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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的
里米尼, L. Tonini 1街道, Ferrari广场
城市博物馆和 Domus del Chirurgo 
(外科医生的多莫斯)
Domus del Chirurgo和城市的博物馆邀请
参观让我们发现使罗马时期最丰富的手术
设备，并在附近城市博物馆的空间中保存的
挖掘区域. 这里, 除了考古部分, 也可以欣赏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并以14世
纪里米尼学派的优秀画家的绘画作品, 着名
的贝利尼派塔和还有Agostino Di Duccio, 
Ghirlandaio, Cagnacci 和Guercino的艺术
作品.
票价格: € 7 全价票, € 5 减少价的票. 每个星
期三和每个第一星期天在博物馆和多莫斯的
入是免费的.  周末时和7月、8月的晚上时在
考古遗址进行导游(它们在票的价格被包括). 
非假日星期一关闭.  
信息: +39 0541.793851

全年的
里米尼-波德斯塔的宫, Cavour广场
FAR区-里米尼艺术工厂 
在波德斯塔宫的变成区和城堡区, 每年进行
举办绘画、雕塑、摄影、录像、装置和表演，还
包括会议和研讨会的生产和艺术展览的中
心. 
免费的入场. 星期一关闭.  
信息: + 390541.704416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7月,8月和12月除外)

里米尼, Tre Martiri 广场 
在中心的工匠
手工工艺品的展示市场. 一个月的一个星期
天, 工匠、创作者和有抱负的设计师使用木
头、金属、织物、纱线、粘土和被遗忘的物体显
示他们的激情和灵感可以实现的手工制作独
特的作品.  
时间:  10 - 19.  信息: + 39 340 3031200 
artigianialcentro@gmail.com

3月23日 － 4月8日 
里米尼, Castel Sismondo
马拉泰斯塔
致力于锡吉斯莫多·潘道夫·马勒泰斯塔并
在Castel Sismondo的大厅内的路演, 恰好在
作者想象了的地方. 在城堡的大厅里我们会
看到50岁的锡吉斯莫多,日落时, 累但未驯服, 
孤立, 在充满紧张的气氛中. 一种非常强大的
文本, 1943年由亨利·德蒙特兰特(Henry de 
Montherlant)法国最伟大的二十世纪剧作
家之一创作. 一场独特、不可重复的的活动. 
Gianluca Reggiani的理念和方向. 
2017年开始的关于马勒泰斯塔的活动一直持
续到2018年10月它们把出生的庆祝活动和
锡吉斯莫多的去世五百五十周年(2018年10
月9日)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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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1.00. 入场的票: 12 €.   
信息: + 39 0541 793811  
biglietteriateatro@comune.rimini.it

3月23日－3月25日
里米尼,各个地点 
2018年 Glory Days
Talk about a dream - 致力于布鲁斯斯普林
斯汀的第19届活动 
在里米尼会有收集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各地的
数百名”Boss”粉丝的活动. 从周五到周日，
各种艺术家向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致敬并
在 Galleria dell’Immagine 可以参观图片展 

‘From the river 1981 to the river 2016’, 免
费的入场. 
信息:  www.glorydaysinrimini.net

3月24日，4月21日，5月19日， 
6月2日和9月29日

里米尼, 在Tonini 1街道的城市博物馆
sala del Giudizio(审判厅) 里
Nel Sigillo di Sigismondo  
(锡吉斯莫多的印章)
锡吉斯莫多的出生六百周年纪念和庆祝去
世五百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 会有致力
于锡吉斯莫多·潘道夫·马勒泰斯塔（1417
年－1468年）的重要人物，里米尼的领导，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无可争议的主角之一的
一些会议.
时间17.  信息的电话号码: + 39 0541 793851

3月24日-7月22日 
里米尼, Arengo的大厅
Caravaggio Experience
艺术，技术和感官沉浸的非凡组合让公众感
受到我们过去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展览涉及整个卡拉瓦乔制作的主题: 光，自然
主义，戏剧性，暴力，并通过卡拉瓦乔的理想“

旅程”, 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他令人难以置信的
人生经历的主要阶段. 有入场的费
信息: + 39 0541.704416

3月26日 
里米尼, Novelli剧院  
Crossroads: Paolo Fresu 
& Danilo Rea
在艾米利亚罗马涅的爵士乐等活动的巡回
表演继续与Paolo Fresu＆Danilo Rea二人
的表演. 独一无二的原创表演，展现了Paolo 
Fresu的所有精湛技艺, 他是一位在每个大
陆演出的艺术家曾，并30年多来跟最重要
的非裔美国音乐名称合作了. 与他一起会有
Danilo Rea，最近几年意大利最伟大的爵士
钢琴家之一. 
时间21点15分钟入场票: € 18.  
信息:+39 0541 793811   
biglietteriateatro@comune.rimini.it   
www.crossroads-it.org

3月30日 - 4月2日 
里米尼 Fellini广场 
Streeat® - Food Truck Festival
这是第二年的Food Truck Festival, 与大海附
近的高质量的音乐和食街美食. Food Truck
从每个地方提供他们最好的特色美食, in 
un clima di festa garantito dall’accurata 
selezione musicale di在被Barley Arts 
Promotion精心挑选的音乐的节日气氛中.
一切都伴随着工艺啤酒，天然葡萄酒，蔬菜和
水果的果汁和清爽的鸡尾酒. 
信息: www.facebook.com/
events/1126061304201827/

3月31日 - 4月2日
里米尼海滩 
2018年Paganello: Pirates

复活节的周末时在里米尼会看到很多的
Paganello飞盘, 海滩终极世界杯, 就是沙滩
上飞盘的运动. 还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自由泳选手的表演, 音乐节奏飞盘的壮观和
原始的纪律.  
信息: www.paganello.com

4月2日  
里米尼  
Somarlungo
传统的复活节星期一郊游每年献给城市及其
传统的重要主题，其特点是沿Fellini路线的
游行和自行车游行.  
信息: zeintadiborg@gmail.com

4月7日-8日 
里米尼, Boscovich广场 
2018 年 EmergeRimini
由民防组织举办的第四版活动, 人民与机构
之间的交汇点, 将志愿者与在民事保护领域
运作的部队和机构完美结合. 该活动包括一
个展览区和一个专门用于演习/演示的区域, 
dove负责人向公众解释并评论活动. 为儿童
区，为学校的学生的表演和关于车辆和设备
的导游.  
时间: 9 – 18.  
信息: 协调里米尼公民保护志愿协会

4月14日-15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盛大晚宴与太阳剧团和世界上最好的
艺术家
媒体和评论家认为它是当代马戏团的
非凡表演. 它由Le Cirque World’s Top 
Performers 被介绍 并在台上带来超级演员
阵容, 代表当代马戏优秀并且不使用动物. 
该节目受到十九世纪梦幻般的超现实主义
文学氛围的启发并尤其受到“爱丽丝梦游

仙境” 并通过空中和地面的强大演员阵容
表达情感: 杂技演员、杂耍者、平衡者和音
乐家. 
时间: 星期六 14日21点; 星期天15日17点 
票在www.ticketone.it 和  
www.vivaticket.it 网站上    
信息: 0541.395698

4月14日-15日
里米尼海滩从12号至26号 
在海上的风筝 
第35届国际风筝节
在沙滩上预约看到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风
筝，并在专题研讨会上为孩子们建造. 被
Dopolavoro Ferroviario 和Uisp Rimini举
办了. 
时间: 10 - 18.30.   
免费的入场

