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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巴登欢迎您！
逛街、购物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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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约40公分的环颈鹦

鹉在州府随处可见，这

种外来鸟尤其喜爱栖息

在市区内的绿化地带。

在公园里和绿地上，人

们会惊讶地看到许多原

本生活在树林和田野里

的野生动物和鸟类。

卷首语

这是一座遍布名胜古迹的城市，也是一座

郁郁葱葱的绿色城市，高雅的购物环境，琳琅

满目的商品，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让每位游客宾至

如归。

这就是威斯巴登——德国黑森州首府，在十九世纪

鼎盛时期曾为世界的疗养之城，被人誉为“北方的

尼斯”。威斯巴登现有28万人口，气候温和，是一

座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市中心有众多的公园和

绿地，大街小巷里无数的咖啡馆和餐厅，营造

出地中海才有的休闲气息，每逢夏季，这里就

更加热闹，成为人们逛街、购物和享受的好去

处。

威斯巴登是一座懂得享受的城市，每当这里

举行文化活动，或有精彩体育赛事的时侯，或者仅仅

是热闹的民俗活动，威斯巴登人都会邀请客人来和自己一

起分享这种快乐。

威斯巴登悠久的历史也反映在城中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

里，当您在城里游览的时侯，往往会惊叹于那些古老壮观的

建筑，现在不少高档的专卖店和个性化的商店就座落在这些

古老的建筑里。

威斯巴登非常重视个性化和专业化，不仅在服装时尚、

首饰手表和配件饰品方面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而且

在餐饮方面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选择。威斯巴登

著名的旅游景点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斯巴登的地

标建筑疗养大楼，耸立在内奥山顶的巍峨的俄罗斯教堂，

内奥山缆车——德国唯一还在运营的水力缆车，欧洲最豪

华的赌场之一——威斯巴登赌场等，都是游客的必到之处。

威斯巴登等待着您来发现、来观光、来体验，威斯巴

登也是一座让您逛街、购物和享受的轻松之城。威斯巴登

欢迎您！

1892年至1894年之间，威斯巴登剧院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倡议和资

助下，作为皇家剧院建成，剧院充分体现了巴洛克后期的建筑风格，

现在，每年的五月国际艺术节就在这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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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缤纷的埃及雁已安家威斯

巴登，并习惯了游客的参观。

名胜古迹

城市观光的最佳景点
人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游览、观赏和发现威斯巴登，例如乘

坐电动小火车，沿着威斯巴登市里古老而有历史意义的景点，环

城一周，边看景点，边听小火车里的录音讲解。或者也可以通过

参加不同形式的威斯巴登市区步行游或城市观光游来了解威斯巴

登的名胜古迹，如果您觉得这样不过瘾的话，还可以骑上电动自

行车或电动平衡车，到威斯巴登转一圈。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

的旅游观光，都离不开威斯巴登的四大最佳景点：威斯巴登疗养

大楼、俄罗斯教堂、内奥山水力缆车和威斯巴登赌场。

疗养大楼前是一片宽 敞的绿地，绿色草坪上有两

座喷泉，分层次的结构让

喷泉形成了小小瀑布的

感觉，这片宽敞的草坪

为疗养大楼增添了不少特色。疗养大楼是举办各种活动和音乐会

理想的场所，同时，也是威斯巴登社会活动的中心。1902年德国

最后的一任皇帝威廉二世出席了疗养大楼的落成仪式。疗养大楼

里共有12座不同的大厅和沙龙，每一个大厅和沙龙都有自己的特

色。疗养大楼里最有特色的是以该楼设计师名字命名的弗里德里

希·提尔希大厅，室内富丽堂皇，高高的屋顶上装饰着绚丽的图

案，拥有特殊音响效果，这里可以容纳1000名客人。在疗养大楼

原来的葡萄酒沙龙里，现在是德国最古老的赌场之一——威斯巴

登赌场。

威斯巴登内奥山水力缆车有一段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它是德

国境内最古老的、还在运营的水力缆车。1888年开始运行，在

夏季的时侯，以每小时7.3公里的速度把乘客从内奥山脚下运送

威斯巴登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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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

