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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寄语
欧洲最好的旅游季节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夏季一向是欧洲旅游的旺季，也是欧洲最美、最佳的旅游时机。从春末
夏初到初秋时节，天气温暖，天空晴朗， 阳光充足，无论是郊游漫步，还是
自驾游、邮轮游，都能享受到独一无二的休闲放松，给自己的旅途带来欧洲式
的好心情。
五月份到七月份之间，欧洲有很多值得观赏、游玩的地方。五月可以赶
上今年荷兰郁金香的最后绚烂，顺便到鲁尔蒙德名品奥特莱斯血拼一番；六月
坐着邮轮去往地中海、希腊和北欧，享受豪华游轮的星级服务，体验异国情调
的海岛风情；七月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花海紫色摇曳，马耳他、葡萄牙、希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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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双飞，体验休闲、浪漫到极致的宁静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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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心仪哪种欧洲风情，不管你喜欢自助还是大巴的旅游方式，在欧
洲最美的季节总有一种旅游方式适合你。跟着大巴团，由导游引领着跑景点，
不用操心、打理食宿；自助游提前做好功课，准备旅行的一切一切。现在有一
种最新的旅游方式——半自助游，满足那些既懒惰又向往自由休闲的旅游者。
半自助游 = 自由行 + 团队游，可以不用自己规划往返于不同旅游地点之
间的交通及住宿。旅行社只负责交通和住宿等环节，而游览行程、餐饮等全让
游客自己安排。你只需要自己计划好到不同旅游地点后的参观游览内容，交通
和住宿等事则让别人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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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大海的你是否考虑搭乘游轮去旅游呢？《泰坦尼克号》中杰克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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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衣食起居，而且在陆地上该有的娱乐设施这里都会有，游泳池、按摩浴池、
健身房、舞厅、疗养馆等，可以尽情的狂欢。也许，电影中的浪漫爱情也会在
你的邮轮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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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接壤，东、南、西三面分别临地中海的属海亚得里亚海、爱
奥尼亚海和第勒尼安海。海岸线长约 7200 多公里。大部分

意大利系文明古国，经历罗马共和（前 509 ～前 28 年）
和罗马帝国（前 27 ～ 476 年）时期后，962 年受神圣罗马帝

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平均气温 1 月 2 ～ 10℃，7 月
23 ～ 26℃。

国统治。11 世纪诺曼人入侵南部并建立王国。12 ～ 13 世纪分
裂成许多王国、公国、自治城市和小封建领地。16 世纪起先

当地人生活

后被法、西、奥占领。1861 年 3 月建立意大利王国。1870 年
王国军队攻克罗马，完成统一。此后，意同其他欧洲列强进

意大利人热情好客，也很随便，但时间观念不强，常常

行殖民扩张竞争，曾先后占领了厄立特利亚（1885 ～ 1896 年）、

失约或晚点。意大利人喜欢喝酒，而且很讲究。一般在吃饭

索马里（1889 ～ 1905 年）、利比亚和爱琴群岛（1911 ～ 1912 年），

前喝开胃酒，席间视菜定酒，吃鱼时喝白葡萄酒，吃肉时用

并在中国取得天津一块商业租界（1902 年）。一战时作为盟

红葡萄酒，席间还可以喝啤酒、水等。饭后饮少量烈性酒，

国一员参战，获得了东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威尼斯 •

可加冰块。意大利人很少酗酒，席间也没有劝酒的习惯，随意。

朱利亚和多德卡尼索斯等地区。1922 年 10 月 31 日墨索里尼
上台，实行长达 20 余年的法西斯统治。其间包括入侵埃塞俄

应邀到朋友家作客时，特别是逢年过节，应给主人带点

比亚（1930 ～ 1936 年），帮助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内战和与德

礼品或纪念品。礼品的包装要讲究。收到礼品后，主人会当

国结成罗马 - 柏林轴心（1938 年）、随后卷入二战（1939 ～ 1945

着客人的面打开礼品，并说一些客套或感谢的话。另外，到

年）、沦为战败国。1946 年 6 月 2 日成立共和国。

意大利人家作客，不要早到，稍晚点为好。

文化

意大利语文字标识

意大利直到 1861 年合并之后才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在历

Entrata/Uscita - 入口 / 出口

史上曾经存在于意大利半岛的政体、传统及艺术活动都被归

Metro - 地铁

属在意大利之下。虽然这些地区的政治及社会制度是独立运

Uomo/Donna - 男 / 女

作，意大利在历史及文化上的遗产仍然是相当巨大的。意大

Biglietteria - 售票处

利目前拥有 44 处世界遗产，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世界遗产的

Deposito Bagagli - 行李寄存处

国家。意大利全国估计有 100,000 个任何形式的纪念物（博

Bagno/WC - 卫生间

物馆、宫殿、建筑物、雕像、教堂、艺术画廊、别墅、喷泉、

Tram - 有轨电车

历史建筑与考古遗迹。

Treno - 火车
Fermata - 站

环境

Stazione - 火车站
Duty Free - 免税店

位于欧洲南部，包括亚平宁半岛及西西里、撒丁等岛屿。
北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与法国、瑞士、奥地利、斯洛文尼亚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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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acchi - 烟草店
Farmacia - 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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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 Büro 法兰克福营业部

München Büro 慕尼黑营业部

Hamburg Büro 汉堡营业部

地址：Rossmarkt 5,60311 Frankfurt/M
电话：+49-(0)69-1338930
传真：+49-(0)69-13389333
E-mail: china-eastern@ce-air.de

地址：Maximilianstraße 40, 80539 München
电话：+49-(0)89-2103860
传真: +49-(0)89-21038621
E-mail: fly@china-eastern-muc.de

地址：Flughafen Hamburg
Terminal 1, Haus B, R2621-22
电话：+49-(0)40 85159310
传真：+49-(0)40 851593129

人在旅途

实录
我的意大利之行
文 / 猪会飞 摘自德国开元网论坛
7 月 16 号下午 2 点飞机在意大利比萨降落，还没来得及深呼吸几口意大利的空气就感到一阵灼热，
很晒，阳光明媚的很刺眼。
除了机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去比萨火车站。猛然发现，初中高中学了 6 年的英语已经全部还给了老
师。当我们用蹩脚的英语向警察问路才知道，虽然英语是世界语言，但是还没有传说中那么普及。我们
从大舌音的意大利语中夹杂的些许英文单词中连蒙带猜愣是找到了公交车。前一阵还自嘲 :

现在是语

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差，语言理解能力越来越强。
在去往罗马的火车上，一阵凉爽，没想到意大利最普通的火车上见到了在德国久违的空调。感觉意
大利的火车比德国的旧些，所幸的是我们这趟行程，路线靠海，车窗外是海天共一色，夕阳落日红，映
着波光粼粼的景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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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罗马，已是晚上 10 点，意大利比德国天黑的早，此

水上明珠威尼斯

时天已黑透，街边昏黄的灯光下景致不甚清晰，只感觉街上

一定要去威尼斯！！！！

人比德国多，街道没有德国整洁，墙上到处都是涂鸦，街头

这是我给有计划去意大利旅游的小盆友的建议。

随处可见游荡的黑人，有一种到了美国的错觉。摸到旅店算
是结束了一天的旅途，3 星级酒店，设施倒还算齐全，我们充
分利用了在德国不曾谋面的空调，美美的睡了个好觉。

欧洲许多城市风格相仿，但是威尼斯确实其他地方无法
Kopie 的。那一排排建在水中的建筑，那一座座饱经沧桑的石
桥，那一艘艘风格各异的游艇，出了火车站，我们便被深深

初识罗马

的震撼了。真的很感慨究竟这庞大的建筑是怎样从水下起得
地基，又能百年屹立不倒。真的很诧异究竟是谁有这这般天
才的创意，为后人留下了这惊世的杰作。

All roads lead to Rome.
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最初听闻威尼斯大概是从《威尼斯商人》和叹息桥的故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事开始的。真的未曾想过，我有机会或者说是缘分，能够来
关于罗马有太多听闻，初中是英语老师让记住这些谚语，

到梦幻中的威尼斯。

感觉记住之后说英语会显得很牛掰。谁曾想过，多年后的今
天我竟然真的有幸到了传说中的罗马。

在威尼斯出行都要靠船，船就像是公交车，各个小码头就
是公交车站。每 10 分钟一班船。还有的船上就直接挂着 Taxi

罗马的街道很是破旧，景点也多是断壁残垣。我们拿着

的标志。同行的女孩开玩笑说在人家威尼斯有钱人门口才不

旅店赠送的地图踏上了新一天的行程。关于罗马的景点很多

稀罕什么奔驰宝马，直接栓艘私家船。这倒是真的。来的时

是在看了经典的《罗马假日》才熟知的，比如西班牙广场，

候恰巧赶上威尼斯的 " 救世主节 " 海面上很是热闹，晚上还

比如真理之口。起初看了许多讲不出名字的宫殿剧院，对于

有特别美丽的烟花表演。不过这是后话。

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感觉欧洲的建筑很多大同小异。天使还是
那个天使，教堂还是那个教堂。之后看了很有名的少女许愿池，

穿梭于威尼斯的街道，有一种梦回千年的感觉。曲曲折

这的景色很是漂亮，许愿池中雕塑是海神。池水清澈见底（底

折的，很多岔路，巷子很窄，不需要地图，因为小路交错像

部都是钱币）。许多人在这里拍照，我们也随了大流，拍照留念。

网一样密布，不如索性抛开地图，走走停停。街边很多商店，

中途遇见两位帅哥，一起合影，算是一段“艳遇”。转过身去，

里面陈列着威尼斯最著名的面具和玻璃工艺。琳琅满目，有

一枚硬币投入水中，许了两个心愿，起身抽步，去往下一个景点。

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晕眩，自然钱包也跟着大出血。

在古城继续看断壁残垣，也许是外行看热闹吧，
悟不出里面的玄机。略微感受些许历史的

当我在码这些文字的时候，脑海中还残留着小船在海上
颠簸的景象，似乎还能闻到那咸咸的海风。

沉沦。最后一站到了雄伟的古罗马斗兽场。
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它。和想

PS: 意大利自助游的终点站，我们去了著名的比萨斜塔。

象中的不太一样，内部结构挺复杂。眼前

真的很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拍了几张推倒斜塔的

隐约看见古罗马贵族在看台上

搞怪照之后，我们一路狂奔匆匆赶往车站。这几天真是辛苦

的纸醉金迷，斗兽场中心确实

了这双可爱的脚丫，明天让它们睡个好觉。

血雨腥风的厮杀和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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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建筑速写
纵览欧洲建筑风格
摘自穷游网
意大利，这个在欧洲艺术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

与此相对，爱奥尼柱式纤细秀美，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

家，经历了古罗马的辉煌，文艺复兴的繁荣，启蒙运动的洗

饰，又被成为女性柱。而科林斯柱式比爱奥尼柱式更为纤细，

礼。如今的意大利共和国，坐拥数量庞大的历史遗迹，也当

柱头饰有毛莨叶。

之无愧地成为了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除了那
些耳熟能详的著名建筑之外，意大利的诸多小镇也别具风情：

★玫瑰窗 Rosone / Rose Window：特指哥特式大教堂中的圆形

它们或曾是独立的国家或城邦，或作为著名建筑师的故乡，

玻璃窗，它被辐射状的轴分隔，饰以彩色玻璃，形似多瓣的

存留有许多重要的建筑作品，也是意大利，乃至欧洲建筑发

玫瑰花。

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洛可可式 WW 装饰风格 Rococo：作为巴洛克风格在法国的
跟随这本锦囊，从北至南去欣赏小城的独特建筑，追寻

进一步发展，洛可可装饰风格更为华丽和精致，也更加繁复，

意大利建筑发展的历史足迹，去体会一首首或壮丽或精巧或

其图案纤细活泼，装饰性极强，并且使用了十分昂贵的材料，

柔美的建筑诗篇。

如水晶和金箔。主要代表作有：巴黎凡尔赛宫的室内装饰。

名词解释

古希腊建筑

★视觉陷阱 Trompe-l'ceil：一种绘画技巧，让二维的画给人三

兴起年代：形成于公元前 7 世纪，并在前 5-4 世纪进入

维的错觉，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使用。

繁荣期。

★古典柱式：包括古希腊的三个柱式和古罗马的五个柱式，

式对后世建筑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时期，古典三柱式——

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演化形式。其中，多立克柱式出现得最

多立克、爱奥尼和科林斯柱式都已出现，并逐渐形成了较为

早，它造型粗旷雄壮，柱头无装饰，因此也被成为男性柱。

固定的比例和形象。

建筑特点：古典建筑的源泉，以神殿建筑为代表，其柱

代表作：希腊：雅典卫城中的诸多神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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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建筑
兴起年代：形成于公元前 2 世纪，并在公元 1-3 世纪达
到顶峰。

罗马式建筑
兴起年代：起源于 10 世纪，并在 12 世纪逐渐过渡为哥
特式建筑。

建筑特点：继承了古希腊建筑的特点和拱卷技术，发展

建筑特点：对古罗马建筑形象和结构的模仿与创新。它

了古典三柱式，形成了以拱卷结构为主要特征，并讲求功能

以半圆拱为主要特征，墙体厚重扎实，墙檐下往往带有装饰

性设计的建筑风格。当时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性的连拱，整体雄浑庄重。这种建筑形式在欧洲各地都十分

是对这一时期建筑学科的最好总结。

普遍，其中英国的罗马式建筑形成了独特的肋拱结构，使得

代表作：罗马：万神庙、斗兽场、卡拉卡拉浴场等。 垒
和锡拉库萨之间，也有慢火车相连。

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建筑
兴起年代：公元 4 世纪，随着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基
督教艺术与建筑也开始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拜
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建筑风格被称为拜占庭风格。
建筑特点：最早的基督教建筑由私人住宅改建而成，既无

在建筑顶部使用石料称为可能，被称为“诺曼式建筑”。
代表作：比萨：比萨斜塔。

哥特式建筑
兴起年代：罗马式建筑发展而来的一种建筑风格，12 世
纪中后期发源于法国，因此也被称作“法国式”。
建筑特点：尖拱卷、肋拱、飞扶壁和大量的玻璃彩窗是
其构成要素，它们最早出现在罗马式建筑中，但被发扬光大

装饰也谈不上特征。基督教合法化之后， 各地开始兴建大型

之后形成了全新的哥特式风格——高耸削瘦的垂直线条被着

教堂， 建筑也得以发展。古罗马时期修建的巴西利卡 (Basilica，

重强调，塑造出富有强烈的情感和神秘感的建筑形式。由于

一种源自古罗马的公共建筑形式，特点为平面呈长方形，两

哥特式风格对建筑结构的简化，大面积的窗户代替了原有的

侧有被称为耳室的小房间，并以一个半圆形房间收尾 ) 成为

墙面，加上当时玻璃工艺的进步与发展，彩窗逐渐称为哥特

建筑的首选形式，并发展成为基督教教堂建筑的一大特征。

式建筑的一大特色。

拜占庭风格则是在巴西利卡形式的基础上，加入了东方风情
的圆顶，并在墙面上连续开窗，而在建筑内部，拜占庭风格

代表作：巴黎：巴黎圣母院；巴塞罗那：圣家堂；科隆：
科隆大教堂。

以大面积的，色彩饱满绘制精巧的马赛克镶嵌画而闻名于世。
代表作：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伊斯坦布尔：圣索菲
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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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ganze Vielfalt Chinas entdecken.
Gehen Sie mit Lufthansa auf Entdeckungsreise ins Reich
der Mitte: Mit 49 Flügen pro Woche zu sechs Zielorten
in China bietet Ihnen Lufthansa ab dem Winterﬂugplan
2013 so viele Verbindungen nach China wie keine andere
europäische Fluggesellschaft.
Dabei können Sie sich stets auf gewohnten Lufthansa
Service verlassen – chinesisch sprechende Flugbegleiter
an Bord inklusive! Auf den Strecken von Frankfurt nach
Peking und Shanghai können Sie außerdem unser Flaggschiff, die Lufthansa A380, hautnah erleben. Und auf der
Strecke Frankfurt–Hong Kong wartet die neue Lufthansa
Boeing 747-8 auf Sie.
Wann dürfen wir Sie an Bord begrü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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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Verbindungen nach China im Überblick:
Ab München: Peking, Shanghai, Hong Kong
Ab Frankfurt: Peking, Shanghai, Hong Kong,
Shenyang, Qingdao und Nanjing.
Peking
Nanjing

Shenyang
Qingdao
Shanghai

Hong Kong

人在旅途
文艺复兴建筑

如彩色大理石的拼贴、火山熔岩石的应用、古典主义的装饰
图案等结合在一起。

兴起年代：14 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兴起，
诞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建筑风格。

代表作：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巴黎：凡尔赛宫；西西里岛：
诺托壁垒八个小镇上的巴洛克建筑。

建筑特点：文艺复兴运动宣扬理性和人性。而这个时期
的建筑也是这种思想的最好反映，它们简洁严谨，讲求秩序

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和比例，考虑人体的比例，并大量地运用古典柱式作为建筑
的构图要素。相比之前的建筑风格在教堂建设上的大量运用，

兴起年代：产生于 18 世纪初期，由于厌倦了巴洛克和洛

这个时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则集中在各种邸宅和公共设施等

可可繁琐的装饰风格，追求简洁造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流行

世俗性建筑。

起来。

代表作：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维琴察：圆厅别墅。

建筑特点：古典主义的复兴运动。虽然运用了古典主义
的图案和元素，但经过重新组合和创造性的运用，形成了更
多更新的样式，可以说是简约而不简单。

巴洛克与西西里巴洛克建筑

代表作：巴黎：巴黎歌剧院；罗马：维克托艾曼钮尔二
世纪念碑。

兴起年代：起源于 17 世纪的罗马。以米开朗琪罗为代表
的建筑师的后期罗马建筑为先驱，并通过天主教的组织——

近现代建筑

耶稣会，传遍了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西西里巴洛克风格是
17-18 世纪期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大地震之后，在重建城市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建筑风格。

兴起年代：19 世纪后期出现，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并
在 50、60 年代称为影响世界的建筑风格。

建筑特点：风格活泼新颖，它是对文艺复兴建筑严谨风

建筑特点：以钢筋混凝土、玻璃等新材料为主，追求实

格的突破，曲线代替了直线，不完整构图代替了完整构图，

用功能和经济因素，弱化装饰性，形式更为简洁和纯粹，建

风格自由多变，不拘一格。除了建筑面貌上的改变，巴洛克

筑更替的速度也大大增加，出现了柯布西耶、包豪斯等鼎鼎

风格还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构问题，对透视原理的运用可

大名的建筑师和建筑学派。

谓得心应手。但到了后期，过分追求繁复和不节制地堆叠装
饰物，使这种风格的发展逐渐走向衰弱。

代表作：巴黎周边：萨伏伊别墅；马赛：马赛公寓；摩德纳：
圣卡塔尔多公墓；悉尼：悉尼歌剧院。

西西里巴洛克风格以意大利内陆发展起来的巴洛克风格
为基础，设计更为大胆奔放，并与西西里当地的建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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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一辈子一定要去的旅途

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罗马，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两千

公元前 753 年 4 月 21 日。

多年的历史积淀了太多回忆，东西交汇、南北沟通的地位又
带来太多冲击。与强盛的国势相称，古罗马人创造了辉煌灿

从城市到帝国。“共和”这个充满现代意味的词，其实

烂的文化，音乐、美术、建筑，新的艺术样式和流派在罗马

在公元前 509 年就出现了，而罗马城市国家正是世界上第一

不断诞生、成长、传播。几乎每个时代都争相在罗马身上留

个共和国。随着罗马的日益强大，恺撒以无与伦比的强势成

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并依附着这永恒之城获得了永生。一辈

为罗马最高统治者，共和制度被元首制度所取代。接下来一

子中一定要去一趟罗马。

系列战争和征服，罗马的领地无限扩张，跨过欧、亚、非三洲，
地中海成了帝国的内海。此时的“罗马”已经不单单是一个

罗马的历史前世今生

城市的名字，它代表了一个空前强盛的帝国。

世界遗产委员会把罗马历史中心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帝国时代。恺撒终结了共和时代，但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却

的理由是：“从传说的公元前 753 年建成之日起，罗马就同

是他的继承者奥古斯都 ( 屋大维 )。他的政绩不消多讲，我们

人类的历史紧密相连。它曾是统治地中海世界五个世纪之久

最满意的是他开创了罗马兴建大型公共工程的传统，如神庙、

的帝国的首都，后来又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今天仍然履

剧场、水道、浴池，使罗马城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曾自豪地说：

行着这些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功能”。

“我接受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却留下了一座大理石的城
市。”

罗马具有无与伦比的理由被称为“永恒之城”。它出现
于公元前 700 多年；先是罗马共和国的首都，历时近 500 年；

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屋大维之后的千年之内，罗马都是

接着又戴上了罗马帝国的首都荣冠达 503 年；在中世纪，它

当时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也是西方世界的中心。耶酥

作为教皇国首都长达 11 个世纪；紧接着它又成为意大利王国

和基督教的诞生粉碎了对罗马诸神的信仰，也动摇了罗马统

统一后的王国首都。2700 多年的历史中，众神让位于上帝，

治的基础，同时罗马帝国的国力开始衰落，罗马的光环也日

上帝又让位于艺术家；帝国取代了共和国，总统又取代了元首。

渐黯淡。于是提奥多西皇帝于 392 年把基督教定为帝国的国教，

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只有罗马永恒，人与神分享着罗

使罗马一变而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

马的光荣。
罗马的再生。基督诞生后 1500 年，古罗马艺术复兴，古
罗马的历史从一头狼开始。罗马的城徽是一只母狼照看

罗马精神再生，凡人的罗马复活了。罗马成了艺术家的圣地，

着两个男孩的画面，这两个男孩就是罗马的奠基人罗慕洛和

诗人歌颂它，画家描绘它，大师们竞相以最得意的作品来装

勒莫，而“罗马”这个名字就来自于罗慕洛。传说这对孪生

点它。古罗马时代巨大的公共建筑和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百变

兄弟是战神之子，生下来就被抛于台伯河中，由一头母狼抚

的作品交响，罗马终于成了一座真正的露天博物馆。从那以后，

养成人，最终报仇建城。最早的罗马是在台伯河边的七座小

罗马虽然不再是权力的中心，但艺术之都的地位再没有动摇

山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别称“七丘之城”。虽然说“罗马不

过。

是一天建成的”，可罗马却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建城奠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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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旅行，就是一种迷失的游戏。
走在斗兽场边的小路上，一边是近两千年前的古迹，一