从4月22日起，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
期日（7月和12月除外）

里米尼, Tre Martiri 广场 
Rimini Antiqua
每个月的第一个关于古玩品交易，现代主义
和城市复古上的展览. 可以找到很多的选定
的对象: 陶瓷，玻璃，书籍，家具，珠宝，银器，
各种物品，所有物品都严格陈旧或古董. 
时间: 8 – 19.  
信息: +39 340 3031200

4月27日 - 5月1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Libertas的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
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在里米尼举行，来自13
个意大利地区的60多家公司和约1500名参
赛者.
信息: www.libertasnazionale.it



5月4日-6日
里米尼,Fellini广场和城市中心 
Reunion Rimini
在里米尼举行了摩托车和美国汽车摩托车的
汇集,结合了最重要的摩托车制造商, 最着名
的加工车间、该行业最原始的工匠、顶级的服
装、以及骑自行车的人、美食、音乐和精彩节
目的配件. 由Motociclette Americane Club
举办了. 
信息: 0541.303239   
www.reunionrimini.it

5月4日-6日
里米尼的海滨, Kennedy和Fellini广
场之间
意大利的摩托车游
跟千里相同方式的历史活动, 跟摩托车的世
界有关. 从2015年已被国际摩托车联合会认
定为复古领域的两项世界性赛事之一. 来自
世界各地的许多参与者都参与其中.
信息: www.motogiroitalia.it

5月4日-6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绝对意大利跆拳道锦标赛和意大利
2018年奖杯
大约1500名运动员将参加各种跆拳道比赛
信息: www.fikbms.net

5月5日
里米尼- E. Novelli剧院  
Mick Harvey plays Serge 
Gainsbourg
Mick Harvey，澳大利亚艺术家兼明星，制片
人兼音乐家，曾在Nick Cave和Bad Seeds的
创始人兼合着者Pj Harvey乐队, 关于Serge 
Gainsbourg在他出生90年后的特别展示抵
达里米尼，参加意大利独特的Smiting音乐节

日期. 除了Harvey, 在Novelli剧院跟弦乐四
重奏也有 Xanthe Waite, James Johnston, 
Larry Mullins aka Toby Dammit,  Yoyo 
Röhm, 所有国际重要性的音乐家, (Gallon 
Drunk, PJ Harvey, Nick Cave & The Bad 
Seeds, Lydia Lunch, Iggy Pop, Swans, Fatal 
Shore). 
信息: +39 329 0909716  
smitingfestival@gmail.com

5月6日-8日
里米尼博览会 
Music Inside Rimini
欧洲唯一的一场专门致力于音乐和创新以及
照明，音频视频和索具技术的活动，让体验现
场领先企业的技术. Music Inside Rimini涉及
整个供应链的原始格式，通过时刻和专门活
动将b2b，b2expert和公众集合在一起.
信息: www.musicinsiderimini.it

5月6日，6月3日，7月8日， 
9月2日，10月7日和12月2日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除因无法参观圣殿而

例外）
里米尼 -马拉泰斯塔的圣殿 
里米尼文艺复兴时期的皮耶罗和锡吉
斯莫多
关于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和西吉斯蒙
德马爱德的文化游, 由艺术史学家Michela 
Cesarini举办.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从马拉
泰斯塔的圣殿开始路线, 马拉泰斯塔的圣殿
它为里米尼的主人由Leon Battista Alberti设
计，1451年里米尼的主人由皮耶罗·德拉·弗
朗切斯卡全长肖地描绘了， 它在圣殿的一条
中殿保存. 第二站是Castel Sismondo继续前
往城市博物馆，在那里马爱德的珍贵奖牌揭
示了西吉斯蒙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
治军事棋盘中的主要作用.   

4月28日 - 7月15日
里米尼, 各个地点 
设计双年展
与公共和评论意见的成功, 第三届里米尼
设计双年展预定, 由文化市部组织策划. 我
们国是绘画历史的发源地之一, 它提升并
延伸了美与意义的视野使绘画成为一门
自治的学科, 以前它是了一门在艺术的艺
术. 在这届双年展的新版本中，我们探索
设计作为艺术标志的内在力量来传递它们
的作用. 

‘可见与不可见，欲望与激情– Guercino
和Gandolfi, Duranti和De Carolis, 
Picasso和Fellini’这是预定的展览将围
绕其旋转的副标题和主题, 位于各个机
构办事处: 城市博物馆, 博物馆的新区域, 
Gambalunga宫, Far -里米尼艺术工厂, 
Sismondo的城堡, Lettimi研究所, Casa 
del Cinema Fulgor, Domus del Chirurgo, 
还有Circuito Open在私人区中放置其他
展览(画廊，艺术家办公室和建筑工作室，
书店). 
双年展单程票 € 10. 
信息: www.biennaledisegnorimini.it

4月28日-29日
里米尼, 奥古斯都凯旋门和城市路线 
Rimini Marathon  
(里米尼的马拉松)
一场伟大的国内和国际体育赛事, FIDAL的批
准, 涉及整个城市, 与最具特色和令人回味的
地方. 除了马拉松赛（周日开始）之外，还计划
举行: Kids Run 1.8公里, Family Run 9公里, 
和全国跑步赛第四版, ‘Ten Miles’ 10英里，
或16.094米. 还有推轮椅的传统国际聚会. 自
周六早上开的旅游村提供食物摊位、音乐、采
访和活动.  
信息: www.riminimarathon.it

4月28日- 30日 
里米尼展览中心和其他地点 
Music Inside Festival
与世界上最重要和最着名的DJ合作的音乐活
动. 这三天将构成意大利俱乐部和电子音乐
文化历史上的一部分.  
信息: www.musicinsidefestival.com

4月29日- 30日- 5月1日 
里米尼, Fellini 广场 
Piacere, Spiaggia Rimini  
(乐趣, 里米尼的海滩)
各种各样的里米尼热情好客让里米尼夏季
的音乐、潮流、和趣味成为焦点. 由Rimini 
Spiaggia Network举办 
信息: info@spiaggiarimini.net

5月2日-11日
里米尼 
Smiting Festival
Smiting Festival 非传统的文化节,倾向
于超现实主义的创造力，讽刺的是，胡
说八道，以微笑的方式揭开预购礼仪的
神秘面纱. 2018年的主题: “Unlost in 
Translation / Noio volevam savoir – I 
know my chicken”. 这个节日的第九版
围绕语言障碍之外的沟通主题进行. 将从
外国歌曲的歌词开始. 5月5日在Novelli
剧院于澳大利亚音乐家Mick Harvey会有 
关于Serge Gainsbourg的独特意大利日
期. 5月11日在Fulgor电影院会有Smiting 
Movie电影 “Smetto quando voglio -Ad 
Honorem” 和其他惊喜, 节将以令人振奋
的方式结束. 
信息: www.smitingfestival.it



Elio e le Storie Tese已经准备好结束他们的
职业生涯，经过37年的成功，挑衅性的广播节
目和不可预知的音乐巡演. 
票于所有常用的售前服务可买的. 于此活动
可用FanTicket票 
信息:  www.stadiumrimini.net

5月26日-27日
里米尼, Fellini-Boscovich广场
里米尼里维埃拉大奖赛
La Rotonda dei Campioni
为年轻冠军小摩托车的比赛，从8岁以上开
始，在Renzo Pasolini和Giacomo Agostini互
相挑战的历史性路线上. 周六下午专门排练，
周日参加比赛. 
为有小摩托车的6至14岁年轻人有式路线的
可能.
信息: info@motoclubpasolini.it