威斯巴登博物馆是世界上拥有俄罗

斯著名印象派画家雅夫棱斯基的绘画作

品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藏品有

雅夫棱斯基1912年的自画像、《卷刘海

的女人》和《拿着扇子的女人》等。威

斯巴登博物馆常年展出雅夫棱斯基的15

幅作品，2014年是雅夫棱斯基诞辰150

周年，借此之际，威斯巴登博物馆举办

了特殊纪念展，让更多的人们能欣赏到

雅夫棱斯基的杰作。

威斯巴登博物馆的

雅夫棱斯基作品展

到山顶，同时，也把山顶的客人送到山脚。内奥山水力缆车由两

节上下对开、钢索相连的车厢组成，山顶上的车厢在注满清水后，

因重力而自动下滑，山脚的车厢就会 被“拉”向山顶，两节车厢

会在山坡的中部缓慢地“擦肩而过”，注满清水的车厢到了山脚，

就会放掉所有的清水，所有过程全部依靠水的重力。不到四分钟，

人们就可以乘坐内奥山水力缆车从山脚抵达山顶，从内奥山顶远

眺威斯巴登的全景。

从内奥山顶上的俄罗斯教堂俯瞰威斯巴登，丝毫也不比其他

地方逊色，五座鎏金的球型屋顶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特

色。1847年到1855年，这里是黑森伯爵夫人、沙皇的公主伊丽莎

白的墓葬所在地，当时伯爵夫人因难产而死亡，黑森伯爵下令在

这里为自己的亡妻修建一座教堂。这座结合了俄罗斯和拜占庭风

格的教堂至今还举行祈祷仪式，在教堂不远之处，1856年设立了

一个俄罗斯墓地，那里埋葬了很多俄罗斯名人，其中就有俄罗斯

著名的画家雅夫棱斯基，他在威斯巴登生活和工作了近20年，一

直到逝世，并且在威斯巴登找到了最后的安宁。  ❀        

威斯巴登的疗养大楼和保龄绿地

电动平衡车游

沸腾泉边

举杯欢庆：不仅因为具有神奇疗效的矿泉水，而且还有葡萄美酒！

带给您一段难忘记忆的内奥山水力缆车

俄罗斯教堂

1 __ 
2 __
3 __ 
4 __
5 __ 
6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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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泉广场

黑森州州长办公大楼

咖啡馆

绿地

通往陶努斯大街之门

古玩店

内奥山谷

休闲逛街的好去处：

市中心和最热闹的王宫广场

古色古香的老城区

黑森州议会大楼

集市教堂

老市政厅

集市喷泉

新市政厅

丹恩施街区

美丽的城市就像受宠的孩子一样有很多昵称，威斯

巴登就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所以也有很多的昵称：

北方的尼斯、通往莱茵高地区的大门、别墅之城等等。

在威斯巴登城市悠久和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中，带有理

疗作用的温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威斯巴登拥有特殊的

建筑风格，到处是公园和绿地，带给人们无处不在的逍

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带给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莱

茵河畔的威斯巴登非常值得您来一游。

新文艺复兴风格

的疗养大楼

疗养大楼的回廊

剧院回廊

黑森州国立剧院

比尔斯塔特高地

俯瞰威斯巴登美景

远眺莱茵高地区

奥卡姆山谷

药圃

德国诊断医院

奥卡姆塔尔温泉浴场

公园

版本说明

出版发行: Wiesbaden Marketing GmbH, Postfach 6050, 65050 Wiesbaden, Germany
责任编辑: Martin Michel    电话 +49 (0) 611 31-2599    
www.wiesbaden.de/zh         info@wiesbaden-marketing.de     Printed edition: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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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

最佳的视角

从威斯巴登内奥山顶俯瞰

威斯巴登全景，展现眼前

的绿荫大道和公园绿地，

充分显示出威斯巴登“绿

色之城”的一面。

占地4公顷的威斯巴登内奥

山葡萄种植园全部种植了

莱茵高地区的雷司令白葡

萄，酿造出来的威斯巴登

内奥山葡萄酒果味浓郁，

清新爽口。

历史悠久的别墅区

具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内奥

山风景公园

莱茵河从这里缓缓流过

碧布里希宫矗立在岸边

河对岸是莱法州的首府美因兹

莱茵高地区方向

莱茵高地区——德国

最美丽的葡萄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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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威斯巴

登的免税店

为外国游客

提供流畅和

舒适的购物

服务。

购物和享受

让购物成为
一种享受！ 

从国际名牌到特色商店

TAX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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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和享受