走在这样的罗马老城，最想去的景点当然是许愿泉。
要去许愿泉很容易，随着人潮走就是了。到那里一看，

边是 21 世纪的车马喧嚣。这时心里总会产生不可抑制的恍惚：

原来这么小，挤挤挨挨的房子下是挤挤挨挨的游人，马路上

我这是在哪里？罗马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气氛的城市。它像时

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许愿泉水哗哗大声流着，和着游客的

间与空间交织成的迷宫，在里面，迷失就是存在的理由。

欢笑声。宫殿前洁白的海神雕像仿佛随时会从水里走出来，

斗兽场一般是游人来罗马的首选景点。出了地铁站，一

带着罗马人的气宇轩昂。

抬头，眼前便是罗马的标志建筑斗兽场，黑漆漆的墙面透着
岁月更替的沧桑。时光退回到一千多年前，昔日锣鼓喧天的

喷泉边果然有无数人在重复从背后抛硬币的动作，脸上

斗兽场如今只剩断壁残垣，场中央都长满了杂草，叫人好不

微笑或大笑着，似乎美梦在那一刻已经成真。照相机记录下

慨叹。那些残破的石壁依稀能看出当年盛况空前的景象，人

了他们那一瞬的满足。还有人站在外围挤不到喷泉边，就举

兽间的搏杀残酷而惨烈。

起手高高地把硬币掷入水中。他们不知道这种许愿方法是无
效的么？可这又有什么要紧？有一份许愿的心，想来许愿泉

斗兽场西面是古罗马市场，曾经的古代罗马市民的生活

释放一下，这也许，比愿望本身更重要。

中心。沿着市场中央的神圣之路（Via Sacra）前进，一路走
来，只见一根根残缺的柱子，一块块断裂的墙壁，奇形怪状，

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去罗马最著名的购物街康多

仿佛来到了魔鬼城。一片败落，却又是多么珍贵的历史遗迹！

提大街（Via dei Condotti）过一下眼瘾和购物瘾。说是商业街，

要知道，这里有罗马创始者罗慕路斯的陵墓，有当时被视为

康多提大街却窄得几乎容不下两车同时通过。一样是古旧的

最重要殿堂的农神神庙，有恺撒会堂，还有塞维鲁和提图斯

房子，跟上海南京西路的超现代大不相同，它是内敛到极至

大帝的凯旋门。它见证着古罗马帝国的繁盛与覆灭，令人今

的奢侈。几乎所有意大利知名的服饰品牌以及高级珠宝店、

天看来无比唏嘘与感慨。

礼品店、皮具名店都能在这条大街上找到。

继续往前走，从古代回到现代。卡比托利欧广场（Piazza

登上市北的平西欧山（Pincio），罗马城的面貌尽收眼底。

del Campidoglio）地上有着非常醒目的几何图案，两侧是卡比

夕阳下，罗马好似一片居民区的海，波涛起伏，金色的，绿

托利欧博物馆（Musei Capitolini），前方台阶旁矗立的雕像错

色的浪头里闪现着教堂银灰的穹顶。远古、巴洛克、新古典

落有致，饱含张力。而这一切，正是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基

和现代之风重重叠叠，交相辉映，统领着全城，也迷离着人

罗设计的。这里与斗兽场和古罗马市场不同，没有岁月的凝

心。我好像一下子把这座永恒之城抱在了怀里，她的嘈杂与

重沧桑，却给人十分悠闲愉快的感受。徜徉其中，好像就正

疲惫，紧凑与神秘，宛如《巴黎圣母院》中艾丝美拉达的美，

在亲历着那个人性复苏，万物变得温暖有生气的美好年代，

令人深深沉醉。罗马真的不时髦，也不繁华，可是伟大。真

心里涌起软软的温柔。

正的伟大不需要靠外观表现出来，正如古语所说，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从卡比托利欧广场往北走，就到了罗马的老城区，窄窄
的小巷四处蜿蜒伸展，不规则石板路如波浪一般在脚下层层

是罗马时空交错的气质，使她成为永恒之城的么？

叠叠，与班驳的土黄色老房子相应成趣。巷子里的店铺与咖
啡馆小而精致，毫不张扬。这是照片里罗马城的典型模样，
不是几千年前的破旧颓败，不是现代社会的前卫摩登，它处

最后以《罗马假日》来结束这场罗马之旅：“您对访问
过的城市中哪个印象最深呢？”

于中间，历史的平衡点。如果没有路边停着的汽车，它和几
百年前的中世纪，会有什么两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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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
时尚艺术之都的气派
她是时尚之都，潮人的聚集地；她是歌剧圣地，夜生活
的天堂；她是艺术之城，《最后的晚餐》彰显其光芒；米

先后参与主教堂设计，汇集了多种民族的建筑艺术风格，德
意志风格影响尤为显著。

兰，一座繁华背后的纯情古城。米兰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和魅
力之都，走进这里便是来到了艺术的殿堂，无论你是热爱绘

十二到十五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在欧洲正流行，所以

画艺术并想来这里探访当年奥纳多•达•芬奇的足迹，还是哥

奠定了这座建筑的哥特式风格基调，在内部装饰上，由于十

特式建筑的疯狂爱好者，都能带给你一次非凡的艺术体验。

七、十八世纪巴洛克风格在欧洲的兴起，所以也融入了巴洛
克风格。因此，它的建筑风格包含了哥特式，新古典式，和

米兰是欧洲南方的重要交通要点，历史相当悠久，以观
光、时尚、建筑闻名，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全市拥有丰

新哥特式（又称巴洛克式），米兰大教堂虽经多人之手，但
始终保持了“装饰性哥特式”的风格。

富的文化古迹和遗产，拥有充满活力的夜生活与独特的料
理，传统歌剧也尤为著名。米兰城有世界时尚之都的美誉，

感恩圣母堂

蒙特拿破仑大街上的时装商店举世闻名，埃马努埃莱二世长
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

沿着诺尔多车站前的波卡其奥大街（Via Boccaccio）
走 200米往左拐，能看见一座茶色的，有大圆顶的教堂。

米兰大教堂

教堂面向留有浓厚古旧时代色彩的马金塔大街（Corso
Magenta）——这就是感恩圣母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也是规模仅次
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世界第二大教堂。米兰大教堂的建
造历经五个多世纪才完工，德国、法国、 意大利等国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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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最后的晚餐》绘制在修道院的餐厅墙壁上，画于1494-

科莫湖

1498年。达•芬奇以其作为科学家的深厚造诣，大胆打破常规
的绘画技巧，创造了独特的透视效果。 但是，由于这是一幅

科莫湖（Como）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山区最具诗意

油画而非传统湿壁画，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侵蚀，数百

的湖泊之一，以自然景色优美著称，滨湖建有许多华丽的别

年来曾多次进行修复，以致面目全非。1999年，艺术家和科

墅、公园，沿湖一带为旅游胜地。湖上可通轮船。科莫湖以

学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恢复原有色彩，并且去除了之

它的气候和繁茂的植被资源闻名，气候温暖、潮湿，这种气

前修复时覆盖的颜料，使之最大程度恢复了本来面目。

候促进了植物的繁茂生长。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的影片也多在
此取景。湖边的一些很有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的别墅是

值得一提的是，参观《最后的晚餐》有人数限制，需要
提前预约。越早预约越好。如果没有时间提前预约，售票处

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许多欧美社会的名流为拥有一栋科莫湖
畔的别墅而感到骄傲。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开始营业的时候，会出售当天取消的参观
票，这可能就要拼人品了。

斯福尔扎城堡

斯卡拉歌剧院

之一，是城市历史沧桑的象征。在14世纪时由斯福尔扎伯爵

斯福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是米兰最重要的建筑
作为城堡而建，而后成为斯福尔扎家族的住所，整个城堡是

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是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
之一。斯卡拉歌剧院于1778年8月3日正式启用，在世界艺术

方形平面的，四周围有高墙。内部的城堡博物馆里收藏了很
多具有很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

史上被看成是完美的化身、建筑的典范，被誉为“歌剧之麦
加”。它不仅是一座华美的大歌剧院，同时也是歌剧、尤其
是意大利歌剧的象征，甚至还是意大利音乐的象征。

布雷拉美术馆

最初是在1368年由米兰领主维斯孔蒂家族兴建一度曾遭
破坏 在后来的扩建过程中有不少大艺术家曾参与其中达芬奇
就规划过堡内的水利工程和剧院内的机械结构古堡内有博物
馆、图书馆、雕刻馆、博物馆陈列有雕刻、家具、绘画等。
图书馆内收藏手稿1500多份，雕刻馆中有达芬奇、米开朗琪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是米兰代表性的绘画馆，特别是以15

罗的作品。

－18世纪的伦巴第派和威尼斯派的作品为主。想感受北部意
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气息，这儿是必看的。米兰布雷拉美术

当地交通：出租＋地铁＋公交

馆收藏了拉斐尔（Raphaello）著名的《圣母玛利亚的婚礼》、
《圣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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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每公里2欧元左右，有夜行时间。在米兰要招拦出租车，

米兰住宿

可走到最近的出租车招呼站，通常都靠近市中心和地铁站附
近。在市中心，Duomo广场以及della Scala广场都有出租车招

米兰的旅馆从面向商人的美式旅馆到面向青年人的简易

呼站，或者你可以联系radio taxi。你还可以请求当地旅游的前

旅馆，一应俱全。高级饭店与其他城市相比，稍贵一点。在

台人员帮忙，即使你不是该酒店的客人，前台人员一般也会

米兰据说有60家以上的简易旅馆，价钱适中内容也各不相

帮你叫车。

同。米兰是一个大都会，所以要找到便宜又舒适的旅馆确实
比较难。

米兰的地铁线路一共有3条，分别为MM1（Linea Rossa）、
MM2（Linea Verde）、MM3（Linea Glalla），M1—M3共1

宾馆一般不提供牙膏、牙刷、拖鞋；洗澡间一般有一根

条地铁线路可到达各主要景点和购物点。在米兰大教堂等米

紧急报警绳；意大利式的早餐很简单，一般人们到餐饮酒吧

兰市内较大的景点，以及米兰火车中心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

去要一般咖啡或Capuccino外加一只羊角面包。所以，旅馆的

都会有相应的站点停靠，方便游客到达。地铁的票价为11欧

早餐也比较简单，很少有肉。

元/人，在75分钟内持地铁票还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可
在车站附近香烟店购买车票。米兰的地铁工人会有罢工情况

米兰美食

发生，地铁公告中如出现sciopero的字样，就表示在公告时间
内，地铁工人将罢工，乘坐时需要注意。此外，米兰地铁车
票多在途中查验，需要保存好。

作为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的米兰，素有“美食天堂”之
称。米兰美食属于意大利的北方菜系，多以大米、鱼类、玉
米、牛肉等为主料烹制食物，奶酪，牛肉调味。米兰的甜点

米兰的公共汽车线路较多，有通往专门营运市内线路的

闻名天下，玉米糕就是其中的代表。著名菜肴还有面包粉烤

公交车，也有通往意大利国内重要城市及到达欧洲主要城市

牛肉片（scaloppina milanese）、浓味蔬菜炖牛骨（ossobuco）、

的线路。市内的公共汽车的票价为1欧元，可在75分钟内多次

蔬菜猪油浓汤（minestrone）等。松软可口的米兰大蛋糕，与

乘坐任意的公交车，车票在车站附近的小商店、办刊厅等处

众不同的米兰烩饭都是不能不尝的米兰特色美食。特产中当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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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少不了伦巴第奶酪，加入当地特产红酒的伦巴第奶酪，酒

场北侧的显要位置，并连接斯卡拉广场，南北长198米，东西

醇奶味浓厚，是众多奶酪中难得的精品。

长105米。

除了拥有独特的料理，米兰也有几间世界知名的餐厅和

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是现代密封玻璃购物中心的先祖，

咖啡馆。大部分精致且高级的餐厅位于米兰的市中心，而比

它采用19世纪流行的商场设计，顶部覆盖着拱形的玻璃和铸

较传统和受欢迎的餐厅主要位于布雷拉和纳维利（Navigli）

铁屋顶，两条玻璃拱顶的走廊交汇于中部的八角形空间。埃

区。

马努埃莱二世拱廊已经使用了130多年，是世界最古老最大
的购物中心之一，拱廊内共有四层，设有如普拉达、路易威

时尚之城 难免购物

登等许多奢侈品商店以及日常生活品零售店，售卖从高级时
装、皮鞋、箱包到普通饰品、书籍、家居等各种货品，品类

意大利米兰，先入为主的印象应该是个国际时尚大都

繁多，选择性大，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这里是米兰政

市，但进入城区，并未看到国际大都市般的高楼大厦，也没

治、文化、艺术的中心，是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云集

有艺术感的雕塑装点城区，反而是到处涂鸦的老旧房屋，拥

之地，有着“米兰客厅”之称。

挤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
米兰的购物品牌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从一线品牌汇聚
在米兰，只是旅游有些空洞，购物却算是名副其实。

的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出来之后，Croso Venezia大道上集中

在米兰购物一定要从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Galleria Vittorio

了二线品牌，这里的橱窗展示非常有艺术感，光看不买也是

Emanuele II）开始。

一种享受。看完二线品牌，继续前往Corso Buenos Aires大道
走，大家所熟知的耐克、李维斯、Zara、H&M都在这里了。

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是欧洲最漂亮的商业拱廊之一，建

在米兰逛街，大部分尤其是高档商铺都是11点才开门，中午

于1865年至1977年，得名于意大利统一后第一位国王埃马努

还有1小时午休时间。大家要安排好时间，最好上午看景点，

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它座落在米兰主教座堂广

下午晚上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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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衣食住行玩购篇
转载自游多多旅行网 Yododo
意大利就如同钻石一般，世间罕有，傲然屹立在地中海

衣

沿岸，意大利的风土人情价值连城。它的古城、美食、文化
经历了千年的打磨，光彩夺目，雄伟的教堂、大师的画作和

在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南部地区，4－10月份阳光强烈，衣

雕像，承载着历史烙印，就像那晶莹剔透的3C钻石。它的村

着以短袖为主，但在春初和秋末，早晚还是比较凉，要带一

庄小镇则是未经打磨的钻石原石，虽然深藏在“深山”之中，美

件长袖外套，到中午开始可以穿短袖。鞋子以跑鞋和Crocs为

丽淳朴的田园风光，等待我们的到访和挖掘。

好，Crocs是最好的了。出门要注意防晒，带好防晒油并及时
涂抹。帽子和墨镜必备，回家后做防晒修复面膜等，否则容

在这趟挖掘钻石的旅途中，衣食住行玩购样样不能少。

易晒伤。

且听我们一一道来。

食
意大利的自来水一般可饮用（不可饮用的自来水有标
识），各景点有沙滤水，很清澈无味，安全。强烈建议自带
饮水瓶，出门前先装好水。景点的瓶装水还是蛮贵的。
意大利的早餐一般是一个面包+咖啡，但要注意，坐着吃
与站着吃，价格差别较大，建议还是与意大利人一样，站着
吃，省钱又可以体验当地习惯。面包可以自己在架子里取，
咖啡一般喝卡布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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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冰淇淋闻名世界，而且很便宜，一般2.5欧元3个

行

球。口味比较好吃的是栗子、榛果。一定要选品种多的、自
制的，最好有历史的店。

行程最好南进北出（罗马进，米兰出），或者北进南出
（米兰进，罗马出），以避免路线重复。

意大利的主食以意面和披萨为主。要省钱的话，可以去

航空公司可选择法航或荷航，因此需要在巴黎或阿姆斯

一些小食店（snack）或超市（现做）按斤量购买披萨或面包

特丹。转机要留有2小时以上间隔，行李是上海直挂目的地

夹肉后带走，再买一瓶饮料就可以解决一顿饭了，经济且节

的，转机无需提出行李，很方便。

约时间。披萨和面包夹肉可以让老板烤一下，这样比较香、
好吃。

法航设备比荷航好，有个人娱乐中心，荷航没有，两家
的餐饮不错，中餐是俏江南的配置的，比较可口。饮料有

住

红、白葡萄酒，酒鬼可畅饮。休息时间，还有方便面供应。
荷航经济舱的座位空间较大。
意大利各地的酒店价格比较贵，尤其是米兰。在出发要

提前在网上订一些打折的酒店。

在罗马可以购买roma pass，23欧元，3天有效（注意：不
是按小时计算，当天不管何时购买都算一天，因此最好一早

订的酒店要注意：离开地铁和火车站要近，步行10分钟

购买即用），可以任意乘坐地铁、公交车，以及参观目录上

之内为宜。当然也不要选择火车站隔壁的酒店，那里相对比

所列的博物馆，一般选择斗兽场和另一个比较贵的博物馆。

较乱一些。

斗兽场边上的论坛废墟的门票是包括在斗兽场内的。乘坐地
铁、公交车，要打卡。米兰有24小时的pass，3欧元，可以任

除了酒店外，还可以订出租公寓，尤其是多人出行时。

意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但机场的地铁需另外购票，11欧元。

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价格在150~200欧元一套2室1厅2卫公

米兰地铁的单次票为1欧元一次。注意，公交车票要在小的烟

寓，最多可以住6人。公寓内配置的设备都很齐全，尤其是厨

纸店或报亭事先买好，否则上车（无人售票）向司机购买，

房设备，烤箱、洗碗机、洗衣机、煤气灶、锅碗瓢盆都有，

价格会加倍。

可以自己做饭洗衣。而且厅为大家提供了公共交流的空间。
住公寓一般需要支付现金，不可以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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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火车在意大利旅游很方便，但要掌握时刻表，以便

意，有小摊贩会往你手上套手链，应尽快摆脱，千万不要

安排回程时间或转车时间。尤其要注意的是，同一个城市有

买。笔者曾亲眼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的阶梯上，2个小流氓

好几个站，一般都是乘到其中央火车站，然后换乘地铁或转车。

前后夹击一个游客，往游客手上套手链，然后敲诈了几十欧

火车票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区域间的车票（类似国内城

元。还有在佛罗伦萨，笔者亲眼看见前面的4个小流氓，手从

际间），是Open的，有车次但没有座位，可以在当天随意车

自己的口袋里带出5张欧元，我刚想叫他们丢钱了，一想这

次到目的地，一般是慢车。注意，Open的票子一定要在火车

不是国内的抛物诈骗吗？！于是迅速往前走，拐进附近的商

站的黄色打票机上打票，否则查票时会有麻烦。另一种车票

店。等我从商店出来，看到警察已经赶到，把4个小流氓抓起

是跨区域的，有座位的，必须按规定的车次和座位乘坐，一

来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语言不通。

般是快车，否则需要付罚款。虽然意大利的火车站是开放式
的，可以随意进出甚至上车，但几乎所有的车次都会查票。

购物

另外，火车站没有候车室和座位，因此不要太早到火车站。
乘火车要特别注意火车站的显示屏，一定要分清depart（出

购物时，有些货品、橱窗的样品都是不能随意触摸，否

发）和arrive（到达），以及所乘车次、站台。在达到的显示

则营业员很反感。若需要购买，可以让营业员取来，此时再

屏上看出发的车次，往往会把罗马开来的火车误为开往罗马

仔细查看和触摸。在一些摊位（非超市）上，蔬菜和水果是

的火车。站台也要特别注意，一些小站会有T1站台，不要误

不允许挑拣的，取了一般都要买下，或者让营业员取来让你看。

以为是1号站台，其实是在1号站台的前面站台。
意大利的商店一般10:00~13:30，15:00~19:30营业，饭店

玩

晚上营业到10:00。因此，若喜欢购物的朋友，可以抓紧上午
和中下午游览景点，下午15:00开始shopping。
意大利的一些博物馆不是天天开门，所以要注意开馆的

日子和时间。还有一些是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参观的，这些一

购物应尽量避开旅游区，旅游区以大牌为主，若没有折

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些博物馆每周或每月有一天是

扣，大牌的价格约为国内的4折。但其实到意大利购物，尤其

免费日，为了省钱，要起早、要排队，还是蛮辛苦的。

是衣服、鞋子、包包、皮衣和饰物，完全可以购买当地的品
牌，只要是made in Italy，质地都很好，意大利的小作坊许多

在旅游景点游玩时要留意保管好自己的包，另外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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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便宜，而且东西很特别，是shopping的好地方。相对而

意大利的工作节奏不像国内这么快，有些商店、餐馆、

言，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大牌集中，应去一些当地品牌集

售票处的店员较少，店员的动作也不快，要耐心等待。

中的地方购物，更有收获。

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在罗马、佛罗伦萨，路边有黑人卖假包
和饰品等，千万不要去买。因为被警察抓住可能要罚款，弄