5月31日- 6月3日
里米尼博览会 
Rimini Wellness 
舞台上的健身，健身和运动
世界上最大健身、健康、商业、运动、体育文化
和健康饮食的活动，这场活动涉及健康领域
的所有主要公司: dai 身体活动机器制造商，
健身房，学校和贸易协会，健康练习者，放松
SPA，康复科学，舞蹈，还有旅游和设计.  五个
部分的成功整合: 
WPRO, 关于b2b专门; WFUN, 为活跃的公
众; FoodWell Expo, 致力于为移动中的人提
供健康的饮食; RiminiSteel, che它涉及武术
的运动，健美和与体育锻炼文化相关的一切; 
Riabilitec, 该部分介绍了电机康复和康复的
所有技术创新. 
Rimini Wellness Off提供特殊活动，如海滩和
海边俱乐部的派对，开胃酒和晚上的派对 
信息: www.riminiwellness.it

六月-九月
里米尼，历史悠久的中心和海滨长廊 
一百天的庆祝
每天，里米尼欢迎你与充满乐趣，文化，体育，
音乐，传统，美食和葡萄酒和生活的喜悦的
聚会. 由旅游委员会组织的500多场小和大
活动将于6月至9月期间等待您: 一百天的聚
会在广场，狭窄的街道和海滨上， 从 Torre 
Pedrera到Miramare.  
信息: + 39 0541.53399

每周五晚上从6月1日至9月14日
里米尼, Cavour广场 
在城市中心的星期五晚上
传统的夏季夜市今年在里米尼的历史中心
再次回归，它关于艺术品，古董，旧物，现代
主义，复古，艺术工艺品，过去的好奇心，收
藏品. 
时间: 从18点到 24点. 
信息: info@cocap.it

6月2日
里米尼, 从提比略桥出发和返回
Urban Obstacle Race
第一个障碍课程致力于功能训练爱好者，障
碍物是由城市历史中心的景观和里米尼的公
园. 这是一场非竞赛赛事，发生在7公里的路
线上, 由功能训练启发的练习与跑步交替. 出
发计划于17点半从提比略桥, 哪里,娱乐村将
成立所有的娱乐活动. 
信息: http://urban-obstaclerace.it

6月8日，9日和10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Bike 360 
里米尼首次举办自行车的展览
这是一个致力于创新和自行车世界上最新消
息的展览，但最重要的是专门为业余自行车

这些参观在“Le Terre di Piero”计划之间. 
时间: 15点半. 非免费的活动.  
为信息和预订: + 39 333 7352877  
michela.cesarini@discoverrimini.it     
www.terredipiero.it

5月9日-11日
里米尼博览会
MACFRUT
Fruit & Veg Professional Show
代表整个供应链的意大利和欧洲水果和蔬菜
行业专业人士的参考活动: 11种行业（种子，
生物新闻与苗圃花卉，生产技术，生产，贸易
与分销，机械与技术，材料与包装，IV系列，干
果，物流，服务）. BtoB会议，会议区域和专业
会议以及许多附属活动为那些不仅是参观一
场业务的活动而且让得到知识和深化. 
信息: www.macfrut.it

5月11日-13日
里米尼 
Matrioška Labstore #13
在里米尼，每年两次，五月和十二月，工匠，
设计师，创意人和梦想家聚集在一个容器中: 
Matrioska (俄罗斯套娃), 流动实验室商店, 
在城市的被遗忘的地方里为制作独特手工艺
品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容器. 随时得到更新活
动日期以及Matrioska Labstore推广的活动: 
www.matrioskalabstore.it

5月11日-13日
里米尼, 维塞尔巴海滩 
国际沙滩巧固球节
像往常一样，在里米尼举行国际沙滩巧固球
的大型运动员，每年在维塞尔巴海滩举行锦
标赛。 5场比赛，20场球场，1300名运动员，1
公里的海滩，还有周末的阳光，大海，运动和
娱乐. 
信息: www.tchoukballfestival.com

5月17日-19日
里米尼博览会, 从南门入口 
Expodental Meeting
意大利的牙科参考活动，能够将商品曝光业
务与科学内容相结合. 
时间: -周四和周六从10点至18点，周五从10
点至20点
该行业所有运营商免费的入场   
信息:www.expodental.it

5月20日
里米尼, 城市路线
Strarimini - XXXV edizione
罗马涅海滨的半程马拉松, 全国UISP比赛的
公路赛距离21公里和97米, 由于有30多个版
本的悠久历史，现在已经成为“经典”. 计划
中还有无竞争性的比赛，以及2公里的儿童
赛道. 
时间: 上午时.  
信息: www.strarimini.it

5月20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Rimini Cheer Open 2018
由Ficec组织的国际啦啦队和表演欢呼比赛 
- 被意大利啦啦队和Cheerdance联合会与
Cheer国家联盟和里米尼市政府合作举办. 会
有意大利队和国际队，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
队伍将参加比赛，他们将以特技，金字塔，杂
技和了不起编舞竞争. 
信息: info@ficec.it  
 info@leganazionalecheer.it  
 www.ficec.it

5月23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Elio e le Storie Tese的告别音乐会
之旅



Mare di Libri -年轻人的文学节
为纪青年人和年轻人而举办的第十一届文学
节. 与年轻人最喜欢的意大利和外国作家进
行三天的会议，工作坊和演出. Mare di Libri
是一场充满文化娱乐的活动，是所有喜欢书
籍和阅读的孩子们的聚会场所，他们想要认
识与作者和其他分享热情的同龄人.
信息: www.maredilibri.it

6月16日
里米尼, 在sinistra del porto街道的
船厂 
圣安东尼的盛宴
由Ponte dei Miracoli协会组织的节日，这个协
会在该领土运作，以记住当地的传统，特别是
圣安东尼达帕多瓦在里米尼地区发生的第一
次奇迹，当时他向鱼传道. 该党致力于恢复传
统和乐趣, 提供各种举措，如乘船游览(8点从
Boscovich广场出发), 音乐，食品摊位，灯光的
喷泉, 以严肃的弥撒结束，并向圣人的石碑致敬. 
信息: + 39 3403835567   
www.pontedeimiracoli.blogspot.it

6月21日－7月26日和8月23日
里米尼, Boscovich广场, (码头起-在
免费海滩的入口) 
在码头上的普拉提
星期四日落时 
在日落时分在里米尼港口独特的环境中，可以
在海边享受免费普拉提课程过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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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半.  
信息: 391.7777870 / 347.9531092  
www.studiopilatesme-rimini.it

6月22日 - 7月1日
里米尼博览会, Emilia街道155号
Ginnastica in festa (体操的比赛)
由Esatour Sport Events和ASD Pesaro Gym
与FGI，意大利体操联合会共同组织的一场伟
大的比赛. 在里米尼，在比赛的十天中，将有
约8万人参加，其中包括运动员，护送，内部人
士和公众.  将有超过100名裁判和赛事官员
与80名员工一起参赛，不包括将组成商业村
的参展商. 许多体操的巨星，奥运会主角和国
际比赛出现的运动员将参加这项活动. 
信息: www.ginnasticainfestarimini.it

6月23日-24日
里米尼 
Al Meni
风味的8和1/2的马戏团. 与手和心做
的事情
与风味的8和1/2的马戏团里米尼再次成为意
大利味道的首都, 会有厨师的表演烹饪，美食
街头食品，满天星斗的冰淇淋，农民的产品市
场，工匠和设计师. Massimo Bottura 召集艾
米利亚 - 罗马涅地区的星级厨师，与费里尼
马戏团内外的年轻国际厨师会面，庆祝世界
上独特领土的主角和丰富的活动. 在马戏团
前面，会有地区最好的DOP和IGP产品的卓越
市场和Matrioska, 创意设计师和设计师的实
验室，他们的作品以“手工”品牌为特色. 
信息: www.almeni.it

