaino
Palio del Da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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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
比赛。
信息：www.mondainoeventi.it/it/
palio-del-daino.php 

2017年8月25日至27日
地点：San Leo
Alchimie 2017 
（2017炼金术节）
适逢Cagliostro去世的纪念日，8月
26日将举办San Leo纪念Giuseppe 
Balsamo在Fortezza堡垒背景下的历
史追忆活动，还会上演一系列的项目
和演出。
信息：www.san-leo.it 
2017年9月2日至3日
地点：Poggio Torriana 
- Montebello
Festa del mie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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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www.prolocotorriana.it
2017年9月23日至24日
地点：Pennabilli
Gli antichi frutti d’Italia 
s’incontran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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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39 0541 928846 
Tonino Guerra文化协会 

10月的所有星期日
地点：Sant’Agata Feltria
Fiera Nazionale del 
Tartufo Bianco Pregiato 
e dei prodotti agro-silvo-
pastorali
di Sant’Agata Feltria（白松露和农业
和田园产品国家级博览会）
信息：www.santagatainfiera.com
10月的所有星期日
地点：Montefiore Conca
Sagra della castagna 
（栗木节）
传统的秋季节日，美味的浆果产品
信息：+39 0541 980035 www.
comune.montefiore-conca.rn.it
10月的第2周
地点：Verucchio
Festa della Storia（历史节）
2017年的节日旨在庆祝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诞辰600周年。
信息：+39 0541.673911  
www.verucchioturismo.it/it
2017年11月10日至12日
地点：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广场和城市街道
Fiera di San Martino
（圣.马蒂诺节）
该节日也被人们成为“La Festa dei 
Becchi”,是小城最重要的节日。节日
期间的重要活动包括Sagra Naziona-
le dei Cantastorie（街头卖唱国家级
节日）和Palio della piadina（烤饼锦
标赛）。

信息：+39 0541 624270 www.
santarcangelodiromagna.info
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
地点：Talamello - 市中心
Fiera del Formaggio 
di fossa 
XXXII edizione（第32届福撒奶酪节） 
新一届的时令奶酪节主题为L’Ambra 
di Talamello（塔拉梅洛的琥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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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39 0541 920036
2017年11月19日和11月26日
地点：Coriano
Fiera dell’oliva e dei 
prodotti autunnali
（橄榄和秋季特产节）
节日涵盖了农业、田园和传统手工艺
产品展览，讨论会和研讨会。参与者
可以了解罗马涅大区的农民民俗，在
特色美食展台品尝橄榄和葡萄酒，还
可以聆听音乐并参加娱乐活动。
信息：+39 0541 656255 (Pro loco) 
www.prolococoriano.it
基督降临日的周日和12月8日
地点：Sant’Agata Feltria
Il Paese del Natale
（圣诞村庄）
Mercatino Natalizio（圣诞集市）将带
来魅力迷人的气氛，探访圣诞老人和
小精灵之家。
信息：www.santagatainfiera.com/
il_paese_del_natale.asp 



文化

全年
Museo della Città（城市博物
馆）和Domus del Chirurgo 
（外科医生博物馆）
全年
Spazio FAR - Rimini当代和现
代艺术工厂
4月7日至25日
Smiting - Festival della 
cultura non convenzionale 
（非传统文化节）
5月13日至6月25日 
艺术家Guillaume Duprat 
6月16日至18日 
Mare di Libri（书的海洋）儿童
阅读爱好者的节日
自6月18日起
I 600 anni di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 La 
nascita dell'Umanesimo（出
生和文艺复兴）纪念西吉斯蒙
德600年诞辰

6月23日至9月15日，每周五
晚上
Mirabilia Urbis 一条探索海滨
小城Rimini老城区中心地带神
圣艺术遗产的路径。
7月至8月 
Agostiniani estate: Cinema 
sotto le stelle（奥古斯汀的夏
天：星空下的电影院）
7月17日至23日 
Cartoon Club（卡通俱乐部） 
8月20日至26日 
Meeting per l’Amicizia tra i 
popoli 
（见证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9月开始
Rimini Motor Soul 
（Rimini的摩托车引擎）
11月至4月 
Stagione teatrale Ermete 
Novelli 
（Ermete Novelli戏剧季）
12月2日至10日 
Amarcort Film 
Festival（Amarcort电影节） 
12月7日至9日 
Festival del Mondo Antico 
（古代世界艺术节）