意大利的退税标准是156欧元以上，退税标准是12%左
右，实际退到的款是10%。因此，购物时候可以在一家店一起

不好进拘留所。而且黑人是成伙的，有点可怕，不要去问价
或对他们的物品感兴趣。

看货然后集中购买，或者与朋友看好凑在一起买单，这样等
于可以打9折。在一些小镇的小店，可以问一下是否可以直接

通讯

打折而不再退税；有时候付现金小店可以便宜一些，而付信
用卡却不行。

在国内提前开通国际漫游，预缴费的动感地带或神州
行，余额大于200元即可开通。在意大利接听手机6元/分钟；

在意大利用信用卡很方便，营业员会直接输入金额并确
认，不像国内会让你输入密码并确认金额，所以在签单的时

用**139*区号+电话#拨号也是6元/分钟，而直接拨国内需要17
元/分钟。

候一定要看清金额。另外意大利与国内差不多，饭店和宾馆
都包含了服务费，所以一般不用额外支付小费。另外支付现

在选择手机漫游的网络时，尽量用手动搜索，并使用

金要比使用信用卡合算，因为国内双币卡基本上是以美元结

Vodafone（大公司，与中移动有合作关系）。不要使用自动搜

算的，所以“欧元―美元―人民币”中间的汇率和手续费会增

索，免得网络会使用不同的运营商，造成话费不同。

加支出，大约要差3~4%，金额大的话，还是相当可观的。不
过，带现金比较不安全，而且万一用不完，回国再换回人民

虽然在意大利可以用手机上网，速度也较快，但0.05元/

币，也会有损失。所以，自己要做一个预算，然后决定带多

Kb，登录一次msn就要4~5元，如果再看看新闻，浏览网页，

少现金。

没多久几十元就没了。

尽量不要在机场购物，机场的货品价格高选择少，而且
极少打折。在巴黎转机的候机楼免税商店很少，包括化妆品

宾馆的房间里可以上网，但也要另外收费，建议不是公
务，不要上网。不过住公寓，一般可以免费上网。

也较少。阿姆斯特丹机场免税店还可以，但主要也是购买化
妆品、烟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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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Italia - La Perfezione del Gusto

意大利工作室 - 完美品味
意大利是一个令全球游客最向往的旅游胜地，这个美丽的国度拥有托斯卡纳迷人的丘陵景色、“ 永恒之城 ”
罗马、柏树的香气、最后的晚餐（达芬奇名画）和鲜花海岸里维埃拉（Riviera dei Fiori）。德国三家最
高端百货（柏林 KaDeWe、慕尼黑 Oberpollinger 和汉堡 Alsterhaus）在今年 4-5 月间，以 “Studio Italia La Perfezione del Gusto” 为主题，在时尚、配饰、美容、家居和美食等领域全面集中展示意式生活方式
和意大利品牌的设计风格。
“Studio Italia” 的意思是意大利工作室，“La Perfezione del Gusto” 表示完美品味。品质彰显品味，在三家
百货的主题展上，您会惊奇地发现众多全新演绎的意大利品牌和他们质量精湛的时尚产品。意大利品牌
大多由家族式企业经营，其中不少至今还是手工作坊，这些企业秉承传统工艺，凭借对质量和设计一丝
不苟的态度，制作生产从珍贵的美容品到体验高端生活文化品位的奢华产品。在展期内，KaDeWe 底楼
中庭被神奇地打造成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意大利宫廷建筑组合；三家百货各个楼层重点演绎意大利完美的
时尚生活品味。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Ministero dello Sviluppo Economico) 通过意大利对外贸易促进局 (The
Italian Trade Agency) 鼎力支持这次 “Studio Italia” 主题展。
创 新、 奢 华、 引 领 时 尚 - 德 国 最 知 名 的 高 端 百 货（ 柏 林 KaDeWe、 慕 尼 黑 Oberpollinger 和 汉 堡
Alsterhaus）在全欧洲也是属于顶尖级别的百货公司。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三家百货的名字已牢
牢地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商标。他们都云集国际一流品牌，提供出色的服务。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给顾
客带来无与伦比的购物体验。
获取更多信息请关注三家百货的新浪官方微博
@ 柏林 KaDeWe 卡迪威百货 @ 汉堡 Alsterhaus 百货 @ 慕尼黑 Oberpollinger 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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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美食速写
意大利是美食的王国。意大利面、披萨、意式浓缩咖啡、

意大利菜的特色

Salami 香肠、提拉米苏等等享誉世界。这里有品种繁多的意
面、通心粉，美味可口的火腿、香肠、各式各样的甜点、新

菜肴注重原汁原味，讲究火候的运用。

鲜香醇的冰淇淋 …… 在意大利，人们热爱休闲的生活，生活
节奏也较慢，午后坐在广场上喝一杯咖啡，尝一块提拉米苏，

意大利菜肴最为注重原料的本质、本色，成品力求保持

是非常惬意的。夏季的时候，冰淇淋就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

原汁原味。在烹煮过程中非常喜欢用蒜、葱、西红柿酱、干酪，

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意面、披萨、咖啡、甜点还是冰淇淋，

讲究制作沙司。烹调方法以炒、煎、烤、红烩、红焖等居多。

都是意大利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意大利旅游，除

通常将主要材料或裹或腌，或煎或烤，再与配料一起烹煮，

了游览名胜古迹，怎能不一饱口福！

从而使菜肴的口味异常出色，缔造出层次分明的多重口感。
意大利菜肴对火候极为讲究，很多菜肴要求烹制成六、七成熟，

西餐之母

而有的则要求鲜嫩带血，例如：罗马式炸鸡、安格斯嫩牛扒。
米饭、面条和通心粉则要求有一定硬度。

有人问西餐之母是哪国菜？有人会说是法国菜，但意大
利人肯定会说西餐之母是意大利菜！意大利民族是一个美食

烹制意大利菜，总是少不了橄榄油、黑橄榄、干白酪、香料、

家的民族，他们在饮食方面有着悠久历史，如同他们的艺术、

西红柿与 Marsala 酒。这六种食材是意大利菜肴调理上的灵魂，

时装和汽车，总是喜欢精心制作。意大利美食典雅高贵，却

也代表了意大利当地所盛产与充分利用的食用原料，因此意

也浓重朴实，讲究原汁原味。意大利菜系非常丰富，菜品成

大利菜肴能无出其右地被称为 “ 道地与传统 ”。最常用的蔬菜

千上万，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萨饼和意大利粉，它的海鲜

有西红柿、白菜、胡萝卜、龙须菜、莴苣、土豆等。配菜广

和甜品都闻名遐迩。源远流长的意大利餐，对欧美国家的餐

泛使用大米，配以肉、牡蛎、乌贼、田鸡、蘑菇等。意大利

饮产生了深厚影响，并发展出包括法餐、美国餐在内的多种

人对肉类的制作及加工非常讲究，如风干牛肉（Drybeef）、

派系，因此有西餐之母一说。

风干火腿（Parmaham）、意大利腊肠、波伦亚香肠、腊腿等，
这些冷肉制品非常适合于开胃菜和下酒佐食，享誉全世界。

意大利人对西餐文化贡献颇多。公元 1533 年，意大利公
主凯瑟琳 · 狄 · 麦迪奇下嫁法国王储亨利二世时，带了 30 位

以米面做菜，花样繁多，口味丰富。

厨师前往，将新的食物与烹饪方法引介至法国。法国人则将
两国烹饪上的优点加以融合，并逐步将其发扬光大，创造出

意大利人善做面、饭类制品，几乎每餐必做，而且品种

当今最负盛名的西餐代表 —— 法国菜。其次，意大利人发明

多样，风味各异。著名的有意大利面、匹萨饼等。具有不同

餐用叉子，为餐桌上的文化立下新的批注。

形状和颜色的意大利面，斜状的是为了让酱汁进入面管中，
而有条纹状的粉令酱汁留在面条表层上，颜色则代表了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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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添不同的营养素。红色面是在制面的过程中，在面中混入

有时开胃菜会配开胃酒（Apertivo）一起吃；然后是第一道

红甜椒或甜椒根，黄色面是混入番红花蕊或南瓜，绿色面是

（Primo），一般以主食为主， 例如意大利面、千层面、通心

混入菠菜，黑色面堪称最具视觉冲击力，用的是墨鱼的墨汁，

粉等； 接着是第二道（Secondo），一般是鱼或者肉，如果需

所有颜色皆来自自然食材，而不是色素。面条口味则以三种

要配菜，可以点以蔬菜为主的 Contorno。当吃完所有的菜，

基本酱汁为主导，分别是以西红柿为底的酱汁，以鲜奶油为

店员会问你是否需要咖啡（Caffè）或者甜点（Dolce）。在

底的酱汁和以橄榄油为底的酱汁。这些酱汁还能搭配上海鲜、

意大利的饭店，一般不用给小费，因为不少餐馆会收取一定

牛肉、蔬菜，或者单纯配上香料，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口味。

的座位费或者服务费。

消费指数

有的时候，意大利人会在晚上 7 点多去 Bar 吃“Apertivo”
来代替吃晚饭。Apertivo 是一杯饮料，例如鸡尾酒、啤酒、

意大利的消费指数南北差别较大，北部物价较贵，南部
的价格较低。通常来说，瓶装水在超市买 0.35 欧，在 Bar 买

果汁、碳酸饮料之类，加上 Bar 提供的各色小吃，价格一般在 6.5
欧到 9 欧之间。

1 欧。咖啡的价格是 1 欧，卡布奇诺 1.2 到 1.4 欧之间。但是
需要注意在有些旅游城市或者一些大城市中心的地方，如果

在意大利不论是自动贩卖机、超市或者是饭店，都会提

想坐在广场旁的露天座椅上喝咖啡，价格往往会翻倍。如果

供两种不同的水。一种是纯净水（Acqua Naturale），另一种

要在意大利街边的披萨店买披萨，价格在 1.5 欧到 2.5 欧之间。

是带汽的水（Acqua Frizzante），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买错了水，因为带汽的水味道很怪，中国人一般不太能

意大利除了麦当劳几乎看不见快餐店，因为注重饮食健

接受。

康的意大利人不太喜欢油炸食品，而普通的小餐厅一般人均
15 到 20 欧就够了，而高档餐厅可能一道菜就要 15 到 20 欧，

如何选餐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餐馆需要收取一定的餐桌费，大概在
每人 1.5-2.5 欧。

意大利地道的小餐馆往往一到用餐时间就挤满了人，而
有些有着各种语言的餐单的餐厅往往是味道一般、价格较贵、

饮食习惯

是专门做游客生意的饭店。有些小餐馆每天会推出不同的套餐
（Menu' del Giorno）或者当日的招牌菜（Piatto del Giorno），

意大利人的早餐通常在 9 点左右，而午餐是 13 点左右，

但是往往这些菜都是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放在店门口当做招

晚餐则是 20 点左右。中午餐馆一般在 11 点半左右开门，而

牌，所以在用餐的时候建议选择这类的菜，食材新鲜而且美味。

晚上餐馆则是 19 点多才开门，所以在意大利就餐，不要太早

一般这些小饭馆多分布在小巷子里，而高级餐厅则都是在市

去餐馆哦。

中心的主路上。去每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在旅店问问工作人
员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饭店。

在意大利饭店就餐可以选择全餐，也可以单点一道或者
两道。首先从开胃菜（Antipasto）开始，如沙拉（Insa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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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萨
舌尖上的意大利
说到最受欢迎的意大利美食，披萨肯定是榜上有名。披
萨已经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壁障，成为全球通行的食品。世界

而披萨是穷人的简速食品。那不勒斯对于披萨，就像慕尼黑
对于啤酒一样，是正宗货色的原产地。

随处可见的必胜客披萨却受到了意大利人的白眼，任何非意
式披萨都不能登上意大利的大雅之堂。
据统计，意大利总共有2万多家披萨店，其中那不勒斯地

正统的那不勒斯披萨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披萨的诞生地。要制作正宗的那不勒

区就有1200家。大多数那不勒斯人每周至少吃一个披萨，有

斯披萨，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披萨师傅代代相传的食谱，如今

些人据说每天午餐和晚餐都吃。

已被编纂成公定操作的手册。按书上的说法，每1.8公斤面粉
搀合一升水，酵母的分量则取决于周围的温度与湿度，以及

披萨的历史
披萨究竟源于何时何地，现已无从考究。最早可追溯到

你想要生面团过多久才发起来——大约5个小时为适当。
正宗那不勒斯披萨协会制定了那不勒斯披萨的严格标准：

大约6000年前古埃及人发现酵母并懂得让生面发酵。有人认

•必须使用来自意大利的双零号面粉。这是一种富含麸质的小

为，比萨来源于中国：当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

麦面粉，粉质很细，可以和出更加均匀的面团。厨师会把面

国旅行时最喜欢吃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后他一直想能够再

团抻成一个直径35厘米、厚3毫米的超薄面饼。不能使用擀面

次品尝，但却不会烤制。一次，他同朋友们在家中聚会，其

杖，完全依靠手工，抖和甩的手法也是大忌。

中一位是来自那不勒斯的厨师，马可•波罗灵机一动，把那位

•披萨上面浇的酱料是手工碾碎的新鲜小番茄。它必须是生长

厨师叫到身边，描绘起中国北方的香葱馅饼来。那位厨师忙

在Vesuvius山区南部平原地带的San Marzano番茄。

了半天，却无法将馅料放入面团中。此时已快下午两点，大

•生长在坎帕尼亚和拉齐奥一带沼泽地的水牛所产出的奶源来

家已饥肠辘辘。于是马可•波罗提议就将馅料放在面饼上吃，

做成的莫扎里拉水牛奶酪，也是必需品。

受到了客人的好评。这位厨师回到那不勒斯后又做了几次，

•烤制披萨只能使用意大利生产的穹顶式砖炉，只有它能保证

并配上了那不勒斯的乳酪和佐料，大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

披萨受热均匀。在500度左右的高温下，烤制60-90秒，一个热

披萨就流传开了。

气腾腾的经典那不勒斯披萨就完成了。

虽然披萨没有一个统一的历史，有关专家学者一致认

在这个讲究正宗披萨的城市，不要指望会买到加辣香

为，如今的披萨都是大约200年前由意大利那不勒斯的面包师

肠、鲱鱼、咖喱或豆腐的披萨。你要在自己的披萨上加块菠

傅首创的。当时的那不勒斯，是欧洲的大城市，人口众多，

萝，当然可以，但那就不是那不勒斯披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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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只有两种，即玛葛丽塔

克林顿下了车，向艾司颇锡托的这位传人表示谢意，又说实

（Margherita）和麻林纳拉（Marinara）。前者风行意大利全

在抽不出工夫应邀入座，不过他将岳母和女儿带来了。帕格

国，后者则以往昔早餐吃披萨的渔人命名，上面铺番茄、大

纳尼终于挽回了颜面!两位女宾不仅在店内各自吃了一个玛葛

蒜、橄榄油和薄荷屑。

丽塔披萨，离去时还带走了两个。

1994年，世界高峰会在那不勒斯举行。一天，当地披萨

如今，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想学做披萨。披萨师傅卡夏利

师傅卡夏利在市中心他自己的小披萨店内看见一队黑色轿车

便在汉城开班为韩国披萨师傅讲授经验技术。另外，那不勒

驶过来，几乎就停在店门外。然后，就看到美国总统克林顿

斯人还计划创设“披萨大学”，在几家历史悠久的披萨店内实

下了轿车，走到人行道上。

施密集在职训练。已经有不少学生报名就读为期两个月的课
程。讲授的课目包括披萨史、面粉拌和、生面团调制和柴火

原来是克林顿想散散步。鬓发斑白的卡夏利随即绕过特

灶使用技术等。

勤人员，上前向美国总统致意。卡夏利脱口便说：“总统先
生，来个披萨好吗？”克林顿略感惊讶，但马上含笑回答：“

披萨店里吃披萨

好。披萨”。卡夏利转眼间做好两个，一个是传统的玛葛丽塔
披萨，另一个比较小，用滚油煎透，是他店里的特制品。克

披萨（Pizzeria）分为两种类型。带有altaglio或 Rustica标

林顿把两个都吃光了。其后两小时，卡夏利便成了世界上最

示的专门的站食专卖店和有座位并且有真火和煎锅现场烤制

出名的披萨师傅。

的店。 带有altaglio或 Rustica标示的披萨店从上午开始营业，
在食品店的柜台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四方形的比萨。指出你

另一位披萨师傅帕格纳尼听说卡夏利“逮到”美国总统，随
即拍电报去克林顿下榻的旅馆。电报上写道：“我们在首创披

想要的，就会为你切成合适的小块。如果是味道很好的食品
店，你会年见挤满了大嚼着热腾腾的比萨的人。

萨的披萨店恭候光临”。这话也不过稍稍夸张，他的店名叫布
郎第，是那不勒斯的老牌披萨店，自店内一位师傅创下玛葛
丽塔披萨这名称以来，便一直享誉不辍。

真正的比萨专门店大多在晚上营业。对意大利人来说，
比萨是夜宵的替代品。在特拉特利亚和里斯特兰也有很多的
比萨店，也是只在晚上营业。一方面经营披萨，一方面也经

那是1889年6月11日，披萨师傅艾司颇锡托应邀为玛葛丽

营意大利面食、简单的鱼、肉等菜。

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意大利王国统一不久，在位的是昂柏
尔托国王。有些学者认为, 这是王后为了争取民心，刻意尝试
子民所喜的食物。

在披萨店中只点披萨也不为怪，所以对于没有食欲或
是省钱的旅行者来说很不错。如果你看到披萨店里挤满了
年轻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家餐馆物美价廉，披萨美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位披萨师傅烘制了三种披萨，最

味。如果找到了这样的店，建议大家稍微破费一点，点一

后一种是配以番茄、干酪和紫苏，和意大利国旗的红白绿三

份积分小前菜，啜饮啤酒或葡萄酒，静静享受、等待披萨

色相当。据说王后特别欣赏最后一种，因此不久以后，这种

饼上桌。传统的意式前菜是Bruschetta，中文翻译为蒜末烤

披萨就叫做玛葛丽塔了。

面包。将面包切片，抹上盐、蒜和橄榄油。最常见的番茄
Bruschetta（Bruschetta con checca） 是洋葱、西红柿铺在面包

105年之后，美国总统的大轿车驶抵帕格纳尼的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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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米苏的
通关密语
纯的奶油黄上洒满可可粉，深深舀起一勺，又多了巧克

第二个版本比较有趣，起源于意大利西部塔斯康尼省的

力的深褐色。没有香蕉船般缤纷艳丽，也不像芝士蛋糕般独

席耶纳。19 世纪的梅狄契公爵造访席耶纳，迷上当地一种糊

色单调，提拉米苏整体色彩和谐，变化有致。轻舀一勺放入

状甜点，居民就为这种甜点取名为 “ 公爵的甜羹 ”（zuppa del

嘴里，凉得不冰冷，口腔中顿感清爽，鲜奶油所特有的粘滑，

duca），以此纪念。随后，意大利公爵又把甜点引进北部佛罗

稠稠地包裹着唇、舌、齿，徐徐咽下，那股温柔甜蜜便会肆

伦斯，顿时成为驻在当地的英国知识分子最爱，又改称为 “ 英

意地在全身每一处洋溢。

国佬的甜羹 ”，并带回英国，与意大利同步流行。席耶纳的甜
点也传进意大利东北部大城崔维索（Treviso）和威尼斯。而今，

作为意大利甜点的代表，外貌绚丽、姿态娇媚的提拉米

这两座城市就以河渠、壁画和提拉米苏最出名。

苏已风靡全球。浓缩咖啡的苦、蛋与糖的润、甜酒的醇、巧
克力的馥郁、手指饼干的绵密、乳酪和鲜奶油的稠香、可可

另一说法比较匪夷所思。提拉米苏的意大利字音是 “ 兴奋

粉的干爽，吃到嘴里香、滑、甜、腻、柔，唤起种种错综复

剂或提神剂 ”，即英文的 pick-me-up，配方中含咖啡因的浓缩

杂的体验，交糅着一层层演绎到极致。

咖啡与可可混合带来了轻量的兴奋作用。据说，当年刚刚传
入威尼斯时，特别受到上流交际圈中的高级妓女们的喜爱，

提拉米苏在意大利文里有 “ 带我走 ” 的含义，带走的不只

成为昔日青楼妓女的提神恩物。但无论传说如何，对于大多

是美味，还有爱和幸福。一层浸透了浓缩咖啡与朗姆酒、质

数 Tiramisu 的爱好者而言，丝毫不影响其在心目中的地位。

感和海绵蛋糕有点像的手指饼干，一层混合了马斯卡彭奶酪

   

（Mascarponecheese）、蛋、鲜奶油和糖的芝士糊，层层叠上去，

为了不影响提拉米苏的浓郁甜美，除了配茶、咖啡以外，

上头再撒一层薄薄的可可粉。这样的提拉米苏怎么能不让我

不建议和酒一起享用，不过如果是作为饭后甜点，则不妨在

们动心？

用完正餐后、吃提拉米苏之前，来一点法国的 Sauternes 或是
德国的贵妇甜白酒清清口；吃完之后，再喝一点较甜的西班

关于提拉米苏的由来，流传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比
较温馨的说法是一个意大利士兵即将开赴战场，可是家里已

牙 Sherry 或葡萄牙的 Port 等加烈葡萄酒，都能够起到发挥美
味相乘的绝佳效果。

经什么也没有了，爱他的妻子为了给他准备干粮，把家里所
有能吃的饼干、面包全做进了一个糕点里，那个糕点就叫提
拉米苏。每当这个士兵在战场上吃到提拉米苏就会想起他的
家，想起家中心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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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巴登州
图 / © Tourismus-Marketing GmbH Baden-Württemberg
巴登 - 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简称巴符州，

受欢迎的度假州。当地风景秀丽，有许多名胜古迹。每年约

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的一个联邦州，是德国的人口和

有 4000 万人次在巴登 - 符腾堡过夜。因此旅游业是巴登 - 符

面积第三大州，州府位于斯图加特。

腾堡州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旅游业约有 20 万职员和 8000
名职业教育学生。这些工作与其它行业的工作相比比较稳定，

巴登 - 符登堡邦总面积 35,752 平方公里，是德国面积第

而且局限于当地。旅游业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可以

三大的州。它位于德国西南部，东边与巴伐利亚州接壤，南

与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相比，而且其企业主要是以中等企业

边与奥地利、瑞士共享博登湖（不过瑞士的沙夫豪森州有一

为主。

小块地方位于莱茵河北），西边隔着莱茵河与法国相邻，北
边是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与黑森州。

巴登 - 符腾堡约有 60 个矿泉和疗养地，在德国是重要的
疗养州。黑森林拥有著名的矿泉和特殊的气候，上施瓦本拥

巴登 - 符腾堡的地理中心位于蒂宾根市内植物园附近的一

有矿泉和沼泽泉。

座小林中，当地有一块锥状的三吨重的来自弗兰克侏罗山的
石头标志这这个点。这块石锥倾斜 11.5°，这等于黄道与天赤
道之间的倾角的一半。

巴登 - 符腾堡有许多传统性的民众节日，其中最著名的是
卡恩施塔特瓦森节日，此外还有许多葡萄酒节和圣诞市场。
州内还举办一系列重要的文化节。州内有生动的大学城和浪