6月23日
里米尼 
Notte Celeste (天体之夜)
艾米利亚 - 罗马涅地区的水疗和温泉区举办
派对，让您有机会体验特殊的夜晚和周末，淡
蓝色（如水的颜色），并受到独特的环境氛围
的欢迎热. 
信息: www.lanotteceleste.it/

运动员. 自行车，配件，服装，服装，零配件等
将成为吸引成千上万客人的特殊配料. 
时间: 星期五从16点 到21点; 周六上午从10
点至晚上10点; 周日从10 点-到20点入场票: 
成人10 € adulto, 孩子5 € , 为残疾人士是免
费的. 
信息: +39 389 9920983  
info@biketresessanta.it   
www.stadiumrimini.net  

6月9日-10日
里米尼的Torre Pedrera, 海滨的公园 
altezza bagno 66 
在Torre Pedrera古董美国汽车和摩
托车会议
第16届汽车和摩托车集,可以展会时欣赏摩
托车. 星期六下午在海滨(altezza bagno 66)
开始与复古摩托车的聚会和摩托车的展览
(altezza bagno 66). 晚上时会有音乐和美
食摊位. 
周日会继续进行美国汽车和摩托车的曝光, 
食物摊位，为参与者的奖励，娱乐和音乐. 免
费的入场. 
信息: + 39 348 8702312

6月11日至8月31日
里米尼海滩
健康的海滩
在里米尼里维埃拉会有最大的健康服务的第
XV版,会有很多的在大自然的大海里和谐和
健康地生活的机会. 与50名健康操作者的工
作人员共进行了12周的活动，超过800次演
讲，涉及35个温泉.像往常一样, 在黎明和满
月的夜晚，将举行帆船活动. 参加海滩上的团
体活动，咨询和特殊活动是免费的，乘船旅行
不是免费的.    
信息: + 39 3392400025   
www.lespiaggedelbenessere.it

6月中旬－8月底
里米尼海滩 
Giocaestate -海滩上的体育和娱乐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沙滩上的一天与免费有
氧运动，体操，水上有氧运动，跳舞，成人和
儿童的游戏和娱乐开始，以及受过专业训练
的Uisp教练. 这些Giocaestate Giocaestate
活动在许多的地方, 从 Torre Pedrera 到 
Miramare. 
时间: 从 9 点到 12点(在一些海滩活动的时间
也是从16点到18点半,会有锦标赛和儿童游
戏). 免费的参与.  
信息: + 39 0541.772917 (Uisp)  
www.uisprimini.it

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
里米尼, Corte degli Agostiniani, 
Cairoli 街道
Percuotere la mente
这场音乐节，马拉泰斯塔音乐节的主题部分，
旨在发出新的声音, 它在现代时和过去时之
间，在“文化”和“非文化”音乐之间，在失去
的流行传统和世界音乐之间. 总是包括爵士
乐, 它将摇滚，蓝调，经典，不同和遥远的纬
度流行的音乐流派和声音连接起来.  
非免费的入场  
信息: + 39 0541.704294   
www.sagramusicalemalatestiana.it 

2018年6月14日－17日
里米尼, RDS Stadium
Bestfighter
2018年跆拳道Wako世界杯
在里米尼再会有第八届世界跆拳道比赛
信息: www.bestfighter.com

6月15日，16日和17日
里米尼，城市历史中心



七月和八月的每个星期三 
（从7月4日到8月29日）

里米尼, Cavour广场 
I ricordi in soffitta  
(阁楼里的回忆)
从6岁至12岁儿童参加展出旧玩具，电子游
戏，收藏品，毛绒玩具，漫画，书籍等与童年
有关的市场. 玩时和社交时，孩子们是这些夜
晚的主角.
时间: 从17点半至 23点半 
免费的参与. 登记在C.O.C.A.P. 
信息: + 39 0541.781108

7月5日-15日
里米尼展博会 
Sport Dance 
意大利舞蹈冠军
体育舞蹈，表演，比赛等等. 本次活动将举
办十天以上，包括FIDS运动员的激动人心
的比赛，公众观众可以在意大利锦标赛期
间参加所有体育舞蹈专业的表演. 几年时，
与数千人参加，该活动成为全球最大的舞
蹈节. 
信息: www.riminisportdance.it

7月6日 - 7日 - 8日
里米尼 
Notte Rosa (粉红色的夜)
粉红之夜是一个伟大的夏日派对, 在里维埃
拉夏天派对跟新年节一样. 整个海岸，与里
米尼的心脏跳动，从日落到黎明，变粉红色，
会有灯光，声音，图像，颜色，音乐会，派对，
文艺演出，阅读，装置，会议，展览， 神奇的设
置. 在星期五的午夜，整个里维埃拉被焰火表
演照亮，这是这个神奇的夜晚最值得期待的
时刻之一. 
信息: www.lanotterosa.it

7月6日-8日
里米尼-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Riviera di Rimini Round
在意大利会有自行车的世界杯的历史比
赛部, 在Marco Simoncelli Misano World 
Circuit. 在TicketOne网站上可以预订入票.   
信息: www.worldsbk.com/it     
www.misanocircuit.com/biglietteria/
superbike/

7月13日和14日
里米尼, Borgo San Giuliano和Ponte 
di Tiberio 
P.Assaggi di vino (葡萄酒的尝尝)
里米尼腹地的酒窖在 Ponte di Tiberio 和
Borgo di San Giuliano的小广场, 活着，举
杯，两整晚的品尝和演出. 每个酒庄都受托管
理自己的展台，目的是向参观者展示产品. 
信息: info@stradadeivinidirimini.it

7月13日-15日
里米尼, Tintori海滨, Boscovich广场
地区
街头足球比赛
连续的第二年与街头足球的比赛Calciatori 
Brutti活动在里米尼进行的. 足球迷们可以报
名参加比赛，并式一试各种运动活动.
信息: www.facebook.com/
CALCIATORIBRUTTI

7月16日-22日
里米尼 
Cartoon Club (动画俱乐部)
三十四年时，里米尼主办了“Cartoon Club”
国际艺术节，致力于动画电影，漫画和游戏. 
电影的放映，音乐会，与作者的会议，导演和

6月23日-7月4日
里米尼, Marecchia公园/水上的广场 
Cirque Bidon 
Entrez dans la danse!
剧院，音乐和马戏艺术 
在介绍新的费里尼博物馆的计划中, 这是一
场回归向里米尼的大师赛诗意凝视的赛事，
费里尼多次在Cirque Bidon的观众中. 艺术
和诗歌的剧场, Cirque Bidon, 梦想和游览的
马戏团, 在70年代在法国开始，与传统马戏团
是不同的, 跟异国情调的动物和大家庭马戏
不一样的. 过了一段时间，Francois Bidon和
他的第一批朋友和艺术家一起抵达意大利，
并通过城镇街道将他的新风格剧团带到了
意大利, 戏剧，舞蹈，杂技，现场音乐和小丑的
混合体, 那么它创造了当代的马戏团. 在这种
新的创造, Cirque Bidon的艺术家邀请观众
参加马戏团游牧民的不断的游览, 在找并幻
想行星无尽的奇妙世界. 圆圈，球体，完美，平
衡，杂技，球和气泡，杂耍，空中圈，形而上学
问题，天气预报，小丑，哑剧，木偶，舞，歌曲. 
由FrançoisBidon执导，由Pascale Chatiron
协助. 
非免费的入场