体育运动

4月15日至17日 
Paganello飞盘节Paga love 
2017 
4月29日至30日 
Rimini Marathon 
（Rimini马拉松） 
5月5日至7日 
Challenge Rimini – We are 
Triathlon 
（Rimini铁人三项挑战赛）
5月5日至7日 
International Beach 
Tchoukball Festival 
（国际沙滩巧固球节） 
5月15日至20日 
Uefs Champions 
League（UEFS冠军杯）
5月21日 
StraRimini半程马拉松赛
6月1日至4日 
Rimini Wellness 
6月6日至7日 
Modena Cento Ore 
（摩德纳一百小时）

6月16日至18日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Riviera di 
Rimini Round（Rimini海滨全
球超级摩托车大奖赛）
6月23日至7月2日 
Ginnastica in Festa 
（体操节日）
7月7日至16日，15日，22日 
Rimini for Mutoko
7月7日至9日 
24h Touring Car Endurance 
Series（24小时耐力房车赛）
7月9日至 20日
Sport Dance（竞技舞蹈）
9月8日至10日 
Gran Premio di San Marino 
e della Riviera di Rimini 
（圣马力诺大奖赛和Rimini海
滨大奖赛）
9月15日至17日 
Gran Premio Nuvolari 
（老爷车大奖赛）
9月27日至28日 
Transitalia Marathon 2017
（2017跃动意大利马拉松赛）



展览和会议

3月18日至18日 
Elettromondo（电气世界）
3月31日至4月1日 
Be-Wizard
3月31日至4月1日 
Welcoming Cities 2017
4月21日至23日 
RiminiOffRoad Show
5月5日至7日 
Vivi Benessere 2017 
（2017健康生活） 
5月18日至20日 
Expodental Meeting
6月23日至24日 
Web Marketing Festival 
（网络营销节）
10月12日至14日 
TTG Incontri -  
Sia Guest – Sun（TTG峰会  - 
Sia Guest - Sun）

11月7日至10日 
Ecomondo - Key Energy 
（生态世界：关键能源） 
11月18日至21日 
Gluten Free Expo - Lactose 
Free Expo（无麸质博览会 - 无
乳糖博览会）

美食

4月14日至17日
Street® Food Truck Festival 
（街头快餐卡车美食节）
5月10日至12日
Macfrut
5月19日至21日
Mercato Europeo（欧洲市场）
6月17日至18日 
Al Méni
7月14日至15日
P.Assaggi di vino 
（葡萄酒大道）
7月27日
Un mare di Vino（美酒海洋）
9月7日至10日
Gelato World Tour 
（冰激凌世界巡回赛）



大型演出

4月10日 
Ligabue in concerto
4月15日 
Giorgia in Oronero Tour
4月23日 
Gianni Maroccolo in ‘Nulla 
è andato perso’
5月5日至7日 
Notre Dame de Paris（巴黎
圣母院）
5月7日至9日 
M.I.R.Music Inside Rimini 
（音乐中的Rimini小城）
6月7日至8月25日 
Percuotere la Mente 
（跃动的心灵）
6月9日至11日
La Notte del Liscio
6月24日 
Molo Street Parade 
（码头街游行）

7月7日至9日
Notte Rosa（粉红色的夜晚） 
7月14日至23日 
Rose & Crown Summer 
Festival（玫瑰和皇冠夏季音
乐节）
8月末至9月 
Sagra Musicale 
Malatestiana（马爱德神圣音
乐节）
11月15日 
Bryan Adams in concerto 
（布莱恩.亚当斯演唱会）
12月1日至1月6日 
Il Capodanno più lungo del 
mondo（世界上最长的元旦）



Comune di Rimini

对于近期的活动和信息更新，
请访问海滨城市Rimini旅游的官方网址：
www.riminiturismo.it 

信息和服务：
电话. +39 0541 53399 
IAT  - 旅游信息咨询机构

2017
全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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