巴登 - 符腾堡是一个旅游胜地，在德国是继巴伐利亚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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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的小城，有秀丽和多边的风景，有良好的会议、展览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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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以及上等的住宿和饭店。最吸引游客的地方包括黑森林、

一提起德国，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经济成功，迷人美景及历史

博登湖畔、施瓦本山脉、海德堡、巴登 - 巴登、弗赖堡、乌尔

悠久、独特的文化及理智传统。德国很少有几个州能在这三

姆和斯图加特。黑森林以其浪漫的山谷、磨和典型的农庄以

个特色其一与巴登 — 符腾堡媲美，更不用说在这三个方面都

及布谷鸟钟著称。在费尔德山周围冰雪运动也有很长的传统。

与其抗衡了。

黑森林里有许多非常良好的和标志的徒步旅行道路。博登湖
畔风景美丽，背景上有阿尔卑斯山脉。美瑙岛、康斯坦茨和

巴登州融合了两个区域，与法国边境平行的以天主教为

梅尔斯堡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赖兴瑙岛上的过去的修道院

主的巴登区和以新教为传统的前符腾堡王国。后者构成了历

属于世界遗产。离博登湖不远的上施瓦本是阿尔卑斯山脉以

史悠久的施瓦本的绝大部分，施瓦本曾是早期的神圣罗马帝

北巴洛克艺术的中心。阿尔高拥有秀丽的风景和许多徒步旅

国的主要角色。施瓦本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节俭、勤奋，不

行的机会。施瓦本山脉也是一个受欢迎的度假地，这里有浪

善幽默，与巴登人精力充沛，听天由命的无忧无虑形成鲜明

漫的小城、草原、疏散的森林、溶洞、城堡和宫殿。

对比。
巴登现在仍极注重传统和民俗。表现的最明显的莫过于

德国众多事件的进展都离不了巴登 — 符腾堡，它在国家

黑森林的令人着迷的周围环境了，它是德国最著名的旅游休

事务中仍有巨大影响力。这首先是由于其强盛的经济实力，

闲胜地之一。临近法国边境，浓密林木覆盖的山丘绵延 150

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内，它崛起成为德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

多公里，高度都在 1500 米以下。森林的北部是著名城市巴登 —

州。许多高技术企业在州内涌现，使其成为德国的硅谷，它

巴登（人口 50,000），闻名的矿泉胜地，19 世纪作为富人和

的经济实力超过了比利时、丹麦和奥地利。但巴登 — 符腾堡

皇室频繁光顾之地而达到巅峰时期。更往南的山谷景致的特

远不仅以工业闻名。事实上它可以作为整个德国的案例研究。

点是屋顶低矮，屋檐深深的农舍。

© Achim Mende/T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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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 — 符腾堡的中心主要由内卡

© Christoph Düpper/TMBW

河和施瓦本山山丘组成。施瓦本山在
内卡河与多瑙河谷间延伸 200 公里，
这一地区的特色是高达 100 米的侏罗
纪石灰岩和独特的森林、洞穴。同时
它因是霍恩施陶芬和霍恩措伦王朝的
故地而具有历史意义。前者统治帝国
直至 1254 年，后者国王曾任普鲁士国
王，1871 年后成为德国皇帝。该地区
的城堡中最著名的是黑兴根附近的霍
恩措伦城堡，普鲁士两个著名国王腓
特烈 · 威廉和腓特烈大帝的坟墓就座
落于此。有种说法认为当 1991 年 8 月
两位皇帝的遗骨在原东德波茨坦的无
忧宫（Sans Souci）得到重新安葬后德
国菜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统一，这说
明了这些人物在德国象征意义上的分
量。
本州北部内卡河、雅格斯特河、
科赫尔河和陶伯河周围还有更多城
堡。这一地区曾是霍恩洛厄王子们的
故园，现主要特点是遍地的葡萄园。
酿酒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地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内卡河和莱茵河谷也有
很多葡萄园。州首府斯图加特位于内
卡河边，它一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葡萄藤跑到铁路车站门上的大城市之一了。本州主要其他特

由于靠近瑞士，这些州不仅接受了路德教义也接受了瑞

征体现在南端，广阔的博登湖（康斯坦茨湖）为欧洲第三大湖，

士讲道者乌尔里希 · 茨温利（Ulrich Zwingli）和约翰 · 加尔

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瑞士相邻。

文（Johan Calvin）的布道。只有骑士阶层仍然坚持天主教。
三十年战争触及到这一地区的中心，并把法国边境推进到莱

巴登 — 符腾堡在本世纪鼎盛时的历史大体与施瓦本相同。

茵后，宫廷式生活染上了巴罗克风格装饰及音乐的华美色彩，

相当长一段时期，施瓦本公国曾是神圣罗马帝国主要的精神

文化重新繁荣，使得这些州从中受益。巴登 — 符腾堡西南部

领地。11 世纪晚期，12 世纪早期它是旨在根除教会中世俗影

仍是一座巴罗克的金矿。

响的改革运动的中心。自 1138 年施陶芬王朝开始涌现神圣罗
马皇帝时，它作为德国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了。随着施陶芬

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拿破仑重新安排了日耳曼南部的

家族开始了组织和扩展其财富和影响的进程，在曾是乡村定

领地，成立了巴登州和符腾堡州。工业化把两州紧紧连在一起，

居点的这一地区涌现出了众多城堡和帝王城市的网络。结果

两州内都对日耳曼的团结抱有极大热情。这是它们共同的精

是伴随着现有的精神文化的骑士风度和宫廷气派优雅生活的

神，以至于二战时成立三个独立州的举动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兴起。
美国人占了巴登北部和符腾堡北部，成立了符腾堡 — 巴
1254 年施陶芬王朝的崩溃意味着施瓦本王朝的分裂，这

登。法国人把所控制的地盘分成巴登和符腾堡 — 霍恩措伦。

一地区分裂成无数小领地。日耳曼的西南地区不再是个独立

1951 年绝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三州合并，最终成立了巴登 — 符

的政治实体，因为没有哪个家族能够控制前公国的所有土地。

腾堡州。1970 年的公决结果表明了巴登市民中的 80% 都支持

然而最成功的当属符腾堡家族了，其爵位于 1495 年由伯爵升

一个单一州的想法。

为公爵，1806 年成为国王，爵位远低于符腾堡家族的第二号
家族就是巴登的玛格里夫人了。宗教改革在这些州当中渗透
力极强。

像邻近的巴伐利亚一样，巴登 — 符腾堡是极保守的
地区。自 1953 年以来，基民盟（CDU）一直是州政府的
执政派。前任州总理包括前总理库尔特 · 乔治 · 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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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Geoge Kriesinger）。现任埃尔温 · 托伊菲尔（Erwin Teufel）

州内工业分布广泛。巴登前首府卡尔斯鲁厄（人口

于 1991 年初期在其前任洛塔尔 · 施佩特（Lothar Spaeth）辞职

267,000），现为德国宪法法院所在地，是电子和机械制造

后继任。施佩特是 70 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工业重心向南转移时

业集中制所在。位于莱茵河与内卡河交界处的曼海姆（人口

为巴登 — 符腾堡吸引巨大的新投资的功臣。

300,000）也有电子及机械业，以及食品和能源工业。普福尔
茨海姆、海尔布隆和克尔，该州唯一的钢铁企业所在地，有

本州现已成为具有活力的技术中心，产品包括汽车、机床、
电子到精密光学仪器，应有尽有。其 940 万居民的可支配收

许多高技术企业。
巴登 — 符腾堡的城市也对德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做出了

入比除受法兰克福极深影响的黑森州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

重要贡献。弗赖堡、帝宾根河海德堡是久负盛名的古老大学城。

巴登 — 符腾堡的资本出口占整个欧共体的 10%。它也从新兴

海德堡（人口 135,000）有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 1368 年），

的东方市场中受益匪浅。1991 年头 2 个月，其制造业订单增

它是全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诗人弗里德里希 · 荷尔德林

长了 6%。

（他本人出生于内卡河边）描述它是 “ 祖国富最有田园风光的
美丽城市 ”。

制造业的中心是斯图加特（人口 560,000），它是戴
姆勒 · 奔驰（Daimler Benz），保时捷（Porsche）和博世

荷尔德林是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德国两大哲学巨匠黑格

（Bosch）的所在地。该市失业率仅 4%。市长曼弗雷德 · 隆美

尔和谢林（Schelling）的密友。黑格尔生于斯图加特，在帝宾

尔（Manfred Rommel）（基民盟）说该市自 1970 年以来仅有

根学习，在去柏林前曾在海德堡作过短期的教授。那时这一

失业人数 5000 人。其成功的根源在整个德国具有代表性。隆

地区已成为重要的文化胜地。创新的喜剧作家克里斯托夫 · 马

美尔与社会民主党（SPD）联合执政。他深知政治中共识的价

丁 · 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和歌德的朋友并与之

值。他的传奇性的施瓦本式幽默感对他极有利。

齐名的诗人兼剧作家弗里德里希 · 席勒，都出生在巴登 — 符
腾堡，并在此创作了他们的早期作品。

© Christoph Düpper/T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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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斯鲁厄：极富文化生活气息的思想工厂
In：卡尔斯鲁厄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图 / ©Deutsche Zentrale für Tourismus e.V.
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位于黑森林（Schwarzwald）、

帝国的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瑞士人和德国人参与到

伏盖森（Vogesen）和普法尔茨森林（Pfälzerwald）之间的莱

了城市的建设当中，卡尔斯鲁厄发展出了一幅尤为现代化的

茵河平原上，是德国的技术和科学中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城市和人文风貌。 1818 年的巴登宪法（Badische Verfassung）

及互联网中心所在地。 由于这里一直笼罩着不同于其他地方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22 年这里修建了德国第一座国会大厦

的自由之风，因此艺术、文化和生活趣味在这里得到蓬勃发展。

（Parlamentsgebäude）。

人们来到卡尔斯鲁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

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还有卡尔斯鲁厄最重要的文化机构：

座城市有富丽堂皇的大型王宫，却没有老城区？ 卡尔斯鲁厄

ZKM 艺术与媒体技术互动中心。不是博物馆、不是研究院、

是一座相对年轻的城市，直到 1715 年才建立，因此不像德国

不是文献中心，而是将这些融为一体，并衍生出更多职能。

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拥有中世纪的街道。巴登边境伯爵卡尔－

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机构，将新艺术博物馆、媒体博物馆

威廉（Karl-Wilhelm）亲自设计了自己的梦幻之城，中间是华

和图像媒体、音乐和音响、媒体、教育和经济的研究会结合

美的王宫，然后像太阳光一样放射出 32 条街道和大道，形成

为一体，与其他博物馆不同，它详细介绍了信息社会的发展

一个扇形。 因此卡尔斯鲁厄从一开始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开

和构成、媒体和当前的艺术形式。它坐落于一座废弃的武器

放性城市，宽容而慷慨地张开双臂迎接远方的宾客。来自整个

库中 —— 这本身也是时代变迁的最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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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和古典主义

第二天，您可以选择参观五花八门的博物馆，如王宫内
的州立博物馆（Landesmuseum），也可以前往卡尔斯鲁厄

新媒体和古典主义 —— 这种组合便是卡尔斯鲁厄的典
型标志。19 世纪上半叶，建筑师弗里德里希 • 魏因布雷纳
（Friedrich Weinbrenner）为卡尔斯鲁厄的城市形象奠定了基础，
时至今日在卡尔斯鲁厄的市中心，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他修建

开放的公园和绿地，在都市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洲：植物园
（Botanischer Garten）、王宫花园（Schlossgarten）和动物园
（Zoologischer Garten）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地方已足够令
您的卡尔斯鲁厄之游值回票价。

的建筑。
巴登州博物馆（Badisches Landesmuseum）设在卡尔斯鲁
集市广场（Marktplatz）连同坐落于此处的新教城市教堂

厄宫（Karlsruher Schloss）内，是巴登地区最大的文化史博

（evangelische Stadtkirche）和市政厅（Rathaus），算得上是

物馆，展示了这个州史前史和古代史的展品以及古希腊、古

欧洲最出色的古典主义标志，魏因布雷纳采用了表现方式极

罗马、古西亚时代的艺术。巴登边疆伯爵珍宝馆（Schatz und

为大胆的建筑：卡尔斯鲁厄金字塔（Pyramide）将整个广场趋

Wunderkammer der Markgrafen von Baden）和著名的土耳其战

于完善，这座金字塔于 1825 年建成，边境伯爵长眠于此。

利品展览馆（Sammlung türkischer Trophäen）也都是一大亮点。

别担心，卡尔斯鲁厄的生活氛围可不像建筑那样严格：

如果您在七月底前往卡尔斯鲁厄，欢迎您与我们共度卡

在市场周围是一家又一家的街头咖啡厅和啤酒花园，您可以

尔斯鲁厄狂欢节（FEST）。 超过 200,000 名观众齐聚德国最

在这里体验城市生活的乐趣，也可以在巴登最长的购物街凯

大的露天摇滚和流行音乐会，众多知名乐队献上活力四射的

撒大道（Kaiserstraße）上购物，或者享受巴登风味美食。接

表演，灿烂的阳光和火热的气氛，就连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自

下来就可以尽情投入到卡尔斯鲁厄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中了。

己的乐趣。 这一切已经令卡尔斯鲁厄具有了足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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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堡：阳台与快乐城市
In：弗莱堡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图 / ©Deutsche Zentrale für Tourismus e.V.
弗莱堡（Freiburg）人是因为日照充分而变为快乐族群？

教堂的塔楼高达 116 米，高耸入云，是德国最美的宗教建筑，

还是弗莱堡人能享有阳光回报是因为他们性格开朗内心阳

定将令游客印象深刻。大教堂广场是最大的内城广场，除星

光？谁说得清呢 …… 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德国最南端大都

期天外，这里每天都有集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建

市里的这群人一定很幸福。

于 1532 年的古老的百货商店（Kaufhaus），暗红色的外立
面和彩色角楼是它的标识；而 1761 年建成的 “ 美丽角之家 ”

除了一群好脾气的市民，弗莱堡还贡献了全德国最美丽

（Haus Zum Schönen Eck）现在是城市历史博物馆（Museum

的老城区，当地典型的小溪渠（Bächle）贯穿全城，沿着步行

für Stadtgeschichte），昔日的执勤室用作巴登葡萄酒屋，是对

道静静流淌。浓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随处可见的咖啡馆、

这古老又美丽房屋的更好利用。

舒适随意的小酒馆，以及闻名遐迩的巴登美食，营造出舒适
惬意的环境。城市中弥漫着轻松随意、自由自在的氛围，用
一个词概括：南部式的。

奥古斯汀纳广场（Augustinerplatz）是老城区的第二中心
广场。连同奥古斯汀纳修道院（Augustinerkloster）和城墙的
断壁残垣一起，这里成为了最受弗莱堡人青睐的聚会地点。也

漫步于老城区，游客尤其能够感受这样的氛围。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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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罗马的西班牙台阶。紧接着是市政厅广场（Rathausplatz），

集市和年市、夏季文化节（Kultursommer）、庭院派对（Fest

分布有老市政厅、新市政厅、哥特式马丁斯教堂（Martinskirche）

der Innenhöfe）、爱之洋音乐节（Sea-of-Love-Musikfestival）

和喷泉。喷泉处矗立着方济会修道士贝尔托尔德 • 施瓦茨

和露天音乐节（Zelt-Musik-Festival）、市政厅庭院（Rathaushof）

（Berthold Schwarz）的纪念碑，有人认为他发明了火药或黑

戏剧表演、湖滨仲夏夜节（Seenachtsfest）、葡萄酒节（Weinfest）

火药。

等。

上林登（Oberlinden）和下林登（Unterlinden）是两个市

没人会相信，除非他身在弗莱堡。 玩得尽兴吧？ 弗莱堡

内广场，广场中央都种植着古老的菩提树（Lindenbaum）。

可不仅限于广场和节日，这里景色迷人：绿地和公园、城堡

在弗莱堡鉴赏家眼中，阿德尔豪泽广场（Adelhauser-Platz）是

山（Schlossberg）、靠近内城的蒙登霍夫动物与自然主题公园

这座城市最美的广场，因为它小巧、惬意而又远离喧嚣的人群。

（Tier-Natur-Erlebnispark Mundenhof）、海拔 1284 米的绍因

在庄严华丽的一众广场衬托下，大大小小的节日和庆典在弗

斯兰山（Schauinsland，弗莱堡的 “Hausberg”，意为 “ 家门口

莱堡老城区顺次登台，全年不断络绎不绝。

的山 ”），以及弗莱堡内或周边的众多湖泊。

从一月开始，日子伴随着国际文化交流和弗莱堡人无休无

在能源和环保政策上，弗莱堡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能

止的庆典悄然滑过，直至十二月，圣诞市场和杂技表演结束这

源革新，目标坚定，成效卓越。弗莱堡作为 “ 绿色城市 ” 已成

一季。期间亮点无数：无拘无束充满想象力的弗莱堡狂欢节

为全世界有口皆碑的典范。就算您不是能源专家，游历这座

（Freiburger Fastnacht）、弗莱堡马拉松赛、电影周（Filmwochen）、
露天电影院（Open-Air-Kinos）、夏季电影节（Filmfest）、

41

/ 开元旅游

城市同样也是不可多得的体验之旅。即便阳光罕见得没有铺
洒大地，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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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德国

海德堡最古老的学生酒馆 Zum Seppl
In：海德堡
图 / ©Deutsche Zentrale für Tourismus e.V.
海德堡孕育了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培养了不少名人，黑格尔、马克斯 •
韦伯等人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如今，这里有约三万名大学生，他们不仅勤奋学习，
也经常光顾城市中分布的众多小酒馆和咖啡厅。海德堡的学生酒馆已经成了一种文
化，舒适、老旧的学生小酒馆里保存着珍贵的学生生涯记忆。
在海德堡众多的学生酒馆中，Zum Seppl 算得上是很有特色的最古老学生酒馆之
一。如今的 Zum Seppl 酒馆受到了海德堡当地人、商务人士和旅游者的欢迎，餐厅
使用当季新鲜食材、提供海德堡乃至巴登地区特色菜肴。餐厅和酒馆提供海德堡文
化啤酒厂（Kulturbrauerei Heiderberg）的多种新鲜本土啤酒。
Zum Seppl 酒馆坐落在一座巴洛克建筑之中，建筑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七世纪末。
自 1704 年起，这里就是酒馆，还带有自己的啤酒酿造作坊。如今，Zum Seppl 酒馆
所在的建筑被德国政府列入建筑文物保护之中。酒馆受到了当地大学生的欢迎，很
快就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生的聚集地。但是，严格意义上而言，Zum Seppl 并不算是学
生酒馆，海德堡市民也经常光顾这里。
Zum Seppl 酒馆是海德堡有名的景点，酒馆墙壁上挂满了老照片、铭牌。这些照
片和铭牌大多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海德堡社团。酒馆内部装饰也隶属于德国文
物保护。
喜欢啤酒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酒馆提供的海德堡啤酒。海德堡文化啤酒厂 (
Kulturbrauerei Heidelberg）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235 年。海德堡文化啤酒厂使用新鲜
的材料，按照传统的啤酒酿造配方，即不采用巴氏灭菌消毒法、也不过滤啤酒，传
统酿造方法和啤酒鲜味造就了海德堡啤酒。
地址：Hauptstraße 213, 69117 Heidelberg
时间：周二－周六 17:00 起，周日－周一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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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德国

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 2014 年电影作品征集中
In：曼海姆＋海德堡
图 / ©Deutsche Zentrale für Tourismus e.V.