6月30日
里米尼, 港口渠道 
Molo Street Parade
DJ和渔民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的音乐和沙丁
鱼“菜肴”服务: 里米尼港口的伟大音乐游行
的成分，自2012年以来，年轻人和家庭喜欢
它的音乐能量，倾听欧洲最着名的DJ. 从俯
瞰大海的渔船控制台播放音乐倾向和当代声
音的完美结合，而码头上的渔民则供应航海
传统菜肴. 
信息: www.molostreetparade.it

6月30日和7月7日
里米尼–韦鲁基奥 
35^里米尼-韦鲁基奥
第一场大奖粉红夜和第一场粉红色比赛 
传统的粉红之夜体育赛事活动加倍了. 6月
30日会有距离21.097公里的竞技半程马拉
松比赛. 18点半从奥古斯都凯旋门到韦鲁基
奥Battaglini广场. 7月7日星期六还有距离
10000米的粉色比赛 
信息: www.riminiverucchio.it

7月1日-21日
里米尼海滩和城市历史中心  
Rimini for Mutoko
Rimini for Mutoko这是一个人道主义和有益
的项目，通过游戏，体育和娱乐，为津巴布韦
的有益项目筹集资金.  海滩上的活动中间(从
28/A号的海滩到45号)沙滩网球，沙滩排球，
足球比赛和地掷球锦标赛，其参与对所有人
开放，从10岁以下到40岁以上. 7月14日，可
以参加Rimini For Mutoko RunRise的第三
版, 在海滩上进行的黎明时的散步从号的海
滩到64号. 7月14日晚上，在沙滩上举行DJ的
派对, 在34号的海滩. 7月21日在Cavour广场
会有“Burraco solidale”的活动.  筹集的资金
将完全分配给“RiminiForMutoko” 的项目.  
信息: + 39 335 1270914  
www.riminiformutoko.it/

七月-八月
里米尼, Corte degli Agostiniani
Agostiniani estate:  
星空下的电影院
在城市历史中心的一个户外电影节，由
Cineteca di Rimini组织，以优质电影交替播
放特别的晚会和活动，与丰富的节目
晚上9点半开始电影的放映, 非免费的入场. 
信息:+ 39 0541.704302



Kennedy Cake街头美食活动在里米尼滨海
中心的五日中，在一个色彩缤纷的村庄里，有
街头美食，体育比赛，表演，现场乐队和DJ音
乐会带来的丰富艺术生活，为8月的漫长而
有趣的周末提供动力. 时间: 从18点直到深夜 
免费的入场 
信息: + 39 348 4620335    
www.facebook.com/kennedycakeevents

8月12日-15日
里米尼, XXV Aprile公园, 在ponte di 
Tiberio, 
Tiberio Cinepicnic
Notorius Rimini Cineclub提出夏季最迷人
的电影竞技场的新版本. 会有艺术馆电影，
动画电影， 还有由LaSocietàde Borg志愿者
负责的食品摊，用于在大屏幕下进行不寻常
的野餐. 
免费的入场.

8月14日
里米尼海滩, 从101号海滩到 150号 
Un Mare di Fuoco
3公里的火焰，节奏和在8月15日节星空下的
表演. 
在水的脚着，火炬和蜡烛，火表演员和舞蹈演
员，音乐家和口味工匠将沿着海岸交替，并在
8月的夜晚开启节奏，风味，火焰，节目和海上
焰火的高潮.
由Rimini Spiaggia Network组织

8月19日-25日
里米尼博览会 
人民友谊节
会议，展览，音乐和娱乐的夏季节日. 一种具
有显着国际性特征的表现形式，是不同文化
起源的证词和经验的交叉点: 在世界舞台上
活泼而独特的活动，处理关键问题，与文化，

政治和信仰中最有趣的人物进行自由和公
开对话. 
XXXIX版的标题是“推动历史的力量与让人开
心的力量是一样的” 
信息: www.meetingrimini.org

8月24日-26日 
里米尼 -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
DTM - Deutsche 
Tourenvagen Masters
激动人心的挑战和比赛，超乎寻常的超车，不
断的曲折，都将驾驶的可能性推向了极限. 
信息: www.misanocircuit.com/eventi/
calendario-eventi-sportivi/dtm/

8月31日
里米尼博览会 
Rimini Park Rock
SUM 41
作为世界朋克摇滚史上最着名的乐队之一，
在里米尼参加夏季巡演的其中一个舞台. LP 
Rock Events和Live Nation Italia的活动. 
非免费的入场. 入票可以买通
过#MyLiveNation, 在Ticketmaster, 
Ticketone网站上也在授权的销售点里. 
信息: www.lprockevents.it/shop/event/
rimini-park-rock

8月31日-9月2日
里米尼, Fellini广场,  迂回和邻近的
街道 
Italian Bike Festival 2018
自行车业介绍2019年新品的一场展区. 参观
者可以在世博区的免费试之间享受独特的
体验，会有
一条越野赛道和一条位于海滨的环形赛道，
紧邻车辆. 

出版商，研讨会，奖项，这是7月19日至22日
与Riminicomix的丰富节目，展览市场，欢迎
出版商，漫画，古董，漫画和收藏品. 不要错过
Cosplay大会，该活动是全国范围内最受期待
的活动之一，涉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穿
着漫画，动漫和漫画英雄的服装. 
信息: www.cartoonclubrimini.com    
www.facebook.com/Cartoon-Club

7月20日-22日
里米尼-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
WDW - World Ducati Week
世界上最大的杜卡迪聚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活
动的三天中组织了许多的活动: 自由练习，摩
托车模型的展示，与杜卡迪车手会面，观看惊
险表演，如特技车手. 
信息: www.ducati.it/world_ducati_week.do

7月21日
里米尼, Corte degli Agostiniani  
Rimini canta Rimini
Fabrizio DeAndrè出版关于里米尼的光盘的
40年以后. 
由Massimo Roccaforte为里米尼市政府和
文化协会Interno4进行的项目，该项目还包
括在里米尼举办的展览和特别版光碟，并附
有一本书. 
时间21点

7月21日至22日
里米尼, Borgo San Giovanni 
Festa del Borgo San Giovanni 
(Borgo San Giovanni的派对)
胭脂红的圣母的第14届节日. 这是一个庆祝
和热门聚会的时刻，也让关于小村的个世纪
历史讲故事的机会. 每年都会有一场艺术和
历史，文化的活动，民间传统活动，还有食品

摊位，小市场，音乐，表演，整个村庄会参加活.
信息: www.facebook.com/
borgosangiovannirimini/

7月26日
里米尼海滩 
Un Mare di Vino
夏季的夜晚专用于里米尼腹地最好的葡萄
酒标签. 从开胃酒到深夜，在海边神奇的环境
中，有夜晚的葡萄酒伴随着品尝，还有音乐和
娱乐而上演
由Rimini Spiaggia Network组织

7月28日
里米尼 
Summer Pride
Rimini Summer Pride为所有热爱生活的人
开放，他们声称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爱情，希
望引发一种寻求LGBT人和家庭的权利并认
可的新方式. 除了游行和最后的表演之外，还
有会议，演出，派对和文化活动. 
信息: www.summerpride.it

8月3日-5日
里米尼, Marecchia公园 
Tiberio Music Festival
在ponte di Tiberio会有3天的音乐，现场乐
队，DJ集，视觉艺术，表演，街头食品和手工
艺摊位. 
免费的入场 
信息: 393 3301378  
www.facebook.com/
tiberiomusicfestival2018