威斯巴登有一条长一公里多的步行街，遍

布各式各样的商店、餐馆和服务行业，这里既有

大型的连锁商店的分店，也有百货公司的分店，

还有业主自己打理的小店。在老城区步行街两

侧的街道，还聚集了一批特色商店，如首饰金匠

们自己开的个性首饰店，年轻的时装设计师经营

的服饰商店，还有很多高端的饰品和皮具商店。

美食也是威斯巴登步行区的一大特色，高

档的葡萄酒和橄榄油，来自世界各地的精选香

料，还有古老的首饰，各式香皂和玩具，老城区

里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稀奇商品，在商店、专卖店

和小店之间，还有很多小酒馆、餐馆、咖啡屋

和葡萄酒馆，为人们购物之余提供了很好的歇息

之处。

威斯巴登有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名为威

廉姆大街，大街的一侧是宽敞的绿地，被称为瓦

穆达姆绿地公园，大街的另一侧是高大雄伟的

建筑群，那里座落了很多名牌商店的分店，被

誉为威斯巴登的豪华商品一条街，充分满足客户

对高档商品的购买需求。这里有高档的首饰项

链、最新款式的高档皮鞋、顶级品牌的皮包手

袋、豪华典雅的名牌眼镜，另外，还有品种丰

富的家居饰品、灯具、地毯和做工精致的男装

等。

这里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如劳力士、

百年灵、卡地亚、古姿、普拉达、博柏利、迪

奥、Strenesse、Windsor和其他品牌。

想买些特殊商品的游客可以在威廉姆大街

和老城区的商店里寻找，也可以在陶努斯大街上

逛一逛，绿树掩映之下，古玩店、高档食品店、

 1 / 2 / 3__  
喧闹繁忙的购物大街，遮风挡雨的购物长廊，方便舒适

的购物中心，还有充满生活气息的露天集市，威斯巴登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充分享受到购物的无穷乐趣。



老城与自由市场

历史老城区已经成为城市的一

个特殊小装饰品，诱人的餐饮馆及

小厂家的别致产品在宽阔的空间里

共同构成了老城的画面，人们可以

找到富有魅力的首饰珠宝、别具一

格的时装、精致的香水和香精，就

近还有每周的农贸集市。

公主变革/威斯巴登的果酱店和
芥末加工厂

拥有九十种各色果酱、芥
末和料酱，每种均为纯手工制
作，且采用祖传配方，用铜壶
小量烹制，购买之前可以亲自
品尝。

Café Maldaner
黑森州疗养都市的马拉达拿咖

啡厅，自1859年，客人便在此享受
独特的舒适气氛，且那种“优秀的
老咖啡厅传统”传承至今，这可以
从甜点玻璃柜台里透出的的艺术气
息感受出来。咖啡厅分两层，其优
雅的环境、古老的家具、舒适的沙
发和扶手椅令人难以拒绝。

3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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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享受并体验州府威斯巴

登的历史林荫大道！

尽情购物之余，还有

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感受

一个城市的活力呢？欣

赏历史建筑物墙面的艺

术和在市中心的绿化地

带漫步都是不错的选择。

别忘了这里是休闲放松 

的好地方！

享受购

物，然后在公  

    园里放松。

美食店、家居饰品店、花园用品店、高档

灯具店、整体厨房店和个性时装店，相互相成，

各得其所，中间还有很多意大利餐馆和其他

国际口味的餐馆，包括来自亚洲的美食，

还有葡萄酒专卖店，让人们可以品尝到

莱茵高地区的美酒。与其他购物街不

同，这里还有美发沙龙、美容店和按

摩店。如果谁对以前的银器感兴趣，

或者对年轻的首饰金匠的作品感兴

趣，这条把威斯巴登和内奥山相连的

大街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1 / 2 __  高档的星级餐厅，价廉物美的本地餐馆，按季节

进行烹饪的肉类、鱼类和蔬菜类特色菜肴。 
3 / 4 __  漫步于宽敞的广场，穿梭在弯曲的小巷，雄伟的市

政厅和高耸的集市教堂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购物和享受

1__

2__

3__

1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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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和每周六在威斯巴登的市中心都有露
天农贸集市，人们在这里可以买到威斯巴登及其
附近地区出产的水果和蔬菜。整个农贸集市规模
庞大，提供的商品丰富多
彩，尤其是各类奶酪、家
禽类制品、肉类、蜂蜜类
产品、鲜花和植物等，深
受人们的喜爱。人们可以
在农贸市场上品尝新鲜的
产品，农贸集市上还有很
多摊位，以现场烹制、快
餐式的特色食品吸引人们
的到来。每年四月到十月，
每个月有一个周六，都会
有农贸集市早餐，成为农
贸集市的一大亮点。