曼海姆是巴登州乃至德国都赫赫有名的商业和制造
业城市。与其硬朗的工业背景相比，曼海姆的文化艺术
也不容小视。
曼 海 姆 － 海 德 堡 国 际 电 影 节（Internationales
Filmfestival Mannheim-Heidelberg）是德国最早的国际电
影节，1952 年举办了首次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在每年十
月份举行，为期一周。电影节得到了德国政府和电影业
的大力支持，获得了世界电影界的认可，规模和声誉都
在逐渐壮大。
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为综合性国际电影节，
宗旨是从教育着眼，推荐、评价在内容、形式上都有创
新的影片，通过观赏有价值的外国影片，增加对世界各
国的了解。电影节着重培养青年导演，每年都会推荐新
晋导演的处女作与纪录片，非常适合在本国尚不出名的
新人导演向国际电影生涯踏出第一步。
2014 年第 63 届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将于 11
月 6 日－ 16 日在曼海姆举办。电影节正在征集电影作品
之中，作品寄送截止日期到 7 月 21 日。 参赛作品可为故
事片、纪录片或者短片。提送的作品拍摄时间必须在电
影节召开（2014 年 11 月）的十八个月之内，电影时长最
短为 55 分钟。参赛作品可以对外放映，但不得参加戛纳
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和
其他德国电影节。

小贴士
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设置了丰富的电影活动：
举行长短故事片、纪录片、美术片的比赛；举行会外放
映；举行各种形式的专场放映；举办回顾展；召开座会，
讨论各国电影艺术风格问题；召开专题研究会，专门研
究电影美学、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和社会作用等；开展商
业性活动，促使影片商业性的发行放映。
电影节设置了最佳故事片、纪录片、最佳短片、最
佳美术片、最佳电视片和最佳导演的评奖项目，奖项包
括曼海姆城市奖、曼海姆城市金币奖、评委会特别奖、
国际评论奖、电视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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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芬根：奔驰的家乡
In：辛德芬根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图 / ©Deutsche Zentrale für Tourismus e.V.
辛德芬根（Sindelfingen）是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老城，

奔驰车在这里诞生

众多的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城市之中，处处体现出一
种历史的沉淀。这里有可口的食物、动听的音乐、独特的艺

辛德芬根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车梅赛德斯－奔驰的生产

术设计和宁静的生活，漫步其中，你会充分感受到历史传统

基地，包括在中国所销售的 11 万辆各种不同型号的奔驰全部

与最现代生活方式的和谐融合……而就在这无比和谐中，造

来自辛德芬根工厂。辛德芬根在汽车界的地位好比电影界的

就了人类历史丰碑上无可磨灭的奇迹——梅赛德斯－奔驰轿

好莱坞。辛德芬根每年生产奔驰的数量超过 100 万辆，这个

车。

数字在全球顶级车型中遥遥领先。
这座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出人意料的成为中国旅游者的

大热旅行目的地。这自然和奔驰密切相关。

作为奔驰的旗舰车型，奔驰 S 级轿车诞生于辛德芬根，
更将辛德芬根的传统与创新根植于血脉，进而推动了奔驰品
牌长盛不衰。很难有哪款车型能够取代奔驰 S 级在人们心目

参观辛德芬根就意味着参观梅赛德斯－奔驰，对吗？没
错，如果您想参观奔驰工厂，就必须掠过斯图加特大门前往
辛德芬根。就算只是单纯地参观这个美丽的施瓦本小城，
绕一点路也是非常值得的。您还可以顺便在这里购物：
很早以前这里就坐落着不计其数的纺织厂，
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许多别具一格的小型
时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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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以其无
与伦比的领袖气质时刻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占据
奔驰家族的霸主地位。

声色德国
S 级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51 年的 220 车型，随后的数

2010 年开放的肖氏藏品博物馆（Museum Schauwerk）

十年里，S 级留下了众多原创力的发明，奔驰许多技术都最先

展 示 了 20 世 纪 60 年 代 至 今 的 德 国 和 国 际 艺 术 品。 这

应用于 S 级轿车，随后沿用至今，成为当今汽车制造中的重

里 的 工 业 历 史 展 览 也 充 满 了 乐 趣： 在 老 纺 织 学 校 里 建 立

要元素，而每一代 S 级也都凭借领航潮流的前沿科技和先锋

了 一 座 纺 织 博 物 馆（Webereimuseum）， 以 前 的 IBM 穿 孔

设计，成为那个时代最深受欢迎的经典之作。

卡 片 印 刷 厂（Lochkartendruckerei） 则 于 1994 年 改 成
了 IBM 数 据 处 理 史 博 物 馆（Haus zur Geschichte der IBM

从纺织小城到现代化工业基地

Datenverarbeitung）：不久前还代表着进步的缩影，如今已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博物馆正是以这种方式向人们表现出技

相比于其他地区，辛德芬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留着典

术进步的巨大洪流。

型的施瓦本式格调，因为这座在市中心拥有许多桁架房屋的
中世纪风格小镇直到很晚才开始现代化发展。 在 1915 年戴

与沉寂的历史文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永不停歇的城市生

姆 勒 发 动 机 公 司（Daimler-Motoren-Gesellschaft） 在 辛 德

活。如果您喜欢购物，众多商店和市场都期待着您的光临；如

芬根建厂之前，这里的工业发展极为缓慢。此后的短短几十

果您喜欢美食，整洁的饭馆、餐厅或啤酒花园随时恭候您的到

年这座城市便一跃成为了现代化工业基地。

来：从施瓦本式的精美菜肴到国际化的料理，辛德芬根的餐
饮业全方位满足您的挑剔味觉。推荐：莱姆布劳饭店（Gasthaus

在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大规模扩建，

Lammbräu），始于 1823 年。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收入飙升的时期，人们甚至用卡拉拉大
理石（Carrara-Marmor）修建人行横道。

6 月第 3 个周末举行的国际街道节（Internationale
Straßenfest）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盛会之一。

三个市政厅和欧洲最大规模的街头盛会之一
1478 年修建的老市政厅（Altes Rathaus）现在改成了市
立博物馆（Stadtmuseum），与 1592 年修建的盐行（Salzhaus）
一起向游客展示城市历史的各个方面。中心市政厅
（Mittleres
Rathaus）所在的集市广场（Marktplatz）上有一座友谊喷泉
（Freundschaftsbrunnen）：中间的喷泉象征着传说中的飞
马珀加索斯（Pegasus），周围环绕着的六个小喷泉，象征着
辛德芬根的六座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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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德国

巴登－巴登：享受生活乐趣的好地方
In：巴登－巴登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图 / ©Deutsche Zentrale für Tourismus e.V.
欧洲的夏之都，美好时代 (Belle Epoque) 时期富贾和名流

最大的赌城，但它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赌城，甚至可能是最豪

的聚会场所，如今是享誉世界的浴场和文化之都，并且在医

华的赌城。每年有 60 多万富豪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豪赌豪输，

疗方面颇负盛名：这就是巴登－巴登。这座城市以其奢华、

然而这里却没有 拉斯维加斯 的那种疯狂，这里永远维持着它

高贵和优雅的生活方式，酿造出引人入胜的节日庆典，和无

的安静。赢了钱的，一出门就会买下那些豪华商店中的豪华

与伦比的迷人氛围。 无论疗养还是文化：巴登－巴登始终为

纪念品，一出手就是几万几十万。输了的，也不过笑笑，默

您呈现出自己最好的一切。

然离开。

巴登－巴登座落在黑森林边上，离法国和瑞士都很近不

巴登－巴登的最大赌场甚至也不叫赌场（Casino），它有

仅城市美，周围环境也是非常的美丽。它的周围环境也不象

个文雅的名字 ——“ 休闲宫 “（Kurhaus）。这个宫里并非只

其它城市那样被称为 Umland（城周地区），而是有个别致的

可赌博，这里还有音乐厅、舞厅等。白天可以付费参观，傍

名字叫 Rebland（葡萄园区）。起伏的群山，潺潺的溪流瀑布，

晚就变身为高雅的娱乐中心。要进入这里，必须西装革履，

孤独的古城堡， 修道院 ，到了这个城市，最好到周围走一走。

系好领带。

巴登－巴登（Baden-Baden）这个名字很古怪吗？其实，

巴登－巴登倾力打造各种所能想象的最佳文化体验和 疗

Baden 在德语中是洗澡的意思。德国地名中有许多是以 Bad 结

养方案 ，炽热的泉水从 2000 米深处涌出，各国游客可在遍布

尾的，这意味着那里是个疗养胜地，有温泉或矿泉可以洗澡。

城市的 12 眼温泉中尽情享受。比较有名的如现代化的卡拉卡

巴登－巴登确实就是这个意思。自古它就是一个温泉疗养休

勒浴池（Caracalla-Therme）和历史悠久的罗马－爱尔兰式腓

闲胜地，古代许多君王、政治家，如俾斯麦，就喜欢选择这

特烈浴池（Friedrichsbad）。温度高达 68°C 的泉水可以治疗

个地方开会。

各种疾病，心脏病、循环系统疾病、风湿病、关节疼痛、新
陈代谢不畅、呼吸系统疾病。

巴登－巴登的建设构思 “ 以天空为屋顶 ”，处处花园，处
处绿地，别墅、宫殿、亭子、椅子等等仿佛就是那里长出来的。

音乐大师勃拉姆斯曾经说过，他对巴登－巴登永远有着

一条小溪从这个山谷中 “ 巴登巴登地流过，入夜，四周群山回

一种难以言传的向往。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与艺术的大师们都

响，摇你入梦。

非常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在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等人的
努力下，这个城市在几百年前便成了欧洲所谓沙龙音乐的中

说起巴登－巴登，可以说这里是欧洲的拉斯维加斯。其实，
这里跟拉斯维加斯完全是两种味道。巴登－巴登也许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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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绒球帽：黑森林的代言人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说到黑森林特产，一定要提到的是黑森林的四个 “ 代言

大绒球帽是在草帽上缝上一堆大绒球， Bollen 在德语方言中

人 ”：黑森林蛋糕、（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黑森林火

是 “ 球 ” 的意思，也有 “ 洋葱 ” 的意思，所以大绒球帽又称 “ 洋

腿（Schwarzwälder Schinken）、布谷鸟钟（Kuckucksuhr）和

葱帽 ”。绒球有红黑两种颜色。红绒球帽是未婚姑娘戴的，可

大绒球帽（Bollenhut）。我们在前几期的杂志中已经给大家介

使姑娘们显得美丽可人。黑绒球帽是已婚妇人戴的，可使妇

绍过黑森林的三种特产了，这次来给大家好好说说黑森林的

人们显得端庄雍容。

大绒球帽。
大绒球帽有约三百年的历史，发源于中部黑森林的小城
大绒球帽（Bollenhut）是德国黑森林地区的女性民族传统

古塔赫（Gutach），使用范围也只有三个相邻的村镇：古塔赫、

头饰，发源于 1750 年代。黑森林地区的妇女传统服装以黑色

沃尔法赫 - 基尔恩巴赫（Wolfach-Kirnbach）和霍尔恩堡 - 赖

为主调，看起来平常而简朴。但这种打扮并不完全是为了和

辛巴赫（Hornberg-Reichenbach）。这三个村镇在 1810 年前属

黑森林的色调相协调，而是黑森林地区经常伐木烧炭，用于

于符腾堡的管辖，信仰福音派，与黑森林大部分地区的信仰

取暖和外卖，女人们近炭者黑，黑衣更为实用。近乎修女一

不同。

般打扮的黑衣女人，奇特的大绒球帽十分引人注目，作了反
差极大的补偿，增添了女性魅力。

在白色的宽大草帽衬底上，托着 11 个鲜艳的红色或黑色
大羊毛绒球，整齐地构成十字形状，未婚的年轻女性戴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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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球帽，已婚女性则戴黑色绒球帽，而红色绒球帽也只能在

红色的大绒球帽，直到结婚后佩戴黑色的大绒球帽。

接受坚振礼后才能佩戴。之所以用 11 个绒球，是因为数字 11
在基督教中有象征意义，11 为 4 加 4 加 3，第一个 4 代表地球

大绒球帽只在特殊的节庆时才佩戴，日常情况下的头饰

的四端，第二个 4 代表天空的四端，3 则代表三位一体。一顶

只是软衬帽。节庆时，未婚女性还在发辫上扎两根紫色的长带，

大绒球帽重约 1.5 千克，至今仍完全由手工制作。

并用玻璃珠子等做挂件垂饰，已婚女性则不在发辫上挂垂饰，
而是简单地将长发盘起在帽沿下面。

由于大绒球帽别致的外型，加上电影《黑森林的女孩》
（Schwarzwaldmädel，1950 年）的成功，使得它在 1950 年代

在 古 塔 赫（Gutach） 地 区 的 村 庄 内， 有 个 福 克 特 农 庄

到 1960 年代闻名世界，并被错误地认为是整个黑森林地区的

（Schwarzwälder Freilichtmuseum Vogtsbauernhof ） 的 露 天 博

特色。如今，当地女性仍然在节庆、宗教仪式和习俗表演时

物馆。这座农庄在 1612 年就开始运营，由黑森林地区的农家

佩戴大绒球帽。

聚集耕作。1963 年改建为博物馆。 农庄面积 5.5 公顷，除了
博物馆建筑之外， 还保留着当时的农舍、牛棚等房屋，养殖

传统大绒球帽打扮

着不少农庄动物，向人们展示过去数百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
农庄和院落。

古塔赫等地区女性佩戴大绒球帽时有整套严格的装束要
求。女性们身着黑色的宽松长裙，腰部摺叠多层；上身穿短
袖的白色缝花衬衣，衬衣外穿无袖的天鹅绒紧身胸衣，胸衣

博物馆在三月底到十一月初期间开放，参观项目包括磨
坊、手工展示，和不同内容的特别展览和参与项目内容。

有衬套，衣领是长方形的彩色镶边。头上先戴黑色的网状面纱，
面纱的外沿是硬质的，使得面纱可以自然翘起，额头前方还

地 址：Schwarzwälder Freilichtmuseum Vogtsbauernhof ，77793

有一个精致的刺绣，面纱上扎一块丝质的围巾，和面纱一起

Gutach

构成软衬帽，整个衬帽用两根黑色的细带子绕在头上，并在

票价：8 欧，学生 7 欧，儿童 4.5 欧，五岁下儿童免费

下巴下面打结。尚未接受坚振礼的小女孩和年老的女性只戴

时间：3 月 30 日－ 11 月 2 日每天 9:00-18:00

这种软衬帽，而从接收了坚振礼开始，女孩还可以另外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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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葡萄种植区：顶级葡萄酒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图 / © Tourismus-Marketing GmbH Baden-Württemberg

巴登州是独一无二的葡萄种植区
它一侧受到奥登森林（Odenwald）和黑森林（Schwarzwald）山脉的庇佑，另一
侧为伏盖森山脉（Vogesen）所遮护。巴登被赐予了德国最充足的阳光和最温暖的气候，
气温与地中海地区相当。温和的气候与优质的土壤使巴登跻身 “ 欧洲最佳葡萄酒产区 ”
之列。顶级葡萄酒、美味佳肴、热情好客，这是巴登州人生活方式的标志，巴登州也
因此成为了美食爱好者的圣地。

独一无二的葡萄酒
巴登州号称德国的 “ 日光浴床 ”—— 它是德国阳光最充足、最温暖的地区。这为
葡萄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夏季的降雨可以为黑森林山区提供充沛的蓄水量。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葡萄种植区能像巴登这样，将热量、日照、降雨等气候因素组合得如此
天衣无缝。这里的葡萄能够生成优质糖分，藤蔓中富含矿物质，为酿造高品质葡萄酒
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巴登州是德国第三大葡萄种植区。葡萄种植区呈狭长状，绵延 400 公里，从南部
的博登湖（Bodensee）一直延伸至陶伯弗兰肯（Tauberfranken）葡萄产区，划分为 9
个区域。 该地区跨度大、地形多变，土壤多样性影响着葡萄品种的多样化。
红葡萄种植面积占山坡葡萄种植园的 40%，以黑皮诺（Spätburgunder）为主，
其余 60％ 种植白葡萄。德国一半以上黑皮诺产自这里。巴登是勃艮第葡萄酒之
国：逾半数山坡葡萄园种植黑皮诺、灰皮诺（Grauer Burgunder）、白皮诺（Weißer
Burgunder）等勃艮第品种。雷司令（Riesling）和米勒 - 图尔高（Müller-Thurgau）等
白葡萄品种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古特德（Gutedel）则是巴登的特产品种。
大多数巴登州葡萄种植家庭选择结成葡萄种植者合作社，他们结合种植传统和经验，
并采用现代酿造技术，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培育葡萄。77 家合作社出产巴登地区 75%
的葡萄酒产量。 另外的 400 家葡萄酒庄园采用自产自销的模式，以其爱心和细致，
独立地生产顶级质量的葡萄酒，并为巴登葡萄酒的多样性以及此地区的卓越声誉做出
贡献。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所获的葡萄酒奖项数量能和巴登地区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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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地区布满田园风光，这里有众多漫步及自行车骑行线路。穿行于乡间的葡萄园，
人们有充足的机会去享受巴登旖旎的自然风光。 众多著名旅游景点，例如海德堡、巴登 巴登、弗莱堡以及巴特梅根特海姆都以其文化魅力和历史景观吸引着游客，除此之外，还
有许多风景如画的小型葡萄酒庄园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这一地区。

九大葡萄种植区
巴登州葡萄种植区南至博登湖、康斯坦茨湖，北及陶博法兰克地区，共计约 400 公里
的长条状地带，划分为 9 大葡萄种植区。这里极度多样化的地形带来了众多不同的海拔高
度和多样的土壤。得益于这独一无二的条件，这片好客之地有品种繁多的葡萄和多种多样
的葡萄酒。

康斯坦茨湖：完美的耕地配以地中海式气候
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是德国境内最大内陆湖，巨大贮水量可以贮存热量，
并平衡夜晚和白昼以及冬夏两季的温差变化，并以此保证了当地温和近似地中海式的气候
条件。除此之外，湖水表面也能反射光能，提供给周围的葡萄园，甚至提升土地温度。因
此在这里，敏感喜热的葡萄甚至可以再海报 400 到 530 米的高度生长。 黑比诺是康斯坦
茨湖最重要的葡萄品种，并被酿造成烈酒、果味酒或者是上等红酒。这片湖边地区的米勒
托高葡萄酒也独具一格。

陶博法拉克 充满特色的浪漫乡间葡萄园
陶博法拉克（Tauberfranken）位于巴登州的最北部，这里的葡萄仅生长在南向或者西
南向的斜坡上。主要的葡萄品种为米勒托高和红葡萄莫耶比诺。这个地区所使用的典型传
统葡萄容器是一种扁圆型酒瓶，酒瓶名称的起源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普遍认为，酒瓶形态
与公山羊的雄性器官的相似性可能是其得名的原因。

贝格施特拉斯 德国的“春之花园”
难以计数的风景名胜使得贝格施特拉斯（Badische Bergstrasse）值得一游，这里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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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的城堡、如画的乡村、历史悠久的古代集市、宫殿以及丰

质框架结构建筑以及山脚下布满鲜花的河谷，这里也有无数

富的文化性特质。皇帝约瑟夫二世于 1764 年春天游览贝格施

的城堡、宫殿以及上千年前修建的修道院。来这里品尝葡萄

特拉斯时曾经说道，“ 在这里，德国转而拥有意大利风情 ”。

酒的游客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感受美酒 —— 参观酒窖、品尝

这里可以看到在南欧才普遍生长的杏花、樱花，当然还有适

美酒或是参与葡萄酒讨论会，也或者是亲身体验葡萄酒节。 所

时成熟的高质葡萄。这里供应丰富的葡萄酒品种，黑比诺、

有人都可以有双重收获：品酒以及获得关于奥特瑙葡萄酒的

雷司令为主要种植品种。

知识。这里葡萄酒的多样性、高质量及独一无二的特性都将

科莱希高 温和的“千山之地”

酒种植区像奥特瑙一样，获得如此之多的国家级或国际性奖

给葡萄酒爱好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没有任何其他的德国葡萄
项。除了上等的雷司令之外，奥特瑙也懂得酿造柔滑丰裕的
科莱希高（Kraichgau）由布鲁赫萨与维斯拉赫之间的地

勃艮第葡萄酒，主要是黑比诺。

区延伸至卡尔斯鲁厄外围，其多山的地形位于黑森林和奥德
瓦德之间。田园生活的愉悦气氛反映在其民众的性格中，也

布莱斯高 充满魅力的葡萄酒产区

由其葡萄酒所继承。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六千万年前含有葡萄
藤的化石，这些野生葡萄能回溯到约一百万年前。科莱希高

沿着黑森林山区的边缘，布莱斯高（Breisgau）位于拉尔

的主要葡萄品种为欧塞瓦，它是白比诺的变种，以其浓郁的

和弗莱堡之间，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村庄和城

果味和如奶油般的光滑细致而闻名，同时也具备含有矿物成

镇的迷人景色以安静的传统小屋、如画的木材构架建筑和壮

分的芳醇口感，温和鲜感以及满足鉴赏趣味的口味。

观的市政厅为特色。古香古色的拉尔城，因为葡萄酒而闻名，
而格拉特塔则以其舒适的气候而为人所知。 以黑比诺、米勒

ORTENAU 奥特瑙 金色的葡萄种植区

托高、灰比诺和白比诺为主的葡萄占据 2000 公顷的面积，遍
布在黑森林外沿群山的向阳梯田上或者不受寒风影响的河谷中。

奥特瑙（Ortenau）位于巴登 - 巴登和奥芬堡之间，风景如画，
约 60 公里，葡萄园 2600 公顷。奥特瑙以三种地形 —— 布满
葡萄园的山区屹立于中部地带、肥沃的莱茵河泛滥平原和浪

凯泽施图 拥有德国最温暖气候的“勃艮第绿
洲”

漫的黑森林分别位于山区两端，结合成壮美的景色。这里的
出产种类繁多 —— 平原地区的谷物、烟草和水果，山顶的林
木和以及其间的葡萄。这里有如画的葡萄酒村庄，温馨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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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泽施图（Kaiserstuhl）地区沿着巴登葡萄酒路线，由弗
莱堡延伸至莱茵河谷。 研究表明，凯泽施图地区在全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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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区域中，享有最充足的阳光和最温暖的气候。受气

佳氛围。

候所宠爱，三分之一的巴登葡萄酒都产自这里，几乎这里的
任何一片土地都由葡萄园所覆盖。凯泽施图的葡萄酒种植由
罗马人引进，如今，这 4000 公顷的葡萄园具有必不可少的生

鲁斯特欧洲公园举办的巴登州葡萄酒节——葡
萄酒和顶级盛宴

态和经济重要性。因为这里异常温暖的气候和土壤，多种多
样的葡萄品种适宜在此生长，主要包括勃艮第家族的黑比诺、
灰比诺、白比诺，同时也有米勒托高和西万尼。

丰富多彩的舞台表演、娱乐圈名人的登场亮相、悉心挑
选的现场音乐、欧洲公园（Europa-Park）艺术家们的精彩杂
技表演、传统的开桶仪式 …… 这些元素打造出一个与众不同

荼尼贝格 弗莱堡的鲜花葡萄园

的葡萄酒节。在欧洲公园 Europa-Park 古老美丽的巴尔塔萨城
堡花园 (Schlossgarten Balthasar) 中，将展出和供应该地区广受

遍布玫瑰的美丽葡萄种植坡，如画的小村庄，充满田园

好评的各种葡萄酒。

风光的花园勾勒出这一在弗莱堡外的山边地区的特征，也正
因此，荼尼贝格（Tuniberg）被称之为弗莱堡的鲜花葡萄园。

凯尔宁 (Kernen) ——美食葡萄酒之路

荼尼贝格是德国最温暖、阳光最充沛的地区。传言这里的土
壤下埋藏着一个重要的秘密，以及证实匈奴王埋葬在于此的

圣灵降临节周末期间，在斯特滕（Stetten）山坡葡萄园中，

众多故事和记述，比如这里有一座匈奴王纪念碑，以及被命

远远就能看到白色帐篷 —— 美食葡萄酒之路的标志。斯特滕

名为匈奴王之岩的葡萄园。黑比诺成为这里最重要的品种，

葡萄酒漫步之路沿线分布有五个休憩点，内设十个葡萄酒庄

同时米勒托高、白比诺也生长于此。

服务站和五个美食供应点，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享用特级自酿
葡萄酒和各种精致美食。