8月11日-15日
里米尼, Kennedy广场的丽城 
8月15日节的Kennedy Cake beach 
Festival



信息: www.giardinidautore.net 
www.facebook.com/giardini.dautore

9月24日-28日
里米尼博览会 
Tecnargilla
国际陶瓷和砖制品行业技术和供应展览会 
信息: www.tecnargilla.it

9月25日-27日
里米尼, Fellini公园 
Transitalia Marathon 2018
第四版旅行分阶段的活动，独特而迷人的
行程,让跨越意大利并追溯传奇事件的一
些显着特征. 通过多个阶段, 几乎主要是越
野道，也适用于maxienduro道路, 可以体
验一个真正的拉力赛气氛，无秒表的焦虑. 
9月25日开始，从里米尼出发，参加者将在
Fellini广场的村庄受到欢迎，等待2018年
Transitalia Marathon的第一阶段开始，然
后前往意大利中部，通过6个地区，共计约
900个千米.
信息: www.transitaliamarathon.com

十月- 十二月
里米尼, Fulgor电影院和电影图书馆 
在Fulgor电影院和电影图书馆的活动
电影放映，会议和专题介绍Fellini电影院 
信息: + 39 0541.704301

10月10日-12日
里米尼博览会 
Planitsphere: 
TTG - SIA GUEST - SUN
从今年起，Planitsphere是最重要的旅游和
招待的B2B展会，以单一品牌聚集在一起: 来
自意大利着名的B2B旅游市场TTG - 旅游体
验第55期，即国际户外展SUN. 设计，家具，配

件，Sia Guest，国际酒店展. 
信息: www.ttgincontri.it 
www.siaguest.it 
www.sungiosun.it

10月12日，13日和14日
里米尼, “Luigi Tonini”城市博物馆 
古代/现代的古代世界节XX版
三天的会议，圆桌会议，书籍演示，导游... 它
们关于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一个永恒的对
抗，对抗与遭遇领域，昨天如今，从古代到
当代世界. 重点放在锡吉斯莫多·潘道夫·
马勒泰斯塔时代，在失踪的550周年（1468
年10月9日）以及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将
从千禧年末期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 现代性
的一半. 
参加会议时自由的且免费的.
信息: www.antico.comune.rimini.it/

2018年10月13日-14日
里米尼, Fellini广场 
Rimini Revolution Run
致力于在里米尼参加旅行社的马拉松比赛回
到了TTG的时代. 
信息: www.riminirevolutionrun.it

10月26日 - 27日 - 28日
里米尼,  Cavour广场 
CioccoRimini
与巧克力的激情和与暴食和艺术有关的特
别活动. 整个周末，里米尼的城市历史中心
将变成一个迷人的’maison du chocolat’，
其中果仁糖，热巧克力和酒吧将唤醒所有人
的味道. 
时间: 从10点到20点; 星期六到24点. 
信息: info@cocap.it

信息: + 39 02 87245180  
www.italianbikefestival.net

9月1日-2日
里米尼, Borgo San Giuliano 
XXI Festa de Borg
Borgo San Giuliano在等候的每个两年期间
一次的活动向城市开放. 准备和展示旧村庄
的街道，食品摊位和ponte Tiberio水上新广
场的精彩表演. 
信息: www.societadeborg.i

2018年9月
里米尼 
Rimini Motor Soul
第五年里米尼增强了摩托车谷的卓越成就，
并将其展示在摩托车世界最重要的展示中. 
这些倡议是与Aldo Drudi，世界知名设计师
尤其是摩托车领域的设计师合作开发的，主
要围绕着独特的展览展开，首先展示了精彩
的赛车，头等舱冠军所穿的西装和头盔 世界
冠军赛，还有一种照片展. 每年的想法，色彩
建议和世界锦标赛的新颜色，每个赛季都会
延续并更新.

9月7日-9日
里米尼- Misano World Circuit 
Marco Simoncelli  
Gran Premio di San Marino  
e della Riviera di Rimini
引擎为圣马力诺大奖赛和里米尼里维埃拉的
第12版加热, 该活动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和数百万观众的爱好者. 
信息: www.misanocircuit.com

9月14日-16日
里米尼,  Fellini广场 
Gran Premio Nuvolari 

第28版
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汽车在城市历史中心举
办的1000公里挑战赛中参加诺瓦拉里大奖
赛，在里米尼举行赛事，在周六将在历史中心
举行游行并在晚上将继续展示在Fellini广场. 
信息: www.gpnuvolari.it

9月17日
里米尼RDS Stadium
Laura Pausini的音乐会
在2016年参加了体育场的舞台后，Laura 
Pausini回到了意大利. 凭借7000多万张盘销
售量，Laura Pausini拥有超过40项国际大奖: 
格莱美奖1项，拉丁格莱美奖3项，洛诺特奖4
项，世界音乐大奖6项，是最重要的. 随着他最
新的未发表专盘FATTI SENTIRE, 世界上最受
欢迎的意大利歌手庆祝25年的职业生涯，并
于9月在RDS Stadium. 
信息: www.ticketone.it

9月20日-23日 
里米尼, 体育设施和广场 
CONI的青年奥运
里米尼在14岁以下的体育CONI奖杯举办第
五届的最后一站. 
这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体育赛事，大约有5000
人参加，其中包括3500名运动员，35个联合
会出席，6个相关学科，20个地区代表团. 
信息: www.coni.it/it/trofeoconi.html

9月22日-23日
Rimini 
Giardini d’Autore
2018年秋季版里米尼最佳意大利苗圃的园
艺展. 是所有园艺爱好者定期的预约，以确
认此次活动的质量和声望, 有机会找到稀有
植物和精华，并分享绿色文化的各种形式和
表达方式. 



10月31日-11月4日
里米尼, 不同的地方 
Amarcort电影节
第十一届国际短片节 
世界巡回赛80短片，2018年版”的最后一站, 
直到大决赛的星期之前，将公众运送到各种
活动的旅行活动. Amarcort 电影节不仅仅是
短片，而是更多: 通过国际短片比赛，编剧比
赛，摄影展览，关于电影摄影热门话题的“会
议室”，致力于欧洲电影的电影，以及“故事
集”中的个性化，让文化和艺术的欢乐变得可
能. 成功的故事“，为学校的放映和”重新发现
的电影院“，到欧洲学生的校园”艾米利亚 - 
罗马涅欢迎欧洲“.  
信息: www.amarcort.it   
facebook.com/amarcort

11月6日-9日
里米尼博览会, Emilia街道155号 
Ecomondo - Key Energy
国际材料与能源回收与可持续发展展览会，
以及所有绿色经济展览会. 
Ecomondo是欧洲地中海地区绿色和循环
经济的主要展会;  这是一个创新性的国际活
动，将循环经济的所有部门都集中在一个平
台上: 从物质和能源的恢复到可持续发展. 
Key Energy是能源与可持续交通展览，展示
工业解决方案以及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可
移动性和可持续城市的城市应用. 
信息: www.ecomondo.com 
www.keyenergy.it

2018年11月 - 2019年4月
里米尼, Galli 剧院–Cavour 广场 
散文季和马拉泰斯塔时音乐节
我们正处于充满情感和期望的活动的前夜. 
2018年10月底，历史剧场“Amintore Galli”
将再次恢复, 经过75年后，在1943年的严重

破坏性爆炸事件之后. 从2018年秋季起, Galli
剧场, 带回到昔日的辉煌, 将主持歌剧，舞蹈，
散文的季节和马拉泰斯塔时音乐节. 还有将
在新剧院开幕的几个月中介绍的其他活动. 
从11月到4月，将提供丰富的节目: 歌剧，音
乐会，古典和当代戏剧，舞蹈和音乐剧, 主办
了意大利最佳制作和国际知名艺术家的横
截面. 
马拉泰斯塔时音乐节自1950年以来，它到里
米尼带来了国际音乐界最负盛名的指挥家，
独奏家和管弦乐队，通过数字和在公共教育
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最珍贵
的公民文化遗产之一和着名的文化活动，是
在意大利是最长久的. 非免费的入场. 
信息: www.teatronovelli.it  
www.sagramusicalemalatestiana.it