威斯巴登及附近地区的

新鲜土特产

喜欢大型室内购物商场的游客，可以在威斯

巴登找到两处这样的地方。位于威斯巴登火车总

站旁边的百合花购物商场，由于其便捷的交通

位置，早已成为威斯巴登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

这里有电器超市、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时装、首

饰、内衣、香水、日化用品和食品，商场里的

咖啡店和小吃店为购物的人们提供了休息放松

的场所。

威斯巴登最新的路易森购物商场位于步行

区，商品种类繁多，多层的商场楼面提供从服

装、鞋帽、饰品、食品到电器的各色商品，既有

专卖店和小商店，也有连锁品牌的分店，日常生

活中的必需品，食品和饮料等都可以在这里买

到，饿了、渴了的人无需离开这座商场，这里有

一系列的餐厅、餐饮酒吧、咖啡馆和小吃店。 ❀

购物和享受

4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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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中心历史悠久的

弗里德里希大帝温泉浴

场为客人提供高水准的

奢侈温泉浴，浴场建筑

古典雅致，装饰华贵，

优美的的大立柱分隔场

内的空间，是

休闲放松的

绝对好场

所。
精选推荐！

保证身心放松和

健康美容。
 1__  弗里德里希皇帝浴场提供最高水准的温泉疗养和

奢华享受。 
 2__  奥卡姆塔尔温泉浴场是一座现代化的温泉浴场，

游泳区和桑拿区是分开的。

 3__  位于内奥山顶、包豪斯建筑风格的欧宝浴场，给

人们提供了一个俯瞰威斯巴登全景的好地方。

疗养和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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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体验温泉水的放

松效力，地下涌出的

含硫磺温泉水摄氏

66度，供应室内

和室外的热水浴

池，确保温泉浴

舒适健康。

现

代建筑风

格的温泉，提

供高档的休闲健

        体
项目。

到来、体验和放松 

健身和享受
威斯巴登一直在为人们的健康做贡献，早在两千多年前，古

罗马人就利用威斯巴登从地下涌出的、高达67摄氏度、富含矿物

质的温泉水，兴建了具有疗养性质的温泉浴场。

秉承“让身体得以呵护，让灵魂得以轻松”的宗旨，现在，

威斯巴登市中心的弗里德里希皇帝浴场和奥卡姆塔尔温泉浴场，

不仅以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给游客提供泡温泉的乐趣，而且以多

种形式的桑拿、休息区、游泳池、按摩和美容，给游客提供更多

更贴心的服务。

每年夏季的五月到九月，位于内奥山顶上的欧宝浴场，对外

开放，凭借欧宝浴场独特的地理位置，游客可以从内奥山顶上一

览威斯巴登的美景。被列为历史保护性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

的浴场，宽敞的可供日光浴的草坪，给您带来一次难忘的记忆。

欧宝浴场里还有一家很有名的餐厅。 ❀

疗养和健身



5__

14 疗养和健身

      在威斯巴登您可以尽情

地放松自己，也可以畅饮

沸腾泉具有神奇疗效的矿

泉水，还可以在富丽堂皇

的弗里德里希皇帝浴场游

泳，或者在现代化的奥卡

姆塔尔温泉浴场让身体和

心灵得到彻底放松。这里

为游客提供一系列的健康

理疗服务，如健身操、美

容、按摩，包括中医治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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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的水疗可以减免