玛可格拉芙地带 伊甸园的花园
弗莱堡葡萄酒节
玛可格拉芙地带（Markgräflerland）在上莱茵河右岸，位
于巴塞尔附近的格伦茨阿赫到弗莱堡郊区圣乔治之间，大约

在高雅而富有情调的氛围下漫步于弗莱堡（Freiburg）街头，

3100 公顷的葡萄园遍布黑森林和上莱茵河之间的群山。田园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品尝特色美食，触摸巴登州的生活乐趣

诗般、远古的葡萄酒村落，和作为其背景的黑森林雄伟群山

和葡萄酒艺术。在弗莱堡的标志性建筑 —— 大教堂周围排列

共同描绘了这里布满葡萄种植坡、果园、牧地和森林的多山

了诸多葡萄酒展台，酿酒师和美食家们为您奉上既传统又独

地形，因此有 “ 伊甸园的花园 ” 之称。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探

具地区特色的葡萄美酒和佳肴。

访众多低调的葡萄种植村落、小城镇和其他的游览胜地。 因
为拥有温泉和温暖的气候，这里在罗马时期就是盛行的旅游

奥芬博格的奥滕瑙葡萄酒节

胜地。夏色拉，以其浑圆的体态，光滑而新鲜的手感，再配
以其他的黄色水果，例如布拉斯梅子、梨、甜瓜等以及少许

每年九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葡萄酒天堂奥滕瑙（Ortenau）

坚果、外色牛轧糖，酿造出低酒精含量的美酒。这种美味的

如约献上各种顶级美酒。奥芬博格（Offenburg）集市广场恢

葡萄酒成为玛可格拉芙地带的精髓之酒。

弘雄壮的氛围，当地以及来自邻近的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众
多乐队，农贸市场，以及特色烧烤和奶酪、法国传统洋葱培

葡萄酒节：欢庆之源

根烧饼和洋葱派等组成的特色美食 …… 合力营造出独具国际
风情又饶有情趣的葡萄酒节。

葡萄酒中满载真实以及更多的生活乐趣、享受和欢庆！
无限期待这美妙的德国葡萄酒节：在那些最美的酒庄中、浪

斯图加特酒村节——施瓦本生活方式

漫城市中蜿蜒的小巷内、惬意的餐馆和独特的酒窖中来回不
断地穿行：一起狂欢庆祝吧！

斯图加特酒村节（Stuttgarter Weindorf）的吸引力毫不逊色。
它不仅在斯图加特大获成功，而且早已成为巴登 - 符腾堡州首

海尔布隆葡萄酒村节——舒适惬意的葡萄酒庄

府的标志，以及施瓦本生活方式的代言词。它向世人展现着
斯图加特和施瓦本地区的美好 —— 无拘无束、亲切友好与葡

德国的葡萄酒之城海尔布隆（Heilbronn）一贯在市政厅

萄酒文化产物的密切关联。

附近庆祝这舒适而惬意的葡萄酒村节。13 个葡萄农合作社与
17 家酒庄积极参与，为客人们奉上 300 种葡萄酒和 16 种香槟。
这里为您提供多种特级葡萄酒：刚劲的红葡萄酒、辛辣的白
葡萄酒、醇厚的晚秋白葡萄酒等。精心挑选的各种美食必将
使您的味蕾得到餍足。精彩的音乐表演也将营造出品酒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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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芦笋之路——特别的美食享受
文 / 德国国家旅游局
德国的芦笋爱好者又迎来了最令人垂涎的季节，蔬菜之

物，而德国在 17 世纪初才开发了第一批芦笋种植区，其中一

王 —— 芦笋即将新鲜上市了！每年 4 月，整个德国都要为芦

部分保留至今。从这时候起，这种高贵的植物主要深受上层

笋季拉开序幕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期间有庆典活动、美食节

人士的喜爱。

及售卖亭，节日的欢乐将持续数月。6 月 24 日，芦笋季将在
约翰尼日（Johannitag）正式结束。

法国的太阳国王路易十四（Ludwig XIV）钟爱芦笋；而
1650 年左右，当时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 • 特奥多尔（Karl I.

历史悠久的蔬菜

Ludwig）也爱品尝芦笋。他命人在他的避暑行宫宫殿花园里
培植这种 “ 王室蔬菜 ”。芦笋从此开始逐步走进各个邻近诸侯

中国的芦笋是绿色的，而德国芦笋通常是白色的。事实上，

国的宫廷厨房。

德国人更喜欢吃白色芦笋。颜色的不同其实是种植方法导致
的，绿色的长在地面上，见得到阳光，白色的则是埋在沙里

中世纪时，芦笋是治疗各种足痛风的珍贵药草。现在，

长成的。所以，绿色芦笋清香味十足，而白色芦笋的味道则

人们也将芦笋看做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的健康蔬菜，芦笋疗

更细腻。还有一种芦笋，基本上是白色的，只在头部有一些

法成了最简便易行的养生方法之一。鲜嫩多汁的芦笋成为最

浅紫色，这个品种德国没有，通常是法国进口的。

受青睐的美食 —— 无论是做沙拉还是煲汤，无论用经典的荷
兰酱佐食，还是地中海式烹饪：德国美食家翘首企盼芦笋季

很多人认为，芦笋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就作为一种可
治病的植物而闻名。那么这个蔬菜之王是如何进入德语国家
的呢？答案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也许是罗马人的占领大军
携带而来。但也有人指出，是返程的十字军在 13 世纪中叶将
芦笋种子引进的。无论如何，芦笋的药用功效总是被放在首
位的。芦笋在 16 世纪初期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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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4 月到 6 月期间，全德上下都将举行不计其数的庆祝
活动。

声色德国
德国巴登芦笋之路

现许多长出红果的绿色植物。这条美食家路线 (FeinschmeckerRoute) 一路之上风景怡人，您除了能看到芦笋田、鲜花盛开的

巴登芦笋之路（Badische Spargelstraße）与自行车之路
（Radwanderweg）平行，长约 136 公里。芦笋之路从世界

草地、装扮得异常美丽的公园和花园、有趣的风景名胜和湖
滨浴场，还有博物馆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场所。

著名的芦笋之城施维茨茵根 (Schwetzingen) 开始，经莱林根
(Reilingen)、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拉施塔特 (Rastatt) 一直
延伸到施尔茨海姆 (Scherzheim)。

有关芦笋的比喻颇多 ——“ 王室蔬菜、茎中的早春气息或
可食用的象牙 ”，此外芦笋的美味也着实吸引着美食家们。不
要忘了巴登的葡萄酒，与芦笋简直是完美搭配。无论是芦笋

在芦笋收获的季节，游客可以参观芦笋种植农如何收割，
甚至还可以帮把手。在这个时候，芦笋之路沿途都会举行有趣

旺季还是葡萄收获时节，巴登芦笋之路一年四季都给您带来
惊喜。

的芦笋节，餐馆主人会为您提供用刚刚收割下来的芦笋烹制的
美味菜肴。从丰收之后一直到深秋，大片大片的芦笋田里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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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allo, Holiday ！
—— 尝鲜德国 3 大主题乐园
文 & 图 / 璀丫头
作为过山车的发烧友，告别国内耳熟能详的迪斯尼、欢

是那么重要了。

乐谷，各种乐园后，来到德国，必须寻找当地的主题公园，
体验不一样的精彩与刺激。在德国，人们经常去的几个大型

在中国，游乐场大多是旅游资源的一个卖点，所以交通

主题公园为：Europa Park 欧洲公园、Heide Park 海德公园、

便利。在德国，主题公园往往身兼家庭假日休闲娱乐之重任，

Hansa Park 汉萨公园、Legoland 乐高乐园、Phantasialand 梦幻

再加上德国家庭用车的普及，所以大多主题公园都坐落在城

乐园、Warner Bros Movie World 华纳电影世界。想要通通玩转

市的边缘，或者两个主要城市之间，相比公共交通，自驾更

他们？这里给大家详细介绍曾经去过的 3 大公园，刺激刺激

加方便。

大家的神经。
在德国，热门过山车项目的第一排是焦点，会另起一队

总体感受：

排。放眼望去，占领第一排的 80% 是二十岁左右的初中生、
高中生！德国人的冒险精神都是从孩子抓起的吗？再者，德

每次到达游乐场后，都在努力实现 2 大目标：玩刺激和

国人坐过山车，喜欢在下落的时候双手高举过头顶，任由身

拍照片。但是在国内，玩的是排队的刺激，拍的是路人甲的

体随车摆动。我尖叫的时候，隐约听到的却是他们的欢呼声，

精彩。在德国的游乐场，两项指标都可以轻松完成。相比之

错觉吗？

前在上海锦江乐园排了 5 小时队伍，玩 1 分钟过山车的经历，
这里的体验度实在是好太多了，最热门的过山车项目基本排
上 40 分钟都能顺利坐上，到是欧洲风情见多了，拍照显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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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个都是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看似相
似，但是在出发之前，做好功课后，发现他们有着截然不同

生活休闲
的特点：

欧洲主题公园 (Europa Park)：
微缩欧洲一日游完
Europa Park 是德国最大的主题公园，它之所以如此命名，
因为它是由十几个以欧洲国家为主题的小公园组成，让你一
日看遍欧洲。公园坐落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黑森林与孚日
山脉之间，风景如画，以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古堡为标志性建筑，
凭借 940,000 平方米的面积，每年约接待 5,000,000 游客。推
荐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游乐项目：
首先，不应错过的是位于法国区的银星过山车 (Silver
Star)，这是全欧洲最高和最大的过山车，高 73 米，最高时速
达 130 公里。过山车慢慢爬升的过程，提供足够充分的时间
增加身体的紧张度，然后瞬间坠入空气中，刻不容缓又爬上
另一个坡度，整个过程，是高速和失重体验的完美结合。
如果你不喜欢过山车出发时慢慢爬坡，最后下落时失重
的感觉，那我要强烈推荐在冰岛区的 Blue Fire Megacoaster。
Blue Fire 的特点是，他将在 2.5 秒内，瞬间将车速从 0 提到
100 千米 / 小时。预估一下自己向子弹一样被发射出去，那会
什么样的感觉？当天，我还不犹豫地坐了 3 次，是不是疯了？
都说未知的就是最刺激的，那么一定要试一试的就是法
国区的 Eurosat 。在外面看就是一个白色大圆球，里面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坐上过山车后，你能感觉到在黑暗中一点一点
地慢慢向上攀爬，伴随着 high 翻全程的动感音乐和点点 “ 星
光 ”，我和小伙伴们紧张猜测接下来的路线，然后。。。最终。。。
就等你自己去体验啦。
Tipps:
天票价格：官网成人天票 41 欧。建议购买 Europa-Park
Kombi-Ticket，包括在巴登符腾堡州内往返欧洲公园的车票（包
括 IRE/RE/RB/S-Bahn/Bus）以及公园门票。
开放时间：2014 年 4 月 5 日 -2014 年 11 月 2 日
到达方式：
自驾：导航地址 Europa-Park-Straße 2, 77977 Rust, Germany，
停车费 5 欧
火车：最近的城市是巴登巴登 (Baden Baden) 和弗莱堡
(Freiburg)。乘火车到达 Ringsheim 火车站后，换乘大巴 7231
前往欧洲公园，具体票务信息及到达路线可查询 www.bahn.
de。
公园网址：www.europapark.de

海德公园 (Heide Park)：过山车乐园
Heide Park 坐落在下萨克森州，位于汉堡和汉诺威之间的
Soltau, 对于没有车的人来说，交通似乎有一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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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游乐设施的惊险程度远超迪斯尼的大型主题公
园。不仅是因为这里有有世界上最大的木制过山车，有世界
上最快的高空自由坠落蹦极，紧张刺激；更有有高山皮划艇，
海盗船打水枪、开水炮等趣味项目，酣畅淋漓。但在我眼里，
Heide Park 就是一个过山车乐园，果不其然，进门后拿到地图
打开便是满眼的过山车，轨道的，水上的，各种扭曲。小心
脏就开始激动了，看来今天将是疯狂的一天。
在这里最著名的是木制过山车（Colossos）, 来了就必须
要尝试。不一样的木质外观和超长的路线已经让 Colossos 赚
足了眼球， 它是欧洲最快且最高的过山车，全程 1500 米，最
高可到达 60 米，最快速度大约为 110 千米 / 小时，最大的下
落角度为 60 度。在这里，没有翻转，只有反复的爬坡 - 失重，
喜欢这种原始的过山车体验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在 2011 年后去 Heide Park，那首选推荐的必须是
Krake ！这是欧洲第二架，德国第一架，世界第七架垂直下坠
过山车。全长 476 米，轨道离地最大高度 41 米，下坠约 60 米，
带有冲水元素。本人有幸坐在第一排体验突然垂直俯冲下落
的快感，冲水后翻转，水花刚好打在第一排座位上，这样的
经历确实难忘。
如果不喜欢过于刺激的过山车，可以去试试 ToPiLauLaSchlacht，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项目，说白了就是打水战啦。
水池中间配有两艘配有固定水枪的船，他们都有固定的轨道，
缓缓前行。我只能说，小心岸上！小心头顶！不要担心游戏
会冷场，德国老少绝对能玩多 high 就有多 high，我和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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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奢华名品购物地最奢华的名牌专卖店，
最少33%的降价幅度、12% 的退税、10% 的额外折扣
*

†

‡

120个知名品牌: ARMANI、DIANE VON FURSTENBERG、JIMMY CHOO、LONGCHAMP、MARNI、PAUL & JOE、
PAUL SMITH、SALVATORE FERRAGAMO、SONIA RYKIEL、SUPERDRY、TOD’S、UGG 以及其他更多惊喜

周一至周日营业。距巴黎35分钟车程，距迪士尼仅5分钟车程。
*在建议零售价的基础上。
非欧盟成员国居民可享受平均12%的退税优惠。‡10%的额外折扣：将此宣传出示给迎宾中心，就可获得VIP贵宾卡，享受任意6家精品店的10%额外折扣
购物村全年仅12月25日、1月1日和5月1日、停业。

†

ChicOutletShopping.com
EUROPE LONDON · DUBLIN · PARIS · MADRID · BARCELONA · MILAN · BRUSSELS · FRANKFURT · MUNICH

CHINA SUZHOU
Opening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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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是成了落汤鸡以后畅快下船的。

们玩 high 了！

Tips:
票价：当天现场购票 52 欧 / 成人。强烈建议网上预购票，可

胆子小的朋友们可以试试亲子项目哦，比如 Barracuda

享折扣，同时有团体票，划算。

Slide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集运动与娱乐为一体。在起点跟

开放时间：2014 年 3 月 29 日 -11 月 9 日

小伙伴们两两分组坐进小皮艇，同时从滑板上向下冲，比比

到达方式：

落地的滑行距离。输了，想再来一遍？不好意思，就需要绕

自驾：地址 Heide Park Resort ，Heide Park 1 ，29614 Soltau ，

场一周，走上小山坡排队啦。

输入导航系统 Sonderziele - Freizeitparks，停车费 6 欧
火车：周边的城市是汉诺威 (Hannover) 和汉堡 (Hamburg)。到

还有一个要推荐的项目是在无意中看到的，叫做 Blauer

达火车站 Soltau (HAN) ，而后乘公交前往或者 Wolterdingen

Berg，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充气弹跳床。有没有羡慕体操运动

(HAN)，而后大约步行 20 分钟达到。如果从汉堡出发，建议

员后空翻、前空翻、空中翻滚一圈半的 “ 超能力 ” ？在这里通

到达 Wolterdingen (HAN)。具体路线查询：www.bahn.de。

通可以实现！小女运动细胞不够发达，所以对我而言，这里

公交信息查询：www.erixx.de、www.kvg-bus.de、www.enders-

的观赏度远比参与度要高，看着德国小孩们做着一连串高难

busbetrieb.de

度的翻滚、弹跳动作，真佩服他们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你有

公园网址：www.europapark.de

没有跃跃欲试呢？

汉萨公园 (Hansa Park)：
德国唯一的海边主题公园和体验公园

Tips:
票价：官网价格：32 欧 / 成人
开放时间：2014 年 4 月 16 日 -10 月 26 日

空气弥漫着海水的味道，向海边眺望，小洋房、帆船、

到达方式：

海鸥和谐融为一体 —— 这就是汉莎公园，它位于德国石勒

自驾：

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 （Schleswig-Holstein）西尔克斯多夫

从 Hamburg/Kiel/Puttgarden/Daenemark 都可以自驾到达，到达

（Sierksdorf）地区，占地约 460.000 平方米，邻近广阔的波

HANSA-PARK 后转入 HANSA-PARK-Großparkplatz, 停车费 3

罗的海，和谐地融入吕贝克海湾海岸风景之中，设有超过 125

欧，房车 4 欧 /24 小时。

项游乐项目，涵盖儿童、亲子和冒险 3 大板块，是德国第五

地址：HANSA-PARK Freizeit- und Familienpark GmbH & Co.

大休闲游乐公园，也是德国唯一的海边主题公园和体验公

KG，Am Fahrenkrog 1，D-23730 Sierksdorf

园，不仅是北德，也是北欧人民的乐园。比起 Europapark 和

经纬度： 10° 46’ 29’’ Ost， 54° 04’ 27’’ Nord

Heidepark，Hansapark 就略显小清新了，但是乐趣依然。

火车：到达 Sierksdorf Hansa-Park 后，步行 10 分钟左右，即
可到达 Hansapark。铁路信息查询：www.bahn.de

作为冒险板块的代表项目，首推的必须是名为 “Fluch von

您还可以通过飞机、游船、自行车、大巴等交通工具达到公园，

Novgorod” 的过山车项目。远远观望，过山车的中段完全隐藏

具体信息科参见官网 “Anfahrt”。

在一个尖顶的高塔中，神秘感不免让人心里痒痒，必须上车

公园网址：http://www.hansapark.de

体验。当车子在小黑屋里缓缓上爬的时候，每个人都把心提
到嗓子眼，不知道这接近 90 度攀爬的终点迎接我们的是什么。
果然没有令人失望，一个大幅度的翻转（据说 97°）完全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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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乐高乐园—— 形状最漂亮的积木足以让您啧啧称奇
图 / © LEGOLAND® Deutschland
在巴伐利亚的冈兹堡（Günzburg）有一个地方，在这里所

高主题公园。

有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这就是德国乐高乐园。在八个迷人的
冒险乐园中有 50 多个游玩项目、驾驶项目、现场表演、度假
村和由五千多万块积木搭成的细致模型正等待着您前来征服。

2002 年 5 月 17 日，德国乐高乐园在巴伐利亚冈兹堡正式
开门营业，这是世界上第四家乐高乐园。当时乐园有 7 个冒
险乐园和 40 多个娱乐项目，使用了超过 5 千万块乐高积木。

距离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一个小时行程处有这样一个每个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德国乐高乐园有了长足的增长，八个

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的地方： 这就是德国 LEGOLAND® 。在

冒险乐园提供了超过 50 个娱乐项目，建造了一个水族馆和乐

这个家庭和休闲公园中的八个迷人的冒险乐园中，游玩项目、

高度假村，超过 5.5 千万块乐高积木遍布整个乐园。

驾驶项目、现场表演、度假村和由五千多万块 LEGO® 积木搭
成的细致模型，屋再次突出了公园的主题乐园，将游客们引

4 月 5 日，世界上最大的乐高模型乐高星球大战 X 翼星际

入海盗、赛车运动员、骑士和冒险家的世界。如果有人想要

战斗机（X-wing starfighter)）落户乐高乐园。X 翼星际战斗机

延长自己的行程，则可以在位于公园旁边的全球第一家乐高

是星球大战中最经典的战船，乐高版的 X 翼星际战斗机重达

度假村中住宿，典型彩色乐高风格的休闲屋再次突出了公园

2 万千克，高 3 米，长 13 米，32 位乐高设计师花费 1.7 万小时，

的主题乐园。

使用 533 万块乐高积木，打造了这款传奇战斗机。

乐高乐园主要面向是家庭和儿童，特别是 11 岁以下的儿

世界第一部乐高电影《乐高电影》（The LEGO Movie）

童。尽管有些如云霄飞车的极限游乐设施，但整体而论，多

在 4 月 10 日上线，德国乐高乐园与德国电影院线同步上映。
《乐

数设施都是适合年纪更小的孩子。

高电影》是世界首部由乐高人物主演的动画电影，

乐高乐园是世界积木玩具的天堂，乐高乐园中遍布著名

乐高度假村是世界上第一家乐高度假村， 今年新建的乐

的微缩景观，像阿姆斯特丹运河、希腊巴特农神殿、德国新

高国王堡（Königsburg）在 4 月 5 日正式打开它的承包大门，

天鹅堡和美国自由女神像等。除了微缩景观，园中也不乏游

城堡共分三层，68 个家庭房间。家庭房间约 30-40 平方米，

乐项目，可畅游乐园的迷你火车以及刺激的云霄飞车等，这

可容纳一家四口居住。城堡里、房间中都有各式各样的乐高

些有趣的活动使乐高乐园不仅成为孩子的乐园，连大人也被

积木，每个房间中就有 5000 多个乐高积木。

这可爱的积木王国所征服 ，

开放时间：
全球目前拥有的五家乐高主题公园，主要由英国的梅林娱乐
（Merlin Entertainment）营运，因分布于不同国家，在内容上

2014 年 4 月 5 日－ 11 月 2 日 10 点－ 18 点
7 月 19 日，7 月 26 日，8 月 2 日，8 月 9 日 10 点－ 22 点

也各具地区特色。1968 年，丹麦巴隆乐高乐园是首家乐高主
题公园，如今，五家乐高主题公园分别在丹麦巴隆、美国加州、

票价：

德国冈兹堡、英国温莎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美国佛罗里

三岁以下儿童免费，3 岁－ 11 岁儿童 36 欧，成人 40.5 欧

达州乐高乐园是世界上第五座乐高主题公园，也是最大的乐

在线票价：儿童 28.8 欧，成人 32.4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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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卡世界：感受慕尼黑的阿尔卑斯魅力
独家开元妙卡活动 惊喜连连 不能错过
如果你想感受阿尔卑斯山的魅力，你今后不用跑去阿尔

期杂志，还能享受购物优惠。购买 8 欧元以上的妙卡产品，

卑斯山了：直接到慕尼黑 Schrannenhalle 的“秒卡世界”
（Milka

将获得免费的妙卡心形巧克力一盒。开元专属优惠哦，赶紧

Welt），就可以欣赏阿尔卑斯的美丽环境，小木屋的舒适气氛，

来参加活动吧！

穿着传统服装的巴伐利亚女男孩的热情等。
在妙卡世界出示本期杂志，还能享受购物优惠。购买 8
妙卡（Milka）巧克力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巧克力。世界

欧元以上的妙卡产品，将获得妙卡心形巧克力。

第一家妙卡巧克力店“妙卡世界”在慕尼黑开张，坐落于慕
尼黑市中心的鲜花大街四号（Blumenstraße 4）的谷物大厦

地

（Schrannenhalle）。妙卡世界占地面积 800 平方米，整个商

München

店都由木头原装搭建，装饰非常华丽。走在妙卡世界中，就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0 – 20 点

如同站在阿尔卑斯山中，身临其境。站在窗边就能看到阿尔

如何到达 : 座 U3/U6 或轻轨到 Marienplatz.