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6日
里米尼 
世界上最长的新年节
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变成一个露天舞台，
为您播放一个月的音乐，艺术，表演，圣诞
节和伟大的音乐会. 灯饰展，展览会，圣诞市
场，传统婴儿床和沙滩灯展示了最令人期待
的庆祝活动的气氛，让整个城市焕发出新的
欢迎光芒. 像往常一样，在12月31日，与许多
漫新年节，从Fellini广场有大型音乐会，在
冬季从海上几步，继续与城市历史中心的许
多新年节. 
信息: www.capodanno.riminiturismo.it





2018年3月10日—18日
莫尔恰诺-迪罗马涅  

（Morciano di Romagna),  
展览展台和城市马路
圣Gregorio古老展览
这里马、牛、羊、家畜和牧业食品展览和市
场让乡村传统复活。 
信息：+ 39 0541 851928 
www.comune.morcianodiromagna. 
rn.it

受难日
蒙特菲奥蕾孔卡  

（Montefiore Conca）
受难日百年纪念队伍
用传统的衣服耶稣从各各他山到圣坟墓
旅行被纪念的。
晚上9点钟。免费入场。
信息：www. comune.montefiore-conca.rn.it

2018年4月21日、22日和25日 
萨卢代乔 （Saludecio）
Saluserbe
春天节日。展览，演出，药草、天然食品、生
物农业和地景艺术市场。 
信息： + 39 0541 869719.

2018年5月1日 
卡斯泰尔德尔奇  
(Casteldelci)， 
Giardiniera和历史中心
马之展览
古老家畜展览。马术表演助助兴。
信息： + 39 0541 915423

2018年5月19日—20日 
诺瓦费尔特里亚  

（Novafeltria), 历史中心 
Cascione 节日
第二次罗马涅大区地道烹饪产品节
日。Cascione是用当地原料准备的：春天
草本植物、坑奶酪、patate di Botticella  

（一种土豆），从当地家畜来的肉类。 
信息： + 39 0541.845619   
www.comune.novafeltria.rn.it

2018年6月14日—17日
彭纳比利 （Pennabilli）
美术工作者来广场
演艺国际节日：戏剧、音乐、nouveau 
cirque、舞蹈、木偶剧和别的户外表演。
信息： + 39 0541 928003  
www.artistiinpiazza.com 

2018年6月20日—24日
圣乔瓦尼-因马里尼亚诺  

（San Giovanni in Marignano）
女巫夜晚

马拉泰斯塔和
蒙特费尔特罗
家族领土



2018年7月25日—27日
Poggio Torriana – Torriana
Scorticata, 乐事小山
三个天之久从意大利国土来的美味食品
橱窗，为好吃事物贡献的事件。村庄成一
个小味道首都，有在户外饭店、街头小
吃、人行道和星号标记的厨师、酿酒人和
资深糕点师、奶酪生产者、熟食店业主和
面包师。 
信息： + 39 0541.675207  
www.prolocotorriana.it

2018年8月11日—12日
Montescudo - Montecolombo
第四十六土豆节日和意大利饺子
节日
在烹饪展台有尝著名意大利饺子和另
外的用土豆做的菜的机会。传统原谅展
览：当地农业和手工业产品, 产品中有
Montescudo土豆，产品地理表标志。 
信息： www.prolocomontescudo.it 

2018年8月11日—12日 
蒙特格里多尔福 

（Montegridolfo）
蒙特格里多尔福解放
最重要的哥德防线历史纪念，特别是蒙特
格里多尔福战斗纪念。舞台布置和穿时代
衣服的演员让你们在村庄马路里纪念时
代历史日常习惯。 
信息： www.prolocomontegridolfo.
altervista.org 

2018年8月16日—19日
蒙达伊诺 （Mondaino）
梅花鹿赛马节
古老村庄地区里中世纪纪念。地区队争夺
声望的头衔。 

信息： www.mondainoeventi.it/it/
palio-del-daino.php 

2018年8月22日—26日
圣莱奥 （San Leo）  
AlchimiAlchimie 2018
Cagliostro 死亡周年纪念的时，8月26日，
圣莱奥在城堡神奇气氛中纪念Giuseppe 
Balsamo, 安排倡议和表演。
信息： www.san-leo.it 

2018年9月1日—2日
Poggio Torriana - Montebello
蜂蜜节日
这两天，你们参观村庄马路和广场里手工
业市场和娱乐的时有尝蜂房食品的机会。 
信息： www.prolocotorriana.it

2018年9月9日、 
16日、23日和30日

Perticara di Novafeltria
波伦塔和树林从水果节日
村庄马路里有手工业市场、娱乐，还有
一个地道菜：香肠肉末卤、牛肝菌、野猪
肉波伦塔。波轮塔是用十三种玉米粉做
的；那种玉米是只用水磨碎的。有去参加
Sulphur （Perticara 矿物历史博物馆）导
览的机会，穿梭班车免费。 
信息： + 39 0541 927576  
(Perticara 私营旅游协会，意大利语
proloco)

T圣乔瓦尼神奇夜晚时路上人们戏剧、表
演、药用植物和天然产品市场。节日6月
24日零点在Alveo Ventena女巫火刑以
后结束。
信息： www.lanottedellestreghe.net

2018年6月23日—24日 
Poggio Torriana — Poggio 
Berni （波焦贝尔尼） 
Tagliatella节日
这两城市为一个罗马涅大区美味菜贡献
周末，有罗马涅大区‘arzdore’tagliatella
比赛、市场和音乐。 
信息：www.prolocopoggioberni.rn.it

2018年6月23日—24日 
马伊奥洛 （Maiolo）
面包节日
为马伊奥洛特别面包贡献的节日。那个时
候有参观遍布领土古老面包房的机会，那
里有尝古老食品和看古代整治和烤面包
的方法的机会。
信息： 0541 920012  
www.comune.maiolo.rn.it 

2018年7月6日—15日 
圣阿尔坎杰洛-迪罗马涅 

（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2018年圣阿尔坎杰洛市节日
第四十八年 
节日艺术指导是Eva Neklyaeva。在广场
戏剧的安排有意大利和国际很丰富的计
划，比如有表演、音乐会; 在城市公众地方
还有聚会、书推出和广播节目。只有在室
内的表演要付钱。周末有民族、手工业产
品和稀有物品市场。
信息： + 39 0541 626185  
www.santarcangelofestival.com

2018年7月8日、21日、 
28日、30日和8月11日

圣莱奥（San Leo），堡垒 
圣莱奥节日
显达的、集中注意力种类多样性的文化
和音乐节日。Stefano Cucci 指挥是艺术
指导。 
信息： www.san-leo.it 

2018年7月14日—15日 
蒙特菲奥蕾孔卡 （Montefiore 
Conca）
月亮城堡
为了庆贺第二十五安排，在月光下令人
兴奋的表演，有音乐会、马戏演出、孩子
们活动；还有好极了花火和音乐表出。背
景是城堡。 
信息： www.roccadiluna.it 

2018年7月14日—29日
彭纳比利 （Pennabilli），Olivieri
宫 （Palazzo Olivieri） 
国家古董市场展览会
意大利和欧洲最资深的古董商参加这个
显达的展览。在宫三个层上人会欣赏从第
十五世纪到第十七世纪的家具、雕塑、画
儿、首饰、陶瓷、书、图片和室内设计物品。
它们都被选和证实得很细致，属于从中世
纪到现代时间框架。 
信息: www.pennabilliantiquariato.net