风湿病和痛风的疾

苦，吸入疗法可

以恢复呼吸器官

的功能，饮水疗

法可以强健脾胃。

舒

适的温泉

浴既放松身

  体、护肤美容，   

     又安抚心灵。

1852年威斯巴登首次被誉为“世界疗

养城市”！欧洲各地的王公贵族和知识精英

相聚于此。来自欧洲的贵族中，除了俄罗斯

沙皇尼古拉二世，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即

茜茜公主）也是这里的常客，威斯巴登的疗

养，使她的重病获得康复。

此外，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瓦格

纳、勃拉姆斯和雅夫棱斯基也曾因威斯巴登

的温泉和赌场慕名而来。

历史上到过威斯巴登疗养

的名人

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这幅著名的油画肖像里她束着被誉为雪绒花星

星的发型，由弗朗兹·温特绘于1865年。

50年代的电影明星搭档：扮演茜茜公主的罗密·施奈德

和扮演帝皇弗兰茨·约瑟夫的卡尔海因茨·伯姆。

疗养和健身

威斯巴登从十九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

的时间里，一直被誉为“世界疗养之城”， 

与之相伴的是作为世界顶级医疗健康之城

的美誉。威斯巴登的健康医疗技术世界驰

名，众多的外国游客都愿意在威斯巴登接

受康复和体检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位于威

斯巴登的、依照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的马

尤医院的样板创建的德国诊断医院，非常

重视来自海外的游客，为他们提供最精心

最周到的服务，从建院到现在的四十多年

的时间里，赢得了德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病

人的极大信任。

世界公认的顶级健康医疗



16 葡萄酒节

威斯巴登葡萄酒节

莱茵高葡萄酒的节庆活动：酒农们在100个左右
的摊位提供上好的葡萄酒和香槟酒，亲友们可以选择
白天的不同时段轻松地相聚畅饮，也可以在晚上的热
闹喧哗中尽情举杯。

威斯巴登以盛产起泡酒而闻名于世，

著名的亨克尔起泡酒公司就在威斯巴登。

威斯巴登也种植葡萄，有一个葡萄园就在

威斯巴登市里的内奥山顶上，占地超过4

公顷，隶属黑森州国立葡萄酒公司。这片

葡萄园只种植雷司令白葡萄，其出产的葡

萄酒果味浓郁、清新爽口，深受人们的喜

爱。在威斯巴登的其他地区，如多茨海姆、

弗奥斯坦、谢尔斯坦和考斯特海姆也有葡

萄种植园。

威斯巴登内奥山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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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_

2__

葡萄酒节

 每年8月，威斯巴登老城的王宫广场、市

集广场和丹恩施街区为莱茵高葡萄酒爱好者披

上盛装，市区变成“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桌”，

一直为历年的旅游亮点。来自莱茵高和威斯巴

登的酒农们在约100个摊位展示他们的产品，包

括新葡萄酒、高档葡萄酒和上等香槟。

值得一提的是，莱茵高的葡萄酒雷司令也

有与其相配的菜肴。对于美食爱好者，这里提

供多国的特色佳肴以及各种甜品和糕点， 配上

葡萄酒更有一种美妙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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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_ 3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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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__   从威斯巴登美丽的碧布里希宫出发，开始一段浪漫的莱茵高葡萄园

之旅，就像童话里描述的那样，无数的古堡和宫殿掩映在陡削的山

峰和繁茂的葡萄园之间，无论是吕德斯海姆闻名于世的画眉鸟巷，

还是埃伯巴赫修道院遗址，处处是迷人的田园风光，也是历史文化

的最好见证。

古堡、葡萄园和酒庄
构成的自然美景

莱茵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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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__  选帝侯城堡是莱茵高埃特维勒镇的标志建筑，如今许多文化

活动在古老的城楼里举行。

 5/6__   埃伯巴赫修道院原来是本笃会修道院，位于莱茵高地区的埃

特维勒，其酿造的葡萄酒世界闻名。在电影《以玫瑰花的名

义》里可以看到埃伯巴赫修道院里古老的葡萄压榨机和十四

世纪的葡萄酒窖。

4__

5__

6__

莱茵高地区

莱茵高地区微微起伏的山丘穿插在威斯巴登与洛奇之

间，并沿着陶努斯山脉南端和莱茵河伸展，它以出色的葡萄

酒和风景闻名。埃伯巴赫修道院和约翰尼斯伯宫殿的建筑令

人印象深刻，山顶上的德意志纪念碑可以从吕德斯海姆乘坐

缆车直达，上面的景观极为迷人。吕德斯海姆著名的画眉鸟

小巷吸引着各地游客，镇上林立的的半木结构房屋、鹅卵石

街道、众多的葡萄酒庄、礼品和纪念品店令旅客振奋不已。

莱茵高地区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既与当地的菜肴相配，也

与世界各地的美食相得益彰，这点在莱茵高地区众多的当地

口味的餐馆和其它国家口味的餐厅得到了验证。莱茵高地区

的美食多种多样，从富有地方特色的露天小餐馆，到葡萄酒

庄里的小餐厅，一直到高档的星级餐厅，各个层次的餐馆应

有尽有，是美食爱好者和葡萄酒行家的首选之地。

莱茵高地区的一系列特色民俗活动，更让这片地区充满

了无限的活力，埃特维勒的草莓节和气泡酒节，让人们在享

受节日活动的热闹气氛的同时，欣赏到那里古色古香的城堡

和宫殿。很多古老的葡萄酒庄园会给游客提供多种多样的旅

游项目，优美宁静的自然风光给徒步旅行者和乘坐游船的乘

客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画面。这里还有多条徒步旅游路线，既

有以自然风光为主线的，也有以葡萄酒庄园为主线的。这里

的一条最著名的“莱茵高地区雷司令徒步旅游路线”就是从

莱茵河畔的罗尔施开始，经过阿斯曼豪森、盖森海姆、劳尔

塔尔，到莱茵河畔的埃特维勒结束。 ❀



威斯巴登欢迎您！

www.wiesbaden.de/zh

德国黑森州首府

欢迎登录威斯巴登的中文网页！
www.wiesbaden.de/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