址：Milka Welt, Schrannenhalle, Blumenstraße 4, 80331

卑斯山的风景。
来到妙卡世界，一定不能错过每个妙卡主题屋。顾名思义，
每个主题屋都有自己的主题，汇聚了相关的妙卡巧克力产品。
除了巧克力之外，妙卡世界还有妙卡专卖的时尚服装。慕尼
黑时装设计师 Lola Paltinger 专门为秒卡设计的阿尔卑斯传
统连衣裙和裤子。
喜欢妙卡巧克力吗？
你也是秒卡的狂热粉丝吗？
快来参加我们的照片活动吧！
从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在微博上上传你和秒卡合照
的照片，并 @ 德国开元网，最有创意的参加者获得一大篮子
的妙卡 Milka 产品！提醒：请一定要 @ 德国开元网，否则我
们无法看到你的参赛照片哦！同时，在妙卡世界出示开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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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好一起去户外活动吧
——徒步篇
文 & 图 / 张勒洋
首先简单自我介绍下，我是一名在慕尼黑读书的普通学

徒步看似一项人人都能参与的平民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多讲

生，经常通过一些在线公共平台比如微博、QQ 群以及微信等，

究的，首当其冲的装备是必不可少的：一双合适的鞋子与双

组织一些户外运动健康地充实大家的闲暇时间。其实，在刚

肩包。一双合适的鞋可以很好的保护双脚降低扭伤撞伤概率；

开始的时候，我的感觉也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德国的生活

一个牢固的登山双肩包即使在盛装很多东西的情况下也能很

就是 “ 好山好水好无。”2012 年 5 月的一天，我心血来潮，突

好的分担脊椎承受的压力。有了这两样东西之后，接下来就

发奇想：何不自己找点事情做做呢？于是时不我待，当天就

可以倾心策划出行计划了。

决定独自一人骑车去楚格峰并露营一夜。万事开头难，从此
之后，我对户外运动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自己的身体力

活动策划

行和持之以恒，也影响和感染了身边的朋友，再加之我的热
情鼓励和动员，如今这一活动就像滚雪球一般，从起始的十

策划第一步看天气，我想谁都不愿意淋着雨在山林中走十几

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的接近四百人，而且还创建了公共联络

公里吧！徒步以晴天或多云天气为宜，如果喜爱摄影的朋友

群，所涉及的领域也由单一的徒步向登山、露营、骑行、滑雪、

一定不能错过有云朵的天空。以去年十月中旬 Oberstdorf 登顶

溯溪等不断拓展。

Nebelhorn 为例，是非常棒的徒步季节。时值深秋，登临山顶，
心旷神怡，俯瞰林间斑驳一片；信步林间，落叶为伴，沙沙

为了让大家更能真切地了解户外运动，我现身说法，主
要围绕这两年在慕尼黑周边所从事过的一些活动来普及这项

作响如曼妙之境。看过天气预报之后整个一周都是好天气，
于是迫不及待通知大家：周末有徒步活动。

运动的相关知识。顾名思义，这是一项与大自然能亲密接触
并强身健体的活动，可以分很多大类，如：水面及航海类，

选择路线：赏秋景是我们的重点，活动事先的宣传动员，

陆地及单车类、山地及地下类、野营及猎捕饮食、机动车船

很多人对此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因此线路的选择需要满足这

及航空、娱乐休闲及军体类。近两年慕尼黑周边组织的户外

么几个条件：一、低海拔；二、距离长；三、有制高点可以俯瞰；

活动主要以夏秋季徒步登山骑行，冬春滑雪为主，也有过小

四、难度小；五、交通方便火车直达；六、没有去过的地方。

范围的溯溪，卡丁车以及正在计划中的彩蛋真人 CS 活动 ……

先前的活动，是以慕尼黑以南的阿尔卑斯山区作为主要目的
地，粗略浏览一遍地图后，Oberstdorf 是个不错的选择，慕尼

今年德国有过冬天么？少得可怜降水让冬季热爱滑雪的

黑的火车可直达座落于山脚下的小城，于是火车站就作为出

我们感到了无可奈何，不过幸运的是，二月底三月初天气就

发的起点。（乐儿：这里我不明白线路的选择与赏秋景之间

变得暖和，阳光非常的充足，可以告别雪场转到徒步登山中

的必然联系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还需要你

来了。经过一个冬天的 “ 保暖养膘 ”，每个人的体能方面会有

推敲和斟酌）。

所退步，所以回归山区切不可心急，初期准备工作要备足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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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地点之后就可以策划具体路线了，单日总长度以

虽然防滑与耐磨一直都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指标，不过 Vibram

20km 以下为宜。考虑到人多且体能参差不齐等因素，故因不

作为鞋底材料是公认首选，毕竟也是做飞机轮胎出生的品牌。

而异设计两条路线，如图 1 所示。地图是每次出行的必备，

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种类，一般建议选择中帮有很好

从一张地图就可以获得很多的信息：目的地的海拔高度，路

的防水性能以及保护脚踝降低受伤风险。如 Scarpa、Lowa、

线的难易等级，如虚线上的点越小路越难走；从等高线以及

Meindl、La Sportiva、Aku、Mammut…… 都是不错的品牌选

方向标确定路线哪一侧为阴阳面（这一点春季初夏徒步时尤

择。登山包主要分三大部分：背负系统，装载系统和外挂系统。

为重要，如果是阴面的话，会因为阳光的少照射而有很多积

好坏主要看背负系统，一个好的登山包可以把力均匀传递且

雪行走起来会非常困难）；哪里的风景会好看如溪流、湖泊、

良好的通风系统不至于变成累赘。

树林、峭壁 …… 因此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活动
准备前就要尽量保证多个人都持有一份地图。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把地图存在手机让出行变得更
加便捷。吃的东西主要以能补充能量为主，士力架、巧克力

交通安排：此行总长度约为 20km，按照大部队的行进速

是非常管用，就我个人而言，喜欢自带饭盒做点好吃的，待

度完成全程需要 7 小时左右，到达时间就必须在上午十点左右，

到了山顶之后好好犒劳自己！ 1.5L 水基本能满足一天需求。

接下来就要在 www.bahn.de 查到合适的火车了。

手机作为通讯设备必备最好还备有移动充电器，夜晚闪光灯

信息整合并通知参与者集合的时间地点，人多的
话以提前半小时为宜。
行前策划之后就该进行出行前装备及饮食的准备了。
单日徒步必需品并不多：登山鞋、双肩包、地图、伙
食、水、手机、垃圾袋，附属装备：冲锋衣、登山杖、
手电筒、哨子、照相机、防水火柴、紧急药包。

Tipp:
关于装备
前面已经提到，登山鞋及双肩背包为首当其冲的
装备品，因此要重点提示：选择时要注意防水透气，
耐磨防滑和抵抗冲击力是需要考量的重点，在防水方
面选择带有 Gore-Tex 材料作为防水夹层的一定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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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充当手电筒。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所以每次出行都要

50 多人，作为领队一定要顾全大局，到达火车站之后做简单

做两手准备，有时候路上遇到小麻烦来不及赶在天黑前下山，

说明，并指派几名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关注和照顾一下团队中

手电筒就能起到大作用了。很多人都觉得登山杖是累赘，其

体能较弱者或新人；

实不然，使用登山杖可以减少腿部 20% 左右的力量消耗，而
二、火车团体票每凑齐五个人就买一张票上火车。这样

且可以走得更稳当。

既有充足的时间买票又不会因为太乱而不方便管理。上到火
徒步作为亲近大自然的运动切不可反其道而行，要崇敬

车后就要开始统计人数了，保证来时多少人回时不少人。

自然，崇尚自然。大自然带给我们壮阔美丽的风景，在享受
其中的同时，我们更要从点滴做起，珍惜大自然恩赐，杜绝

关于徒步运动的耐力和体力分配

不良行为，避免留下一点点垃圾。因此，随身携带的垃圾袋，
有时还能充当防水袋以防手机相机等贵重物品进水损坏。

徒步运动可以说是对人的耐力的一种最好考验，往往最
难的

关于徒步团体活动

阶段就是刚开始上山的半个到一个小时。此时的身

体状况，还没能习惯突然的爬升，因此会感到异常疲劳，这
时候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可以适当减缓速度，一定要

万事俱备之后，就要静下心来，争取有个好睡眠，在睡

咬紧牙关，树立必胜的信念。要不畏难辛，挑战自我，恒定

梦中迎接第二天的到来了。当然，一大早把大家招集来了，

信心走到顶峰的人，终能见到最美的风景。坚持过这段时间，

组织好最终完成徒步，说起来也是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对此

待身体习惯这种强度之后疲劳感就不会太强烈了。大概三个

我有两个小窍门：

小时左右就可以做一次长时间的休息、进餐，补充体能。一
般单日徒步要保证 5 小时之内能登顶成功。到达图一所示绿

一、提前半小时集合。此行 Oberstdorf 创纪录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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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泊一条瀑布穿越树林完成全程，一路上的风景美不胜收。

还有什么能比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更能增进彼此的距离？

下山过程中有必要向大家提醒的一点是，当大腿劳累的时候，

这项运动对个人的技巧要求并不高，人人都能参与，需要的

走路时便会不自觉的锁关节。

只是合适的装备，融入大自然的开销仅仅是那不到十块钱的
交通费，同样是朋友相聚，大家其乐乐融融，在一起健康地

锁关节的意思就是把腿部伸的笔直，这样可以减轻大腿

走一天，难道不比躲在家里吃饭喝酒来的健康实惠？

肌肉的负担，暂时放松自己的肌肉，但是却很容易造成膝部

不要怀疑自己的身体不好无法完成，也不要找一些客观理由

劳损，膝冲击伤，脚踝劳损，脚踝扭伤，以及腰肌劳损。

成为托词，每次爬山单靠体能确实非常痛苦，但是不要忘了
还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持之以恒的坚强意志，完成它就是胜

因此要保持膝盖微屈的姿势。下山过程大概三个小时左

利！凡是有第一次，体能与力量又是最容易练出成果的，第

右，回到火车站再清点人数，待队员到齐返回慕尼黑，此次

一次走完也许会全身酸痛两三天，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之后

活动圆满成功！

就会有明显改善。身体是自己的，而锻炼是最廉价的保健品，
年轻的时候有个年轻的体魄，年老之后就可以远离病痛的骚

关于徒步运动

扰，如此投入何乐而不为？可以说每次有新人的加入，都是
我把他们 “ 骗 ” 来的，刚开始上山的时候总是怨声载道，可是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只是走路有什么好玩的？刚开

到达山顶再问起：“ 下次还来么？ ”“ 来！ ” 这大概就是对我

始的时候我也这样问自己，但是当经历过后才知道这是一项

组织每次活动最大的肯定吧！山高人为峰。每每登上山顶再

让人上瘾的运动，带来的不单单是健康的身体，还能够全身

回望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那种成功的自豪感大概就是我登上

心地投入到大自然之中去，欣赏到平时在城市中看不到的自

一座座山顶的原动力吧！我相信自己，上的山会越不越多的。

然界的鬼斧神工，身体上一天的疲劳换来的却是未来一周时

下次可以站在这个山头指向对面的山头，告诉同行的人：那

间的神清气爽，内心的压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完美的睡眠，

座山也被我征服过！一座座山都被我踏在了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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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慕尼黑的珠宝时尚
——希尔奢钟表珠宝行带来慕尼黑风情
图 / Juwelier Hilscher
随着中国新《旅游法》的施行，中国游客的出境旅游团

雅（TAG Heuer），真力时（Zenith），保时捷设计（Porsche

禁止安排购物等回扣活动。没有导游的回扣费，还能享受境

Design），万宝龙（Montblanc），浪琴（Longines），萧邦（Chopard），

外购物免税或退税优惠，尤其是钟表珠宝类奢侈品退税额度

西班牙皇家珠宝卡瑞拉（Carrera y Carrera）和 昂文德帝（Erwin

较高，在国外购买奢侈品正当时。

Sattler）等。另外，表行还自主开发了 “ 慕尼黑手表 ”（Munich
Watch）。自 2007 年起，更为全球瞩目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说到钟表珠宝，很多人都不会首先想到德国。但是，德

设计了限量版的啤酒节手表。

国制造的技术、实力和名声，日耳曼民族的务实与严谨都让
德国品牌的腕表和珠宝独树一帜。德式设计一向简洁大方，

希尔奢钟表珠宝行

德国人认为设计必须是服务于产品的，并且是具有一点的功
用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设计风格，使得德国的产品都带有一

慕尼黑施瓦宾地区（Schwabing）

个明显的特征，即不会采用太无用的设计 -- 像那些花纹的雕饰，

地址 : Nordendstr.50，80801 München

曲线的运用，一定不是德国设计师的初衷所在。德国的工业

电话 : +49 89 27275178 传真 : +49 89 27370965

设计师们是不愿意当艺术家的，他们更希望自己成为工业生

邮件 : kai@juwelier-hilscher.de

产中的重要一环。喜欢极简风格和实用的朋友来到德国一定

主页 : www.juwelier-hilscher.de

不能错过德国的钟表、珠宝等奢侈品。

慕尼黑机场店
慕尼黑一向是德国的时尚风向标，这里不仅云集了国际
大品牌的专卖店，也汇聚了德国乃至欧洲的设计师和本土品

地址 : 二号候机楼出发大厅 4 楼
Terminal 2 Abflug (Ebene 04), Terminalstr. , 85326 München

牌。
希尔奢钟表珠宝行（Juwelier Hilscher）成立于 1945 年，
是慕尼黑专业传统的家族企业。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希尔奢
钟表珠宝行以其高档手表和其独具一格的珠宝闻名于德国巴
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希尔奢夫妇和他们的团队精英们凭借他
们的经验和技能，深刻了解所有客户的不同需要。 希尔奢珠
宝行座落在慕尼黑施瓦宾区（Schwabing）的伊丽莎白广场
（Elisabethplatz），主要经营的奢侈品牌有：劳力士（Rolex），
帝 陀（Tudor）， 百 年 灵（Breitling）， 宝 格 丽（Bulgari），
欧米茄（Omega），百年灵宾利（Breitling for Bentley），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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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婚纱去旅行
——婚纱／蜜月照拍摄全攻略
图 / 德国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
带着心爱的人，去向往已久的地方，最自然的感情加上最自然的美景，在摄影师
的快门闪动中，爱的故事被定格成永恒。
如今带着婚纱去旅行俨然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而德国做为一个新兴的拍摄地，
怎样才能让你们一生最重要的旅行记录更加圆满呢？今天有幸邀请到德国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以下简称：TenderTides），与大家分享他们在德国拍摄婚纱／蜜月照的

波恩樱

花大道

方方面面，帮助大家拍摄出更多经典的照片。

开 开元网

开 开元网

你好，TenderTides，能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每次拍摄时间大概多久？新人的行程又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

TenderTides
大家好。我们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座落在美茵河畔的

呢？

法兰克福，专门为在德国旅行和居住的有情人量身定制精致

TenderTides
法兰克福是欧洲的交通枢纽，建议来欧洲度蜜月的新人

的婚纱摄影旅程。我们的理念是，将欧式的浪漫与中式的传

选择法兰克福作为起飞或降落的城市。许多如我们上面所推

统相融合，以专业又亲切的工作方式，重视客户需求的每一

荐的特色小镇拍摄地，距离法兰克福最多不过一个小时的车

处细节，为每一次掌镜实拍提供个性化和具有创意的专属方

程，对于类似我们这样大本营在法兰克福的工作室来说，都

案，为新人们打造令人难忘的温馨旅程和光影纪录。

可以保证一日内轻松完成拍摄工作。一般一日的拍摄会包括
新人的化妆和造型，外景的实拍以及必要的收尾工作，确切

开 开元网

的说大概六个小时左右吧。

首先，根据你们的拍摄经历，德国哪些地方值得拍摄呢？

对于那些距离法兰克福较远的拍摄地来说，建议新人们

TenderTides
德国拥有许多著名的婚纱写真拍摄地：例如童话城堡新

选择离拍摄地较近的城市做为起飞降落的城市，拍摄也建议

天鹅堡，浪漫古城海德堡，美丽湖泊国王湖等。除此之外，

务：新人们提出心之向往的婚纱旅拍地，我们为新人们设计

我们也有十几个自己开发的特色拍摄地：例如格林兄弟的童

蜜月游的专属方案。定制服务除了提供正常婚纱写真套系的

话之城施泰瑙，精致的温泉小城巴特宏堡，以莱茵河畔葡萄

拍摄服务之外，我们还提供蜜月游的特色服务，例如在真正

园风光闻名的艾尔特维勒和吕德斯海姆，莱茵哈德原始森林

的城堡里住上一夜，在优雅的欧式小教堂举行两个人的婚礼

中的睡美人城堡，施韦青根宫殿的樱花园，德奥边境的美丽

等，那样的话新人们最好留出至少 2-3 天的时间预算。

选择当地的摄影工作室。或者也可以和我们预约私人定制服

小镇哈尔施塔特和奥伯拉梅高等 …… 真是数不胜数。

开 开元网
开 开元网

大家都向往拥有童话般感觉的婚纱照，我也特别向往呢，哈哈。

说了地点，再来聊聊时间。能说说欧洲最佳的拍摄时间吗 ?

那么新人们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还有拍摄的时候需要注意

TenderTides
每年三月到十一月，是最适合外景拍摄的季节。另外从
十二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圣诞节前夕的圣诞市场，也是非常

什么，才能让照片更好的呈现欧洲童话的感觉呢？
TenderTides
其实德国的天高云阔，色彩明媚，再加上城堡教堂，本

具有典型德国特色的冬日拍摄主题。

吕德斯海姆葡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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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具有了童话般的感觉，剩下的就是双方的配合。但是很多新人是第一次来到德国，在一个
完全陌生的国度拍摄，难免会有些拘谨。如何能让新人的面部和肢体充分放松，使之在画面里
呈现完美效果呢？首先对于新人们来说，需要在拍摄之前保持优质的睡眠和愉快的心情，因为
它们决定了拍摄时皮肤的状态和精神的饱满度。其次对于摄影工作室而言，就需要有经验的摄
影师对新人最好拍摄角度的精准抓拍，还有摄影助理对拍摄姿势的耐心引导，让定格的 pose
充满生命力和自然美感。

开 开元网
作为资深的德国婚纱摄影订制专家，哪些拍摄角度和姿势是你们想要向读者们推荐的呢 ?
TenderTides
其实最关键的是要捕捉到新人之间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同时要注意一些拍摄时候会影响
美观的小细节。这里就用几张我们的样片来稍作说明吧。
波恩樱花大道。摄影师选择了既能呈现粉嫩樱花又能看见湛蓝天空的拍摄位置。拍摄跳跃
动作时，新人们身姿要保持挺拔，头要微微抬起约三十度角，体现下巴曲线，手臂自然向后甩
但要避免过于用力。
吕德斯海姆葡萄田。一望无际的葡萄田 , 透过新人手臂搭成的心形伸展开去，加强了景深
的效果。明亮的色彩将新人们的笑容衬托得更加灿烂。
新天鹅堡的内庭。欧洲城堡的颜色偏冷色系，当日拍摄的天气也并不理想。让新娘穿上正
红小礼服，配上新郎帅气儒雅的白色西装黑色衬衫，立刻让画面的颜色有了靓丽明媚的感觉。
海德堡老城。作为背景的欧洲街头被摄影师以大光圈做模糊处理，既体现拍摄场景又突出

海德堡老城

拍摄主体。此时摄影助理要时刻注意新娘的刘海是否挡住面颊，裙摆是否自然蓬松摆放。新郎
去戳新娘的面颊时 , 要注意只是借位拍摄。不然面颊凹进去一块的样子，会影响新娘妆容的完
美效果。
巴特宏堡咖啡厅。摄影师巧妙利用钢琴表面的影子投射，更为立体和多层次地呈现了爱人
之间默默依偎。新娘向上握住新郎的手臂，弯曲时要避免用力过多。轻柔的弯曲会呈现新娘手
臂修长美好的曲线，增加画面的美感。

开 开元网
做了这么久的婚纱摄影，最令你们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TenderTides
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拍摄我们都能跟新人打成一片，好像一个大家庭，拍摄结束后他们会
感谢我们帮助他们记录美好。说实话，帮新人们呈现幸福与快乐，不让选择我们的新人们失望，
是我们 TenderTides 要深刻记住的使命。

开 开元网
听了这么多介绍，看了这么多美图，我现在也蠢蠢欲动。像我一样有兴趣的读者想要加入你们
“带着婚纱去旅行”的主题的话，该怎么向 TenderTides 预定婚纱旅拍行程呢 ?
TenderTides
预定婚纱拍摄行程可以直接发送邮件到工作室邮箱：info@tendertides-international.com，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 德国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和我们的微博小编私信