从7月16日到31日
韦鲁基奥 （Verucchio）
韦鲁基奥音乐节日
没有种类限制的质量好的音乐，意大利最
有意思的音乐节日中当然有这个。 
信息： + 39 0541 670222  
www.prolocoverucchio.it



2018年11月25日， 
12月2日、8日、9日、16日

圣阿加塔费尔特里亚 
（Sant’Agata Feltria）

圣诞节城市
魅力和古老传统丰富的气氛。圣诞节市场
把从每世界国家来的游客吸引；圣诞老人
和精灵房子是给孩子们献的。还有赞波尼
亚（zampogne）和迷人手工业诞生场。 
信息： + 39 0541 848022  
www.prolocosantagatafeltria.com

2018年9月29日—30日
彭纳比利 （Pennabilli）
在彭纳比利意大利古老水果见
关于农业、古老水果和生物多样性展览
会、会议和聚会，表演，音乐，民俗表演和
湮没无闻水果传统市场。
信息： + 39 0541 928846  
Associazione Culturale Tonino Guerra 

（Tonino Guerra 文化协会） 

10月每个星期日
圣阿加塔费尔特里亚 

（Sant’Agata Feltria）
珍贵白色松露国家节日
每年10月每个星期日安排的、国内被认
为属于领域最重要的事件。珍贵蘑菇推出
是通过商务和烹饪道路发生的，
还是通过为场合准备的美味松露菜到达
低峰的。
信息： + 39 0541 848022  
www.prolocosantagatafeltria.com 

10月星期日
蒙特菲奥蕾孔卡  

（Montefiore Conca）
栗子节日
和树林美味水果传统秋天约会。星期
日，10月7日，‘吃健康食品’秋天事件当节
日预演。事件是为健康菜贡献的，今年生
物食品市场是为当地粉贡献的，从意大利
面到甜食。   
信息： + 39  0541 980035  
www.comune.montefiore-conca.rn.it

2018年10月6日—14日
韦鲁基奥  

（Verucchio）
历史节日

通过教育聚会、讨论班、会议，表演，导
览，主题宴会跳微兰诺威和中世纪历史。 
信息： + 39 0541 670222  
www.prolocoverucchio.it

2018年11月9日—10日—11日
圣阿尔坎杰洛-迪罗马涅 

（Santarcangelo di Romagna） 
城市广场和马路
圣马尔蒂诺(San Martino)展览
还称“山羊（becchi）节日”，是城市最重要
的展览。以前是重要家畜市场，现在是为
食物贡献的。在安排约会中有讲故事的人

（cantastorie）国家节日，还有“Piadina
赛马节”，只有业余爱好者可以参加。
信息：+ 39 0541 624270  
www.santarcangelodiromagna.info

2018年11月17日—18日
塔拉梅洛 (Talamello) – 历史中心
坑奶酪节日
第三十三年
在坑里酿熟的奶酪，塔拉梅洛人也管它叫
塔拉梅洛琥珀（L’Ambra di Talamello）
。按照传统，8月挤奶工人把奶酪放在坑
里，11月他们取出奶酪。 
信息： + 39 0541 920036

2018年11月18日—25日
科里亚诺 （Coriano）
橄榄和秋天食品展览
农业、树林、牧畜食品和当地手工业产品
展览和市场，辩论和会议，罗马涅农业文
明展览，油和葡萄酒尝，当地烹饪展台，音
乐和娱乐。  
信息: + 39 0541 656255 (Pro loco)  
www.prolococoriano.it





3月31 日/4月2 日
Paganello 2018。普拉提
4月28日—29日
Rimini Marathon
5月4日—6日
Motogiro d’Italia
5月11日/13日
International Beach 
Tchoukball Festival
5月20日
Strarimini
5月20日
Rimini Cheer Open 2018
5月26日/27日
Gran Prix Riviera di Rimini - 
La Rotonda dei Campioni
5月31日/6月3日
Rimini Wellness 
6月2日
Urban Obstacle Race

6月11日—8月31 日
健康海滩

6月21日； 
7月26日和8月23 日
在码头普拉提
6月22日— 7月1 日
体操节日
7月5日—15 日
Sport Dance
7月6日/8日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Riviera di Rimini 轮
7月20 日/22日
WDW - World Ducati Week
8月31 日/9月2日
Italian Bike Festival 2018
9月7日/9日
圣马力诺和Riviera di Rimini
大奖赛
9月14日/16日
Nuvolari 大奖赛
9月20日/23日
CONI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9月25日/27日
Transitalia Marathon 2018

全年
城市博物馆和外科医生多姆斯
全年
Spazio FAR
里米尼(Rimini)艺术厂
3月23 日/4月8 日 
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
3月24 日/ 7月22日 
卡拉瓦乔（Caravaggio）
Experience
4月14日— 15 日 
Le Cirque World’s top 
performers – Alis
4月28日 — 7月15日
Biennale del disegno
有形和印行无形，欲和激情 
— Guercino和Gandolfi, 
Duranti和De Carolis, 毕加索
(Picasso)和费里尼(Fellini)
5月2日 — 11日
Smiting Festival 
另类文化节日
6月15日/17日
书之海 — 读书小伙儿节日

6月23日 — 7月4日
Cirque Bidon –  
Entrez dans la danse!
7月/8月
Agostiniani 夏天：星下电影院
7月16日/22日
Cartoon Club
7月21 日 — 22 日
博尔戈圣焦万尼 
(Borgo San Giovanni) 节日
8月12日—15日
Tiberio Cinepicnic
8月19日—25日
人民友谊聚会 
9月1日/2日
XXI Festa de Borg
9月
Rimini Motor Soul
10月12日/14日
古代世界节日
10月31日—11月4日
Amarcort Film Festival
11月/4月
马拉泰斯塔音乐节日和散文
季节

体育活动
和健康

文化



5月6日/8日
Music Inside Rimini 
5月9日/11日
MACFRUT Fruit & Veg 
Professional Show
5月17日/19日
Expodental Meeting
6月8日/10日
Bike 360,  
里米尼第一个自行车展览会

9月24日/28日
Tecnargilla 
10月10日/12日
Planitsphere: 
TTG - SIA GUEST - SUN 
11月6日—9日
Ecomondo - Key Energy 

3月30日 — 4月2日
Street® Food
Truck Festival
6月23日 — 6月24日
Al Meni
7月13/14日
P.Assaggi di vino  

（葡萄酒尝道路）
10月26日/28日
CioccoRimini  
(里米尼巧克力)

4月29日/5月1日
Piacere, Spiaggia Rimini
6月中期 — 8月底
Giocaestate –  
海滩体育活动和玩 
7月1 日— 21 日
Rimini for Mutoko 
7月26日
葡萄酒之海
8月11日—15日
Kennedy Cake  
Ferragosto海滩节日
8月14日
火之海

展览会和
会议

海滩
和玩

食物



4月28 日/30日
Music Inside Festival
5月5日
Mick Harvey plays 
Serge Gainsbourg

5月23 日
Elio e le Storie Tese  
乐队告别巡回演出 
6月中期 — 7月
Percuotere la mente
6月30日
Molo Street Parade
6 月 8 日/日
粉色夜晚

7月21 日
Rimini canta Rimini 
被献给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

（Fabrizio De Andrè）音乐会
8月3日 — 5日
Tiberio Music Festival
8月31 日
Rimini Park Rock -  
SUM 41 (魔数41)

9月17日
萝拉·普西妮  

（Laura Pausini）音乐会
12月1日/1月6 日
世界上最长的新年前夕

伟大的
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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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