巴特宏堡咖啡厅

预定。同时，TenderTides 已经逐步展开和国内几家大型出境游旅行社的合作，中国来的新
人们在和 TenderTides 沟通拍摄需求后，可以直接到我们指定的国内旅行社报名并由那里的
工作人员负责打理签证服务事项，让新人们无需为签证等琐事烦心 , 可以轻松出游。

开 开元网
今天非常感谢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带来的分享，非常充实。德国最美丽的拍摄

德国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
邮箱：info@tendertides-international.com

季节已经到来，今年有计划的你，赶紧行动起来，预约行程，边走边拍，打造一生难忘

电话：+49 (0) 176 3167 7552

的温馨旅程和光影纪录吧！再次感谢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

新浪微博：@ 德国 TenderTides 摄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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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电影去旅行

走过茜茜公主的童话
在巴伐利亚这一片肥沃的乡土上，诞生的名人并不少，而

故事的起点：珀森霍芬

最有名的女人，应该就是伊丽莎白 • 阿马利亚 • 欧根妮 (Elisabeth
Amalie Eugenie)，也就是大家昵称的 “ 茜茜公主 ”(Sissi)。

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茜茜公主的公爵老爸在施坦贝格
湖（Starnberger See）边有一桩大房子，穿着巴伐利亚大蓬蓬

从巴伐利亚的乡间，到奥匈帝国的宫廷，她的容貌，她
的性格，她充满悲剧元素的婚姻生活和人生结局，是令人叹

裙子的茜茜公主在草坡上欢快地奔跑，好像跑着跑着就能扎
进那一汪碧波，带着她几乎满溢的烂漫和自由。

息的命运。这一切，又在许多年过去后，藉着大屏幕上的生
动故事，藉着故事里的爱情最美妙的开始，藉着彩色胶片中

施坦贝格湖是慕尼黑周边许多美湖中名气很响的一个，

的美丽风光和女主角的纯净笑容，重生了。只是渐渐分不清楚，

它也是德国最大的淡水湖。湖边的重镇施坦贝格（Starnberg）

我们看见的这个充满魅力的女子，究竟是伊丽莎白皇后的茜

和图岑（Tutzing）历来是富人最爱的地方。

茜，还是童话爱情剧本中的角色呢？
茜茜公主的故居既不在施坦贝格也不在图岑，而是在它
们中间，一个不起眼的湖边小镇珀森霍芬（Possenhofen）。
茜茜公主的故居被珀森霍芬宫是她和她的家庭每年夏天从慕
尼黑来避暑的地方。

© Österreich Werbung, Fotograf: Weinhaeup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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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电影中的炮灰男配角吗？路德维希想要邀
请茜茜公主沙龙舞，却被他的皇兄抢走了美人。这个路德
维希就是天鹅堡的缔造者 —— 路德维希二世。但是电影
终归是电影，事实总是令人跌破眼镜，生卒年月清晰地表
明，在茜茜公主和她的奥地利国王订婚那一年，路德维希
不过只是一个 8 岁的少年而已。并没有什么可能发生。
小贴士：
施坦贝格湖离慕尼黑很近，从慕尼黑，可以搭乘城市
铁路 S-Bahn 的 S6 线，沿途会依次经过施坦贝格镇，珀森
霍芬镇和图岑镇。S6 线每 20 分钟一班，到达最热闹的施
坦贝格镇也只需 20 分钟左右。
茜茜公主的故居珀森霍芬宫（Schloss Possenhofen）
不对公众开放。伊丽莎白皇后博物馆（Kaiserin Elisabeth
Museum）就在珀森霍芬的 S-Bahn 车站内，仅在 4 月至 10
月的周五至周日，及节假日开放，门票 4 欧元。
童话就此开始：伊舍尔
从施坦贝格湖边的家出发去 200 公里以外的奥地利的
伊舍尔（Bad Ischl），正式开启了电影荡气回肠的梦幻童话。
伊舍尔是萨次卡默古特地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区以
众多姿态各异的美丽湖泊出名，因此，不在湖边的伊舍尔

© Österreich Werbung, Fotograf: Trumler

其实并不引人注目，是因为镇上的一眼天然温泉，才让这
里逐渐发展成了疗养地。直至那一场盛大的订婚，这个小
镇的名字终于留在了茜茜公主跌宕的人生故事里。
穿过小镇南面的，是特劳恩河（Traun），它是多瑙

© Österreich Werbung, Fotograf: Weinhae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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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支流之一。河的北岸有一幢明黄色的老房子，上面有

以显示出哈布斯堡王朝的气派。1744 年，玛丽亚 • 特蕾西娅

“Elizabeth Residenz”( 伊丽莎白故居 ) 的名字 ——160 年前，

女皇命令建筑师尼古劳斯 • 帕佳西把这所游乐宫改建成夏宫。

它是一座高级饭店，弗兰茨正是在这里，向茜茜求了婚。茜
茜公主应允了她的国王，从此成为伊丽莎白皇后，也由此踏

异国情怀匈牙利：格德勒古堡庄园

进了历史，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匈牙利是茜茜公主一生最爱的地方，她喜欢匈牙利的语
小贴士：

言、风景、文化、一切一切。她推动了奥匈帝国的缔结，成
为了匈牙利人的王后。茜茜公主的一生都受匈牙利人民的爱

伊舍尔和附近的城镇通过火车和巴士连接，可以在作为
中转站时，留出一些时间在镇内参观。镇中也有一些停车场。

戴，在匈牙利，茜茜公主受到的尊重和敬仰是毋庸置疑的，
凡茜茜涉足过的地方，匈牙利的旅游地图上都会 “Sissi” 为标
志，布达佩斯多瑙河上有以她名字命名的伊丽莎白桥，格德

帝王别墅在小镇的北部，仅 4 月至 10 月每天开放，冬天

勒有茜茜公主庄园行宫。

每周仅开放一至两天，11 月不开放。参观需跟随导游。
格德勒距首都布达佩斯只有 30 多公里，这座小城因为 19

皇后的命运：美泉宫

世纪奥匈帝国的约瑟夫国王与王后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
的行宫而出名。行宫建于 1735 至 1749 年，1867 年被作为礼

茜茜公主与皇帝弗兰茨 • 约瑟夫在美泉宫（Schloss
Schönbrunn）从此开始了 “ 幸福快乐的日子 ”。如今，这里还

物送给匈牙利新的国王和王后，但是约瑟夫国王大多数时间
呆在奥地利，所以行宫常常只有茜茜公主居住。

保留着茜茜的梳妆间和卧室。里面陈列着她在不同时期的多
幅照片。

行宫里保存了茜茜公主当年的许多用品以及许多珍贵的
肖像油画。茜茜公主的行宫约有 250 年历史，是匈牙利境内

相传，1617 年马提阿斯皇帝到维也纳西南部狩猎，偶然

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建筑。虽后遭破坏，但仍可以看出当年的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泉眼。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喝了这里的泉水，

繁华。1945 年，这座宫殿与匈牙利其他庄园一样遭到悲惨命运，

人会变得更漂亮，美泉因而得名。1696 年，列奥波德一世皇

军队占据了已被抢劫一空的两侧，主楼成了养老院，只有教

帝命令当时奥地利著名的建筑师费舍 • 冯 • 埃尔拉赫在此地设

堂内部还保留原来的面貌。

计一座皇帝的游乐宫。建筑师好大喜功，设计方案恢宏有加，
规模和豪华程度与法国的凡尔赛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
惜，皇宫财力有限，等到 1730 年美泉宫落成时，其结果大打
折扣。尽管如此，它那 1441 间厅堂和 2 平方公里的园林，足

© Österreich Werbung, Fotograf: Die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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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茜茜公主》 讲的是美丽活泼的巴伐利亚伊丽

导演：欧内斯特 • 马内斯卡

莎白公主茜茜，在奥地利度假时邂逅年轻英俊的奥地利皇帝

编剧：欧内斯特 • 马内斯卡

弗兰茨 • 约瑟夫，两人一见钟情，而此时皇帝已经与茜茜的姐

主演：罗密 • 施奈德 ；卡尔海因茨 • 伯姆

姐海伦公主定下婚约，海伦公主是专制的皇太后苏菲指定的
皇后人选，但皇帝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天真的茜茜，并最
终违背母亲的旨意，在生日晚宴上宣布茜茜为自己未来的皇
后，在维也纳举行了隆重的国家婚礼。
第二部：《年轻的皇后》讲述了茜茜开始了她的皇后生活，
倔强的茜茜和专制的皇太后苏菲之间的矛盾，在茜茜的女儿
出生后到达了顶点。苏菲援引皇家的传统不让茜茜抚养自己
的女儿，而弗兰茨却顺从了母亲的旨意，茜茜一气之下回到
了娘家巴伐利亚，弗兰茨也追随而至，他们和好如初。回到
奥地利以后发现苏菲也改变了主意，同意茜茜抚养自己的女
儿，之后，年轻的国王夫妇访问了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人
民的欢呼声中成为了奥匈帝国的国王与皇后。  
第三部：《皇后的命运》 讲述的是茜茜证明了自己不仅
能出色的处理国家大事，也能妥善处理与婆婆的关系。但是，
当她和安德拉西伯爵前往匈牙利安抚不原俯首称臣的贵族时，
苏菲却在散布茜茜与伯爵关系不寻常的谣言。茜茜出游时染
上了严重的肺病。在母亲的帮助下茜茜才得以康复，病愈后，
她陪同弗兰茨访问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尽管那里的人民
强烈的反对奥地利的统治，茜茜还是赢得了那里人民的心。
© Österreich Werbung, Fotograf: Die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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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动“惠侨工程”，为华侨华人多办实事、好事
——访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朱万金总领事
德国开元网、开元旅游集团董事长周鸿图拜访了中国驻
慕尼黑总领馆朱万金总领事，并向朱总领事详细介绍了近年
来开元集团的发展情况。朱总领事接受了开元网记者的专访。

开元网
刚才您提到慕尼黑著名的啤酒节。除了啤酒节，足球在
慕尼黑也是热门词汇。您喜欢足球吗？

朱万金
开元网
朱总领事，首先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于 2013 年 7 月到任

对，足球也是中国人了解慕尼黑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渠
道。拜仁慕尼黑是全世界最为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我对

慕尼黑总领馆总领事，请您谈谈对慕尼黑这个城市的整体印象。

德国足球比较喜欢，从小学到大学，我也一直十分喜欢踢足球。

朱万金

现在虽然踢的机会少了，但是我也一直在坚持。 在慕尼黑我

1980 年我作为中德交换学生第一次来慕尼黑，当时我还

去球场看了一次德甲，一次欧冠的比赛。足球给这座城市注

是中学生。后来多次到德国访问、出差都到过慕尼黑。慕尼

入了活力。当然，足球也是中国人对慕尼黑比较了解的一个

黑以其美丽的风光、浓郁的文化气息深受我们中国人的喜爱。

方面。而慕尼黑这个城市的其它一些方面，我们还要去多宣传、

对慕尼黑的啤酒节、周边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如天鹅堡等，

多了解。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然而，我们对慕尼黑这座城市的了解还
不够。比如，对于慕尼黑在德国经济中起的作用，很多人了
解得远远不够。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德国南部的经

开元网
2004 年，广东省正式与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

济中心，在所有德国城市中，慕尼黑的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

这是继 26 年前巴伐利亚州与山东省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之后第

宝马、西门子、安联保险等众多国际知名公司的总部都设在

二个与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的中国省份。巴伐利亚

慕尼黑。慕尼黑的教育、科研实力也非常雄厚。中国与慕尼

州和山东省以及广东省将在未来哪些领域继续拓展合作？

黑双方合作的意愿很强烈，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早在 1975

朱万金

年，巴州前州长施特劳斯访华，建立了巴伐利亚州和中国的

广东省与巴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

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经济、科研、

与合作成果丰硕。去年 7 月，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访问巴州，

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双方近年来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与巴州州长泽霍夫会谈时明确提出了共同合作意向，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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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决定互设代表处，二是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三是

年翻了一番。

加强人员培训，四是大力促进双方青年交往、深入开展民间

领事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为德国巴伐利亚州领

往来。今年双方将共同庆祝结好十周年活动。希望双方以此

区内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供优质的领事保护和领事服务、切

为契机，推动各领域合作关系达到新的高度。我本人和驻慕

实维护他们在海外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是驻慕尼黑总领馆总

尼黑总领馆也会为此做出努力。而作为有近 27 年友好省州合

领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外交部长王毅多次强调外交领事工作

作经历的山东，已同巴州在众多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合作，

要接地气、懂民情、惠民生，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要当好“人

除经济技术合作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也很突出。

民的勤务员”，总领馆会努力践行“外交为民，以人为本”理念，

省州间领导人的互访积极促进了合作的深入广泛开展。据了

最大可能做好领事保护工作，打造好这一海外民生工程。

解山东省对巴州在社会保障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表示出

当然，做好领保工作离不开侨界、中资机构、留学生及

很大兴趣，已展开交流并开始探讨合作的可能。另外巴州政

媒体的支持。今年，外交部领事司已经开通了“领事直通车”

府也积极表示，愿在食品安全方面加强与中国两个州省合作

官方微信，还会全新改版中国领事服务网，并在年内建成“外

伙伴的合作，交流成功经验，培养专业人员。

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总领馆将围绕领事
司的有关安排，积极开展相关领事保护工作。希望大家能继

开元网
“中巴州双边关系”介绍中提到，巴州 1800 多家公司与
中国有业务关系，400 多家企业在华有直接投资。而按照 08

续予以支持，在预防性领事保护信息发布、提高中国公民海
外安全防护意识等方面多做贡献，与总领馆一道，共同做好
领区内的领保工作。

年 4 月份的统计，在巴州投资的中国企业目前有 50 多家。驻
慕尼黑总领馆将如何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落户巴州？

朱万金
投资合作是双边合作近期的热点，巴州企业特别是中小

开元网
2012 年 8 月，开元网正式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
慕尼黑联络处，并负责中国驻慕尼黑领区内的新闻采编和深

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依然浓厚，不断有企业咨询对华投资的

度报道等工作。开元网自创建已有 11 年，为在德华人的生活、

具体问题或办理相关的文件认证公证手续。据巴州经济部提

学习、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交流平台。您通过开元网，对在

供的数据，近 4000 家巴州企业有对华业务往来，巴州企业在

德华人，尤其是巴州华人及华侨有什么要说的话？

华有 450 多个投资项目。中国企业来巴州投资兴业也已成为

朱万金

双方合作的一个突出方面，特别是近几年，国内企业对来巴

过去一年中，巴州侨务工作取得不少成果，这离不开巴州

州投资的兴趣越来越大。几年来我国企业投资巴州取得了良

侨团、侨领的辛劳和努力，离不开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和协助。

好业绩，而且这些投资项目也为当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在此，我借贵报提供的机会，代表总领馆向致力于侨务工作

就业形势的改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们掌握的

的侨团、侨领及华侨华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新的一年中，

在巴州投资的中国企业有 50 多家，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总领馆将继续推动“惠侨工程”，把更多资源投向基层侨胞，

我们感谢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和帮助中国企业来德投资

为咱们华侨华人多办实事、好事。

的积极态度和努力，在此要提及慕尼黑市政府在改善中国企
业人员签证和劳动许可方面的积极态度和举措。

为推动领区内的侨务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请允
许我对华人华侨提以下几点希望：一是团结和谐，形成合力。

总领馆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通过与巴州

今年，根据国务院侨办的统一安排，驻慕尼黑总领馆将以“和

政府和相关地方政府的友好合作，为国内企业投资争取必要

谐侨社建设年”为引领，着力引导侨团规范化建设和平安侨

的良好框架条件；了解、掌握和维护当地优质的中介、法律、

社建设。德国巴州侨团数量不少，人员比较分散，成员间甚

信息等方面的服务资源，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和信息，同时

至可能有一些矛盾。我想强调，团结是根本，更是力量。希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沟通和协调中资企业间的交流

望我们的侨团能够团结一致，展现出我们中国人“人齐心，

与合作。我们还加强与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德国商会合作，

泰山移”的精神。二是真抓实干，维护好整体利益。当前，

共同帮助中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德投资事业，为中德经济

在德国巴州的华人华侨力量还不算强大，很少为“华人自己

合作增添新内容。

的利益”发声。不久前，在慕尼黑，当中餐遭到德国某网站
“抹黑”时，都没有咱们华人自己的声音对此做出批驳，最

开元网

后还是中餐的爱好者慕尼黑市市长乌德先生站出来为中餐仗

旅居巴州华侨华人现约 2 万人，其中华侨万余人，在巴

义执言。我想，咱们的华人华侨，无论从自身利益利益出发，

州留学的中国学生 3000 余人。对领区华人华侨的领事保护在

还是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都有义务和责任提高华人在当地的

领馆工作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形象和地位，能更多的融入当地、更多发声。三是再接再厉，

朱万金

发挥好中德交流的桥梁作用。当前，中德关系目前发展形势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

良好，这里也由德国华侨华人的贡献。你们是中国通，也是

和企业越来越多，领保工作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遇到的

德国通，希望你们为传播中国文化，深化两国和两国人民了解，

问题纠纷更加棘手，承担的工作量也大幅上升。2013 年，驻

加强双方合作等方面继续努力，同时也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

慕尼黑总领馆处理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约 200 起，比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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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网专访“古典音乐王子”——李云迪
文 / 赵娇
作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 金奖获得者，

图 / 徐铭泽

李云迪

李云迪引领着古典音乐新一代的潮流。今年 2 月 25 日，李云

我觉得在汉诺威的学习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

迪在伦敦正式开启他的 2014 欧洲巡演之旅，他的新专辑《王

在这里能够更多去了解西方的文化，包括学习西方音乐的历

者幻想》也同步推出。在本次李云迪欧洲巡演 4 月 11 日的慕

史，感受当地的文化气息和氛围，这对我对作品的理解非常

尼黑站演奏开始之前，开元网专访了李云迪。

有必要，非常有帮助的。这也让我对一些作品和作曲家，不
管是贝多芬也好，舒曼也好，有更深入的了解。

开元网
你今年的欧洲巡演从 2 月 25 日至 4 月 27 日，一共安排
了 25 场，遍布欧洲的 25 个核心城市。截至到目前，有没有

开元网
德国人一向以严谨、理性而著称。在德国学习的这段经历，

给你留下特别印象的一些场次？

对你的音乐表达方式产生什么影响吗？

李云迪

李云迪

基本上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演出都是很特别的。特别是包

从艺术的角度来讲，音乐是一种非常人性化和感性的表

括伦敦、巴黎、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奏，我觉得都是非常有

达方式。当然，同时它也需要理性的一面，包括贝多芬的音

意思的巡演。今年也刚推出《王者幻想》的专辑，在巡演的

乐，它有严谨的结构。当然，作为一种音乐去演绎它的时候，

所有场演奏这个新专辑，都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在演奏的过程中，我会加入自己的感受和对作品的态度。

开元网

开元网

去年的这个时间，也就是 2013 年的 4 月份，你在慕尼黑

2014 年欧洲巡演德国一共是四场，分别是汉堡，多特蒙德，

的皇宫内成功举办了演奏会。那么今年 4 月 11 日，你将再次

慕尼黑和柏林。德国是这些国家中演出场次安排最多的国家。

在同样的地方进行演奏，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

为何做这样的安排呢？

李云迪

李云迪

其实我每年也都会到这些地方进行演奏，算是欧洲音乐

德国是多数的艺术家经常到访并演出的地方。德国提供

会的一个传统。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作品。其实每一次

了很好的音乐厅以及非常好的艺术氛围，它是很多音乐家，

都是很激动的。特别是今年，我会在慕尼黑演奏新发行专辑

比如贝多芬的诞生地，所以我们在德国也安排了相对比较多的

里的独奏曲 - 舒曼的《幻想》曲。我相信可以让这里的观众感

场次。

受到我音乐的一个状态。

开元网
开元网
你和德国其实也有很深的渊源。你从 2001 年到 2006 年间，
在汉诺威音乐和戏剧学院深造。这段时间对你的音乐道路和
作品的演绎方式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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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国的这四场演出，会不会基于演出城市不同的艺
术特点，在演出方式和音乐 的表达上作相应的调整？

李云迪
德国的这四场演出，曲目选择上大体是一致的。按照正

非常人物
常情况，每个季度会有不同的作品呈现，但是每个城市可能

未来可以去演奏。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不会有单独的不同的作品。

开元网
开元网
能不能介绍一下新专辑《王者幻想》？

李云迪

你怎么看待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推广？

李云迪
与其说是推广，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对于

新专辑《王者幻想》是我再次和 Daniel Harding 及柏林爱

西方音乐和文化的了解，中国在过去的 10 年里已经有了很大

乐乐团合作录制的。《王者幻想》包括贝多芬皇帝协奏曲和

的发展。现在中国有五千万学习钢琴者。大家学习音乐，除

舒曼幻想曲两首重点曲目。这两个作品，我觉得都是在钢琴

了丰富自己的修养，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尊重和了解。其

史上很重要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协奏曲，一个是独奏曲。而

实经典的文化和不同的国家传统也是大家能够去接受的，是

舒曼又是受贝多芬影响至深的德奥浪漫派作曲家。舒曼的独

人类一个宝贵的传承。在未来的中国，大家去欣赏音乐，包

奏气势恢宏，可以看作是对贝多芬的一种致敬。我和 Daniel

括现在的小孩学习钢琴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些音乐都是

Harding 是老朋友了，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那和柏林爱乐

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团是第二次合作共同录制专辑，第一次是 07 年和小泽征尔合
作的普罗科菲耶夫和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我们的合作也非
常开心。

开元网
近年来，你也参加了一些商业活动和娱乐节目。你怎么
看待通过娱乐化的方式来进行古典音乐的普及和流行化？

开元网
你的新专辑中的作品在风格上接近浪漫派风格。你是在

李云迪
我觉得只要有好的平台，好的地方，让大家听到和感受

尝试从古典向浪漫派转变吗？

到古典音乐，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去做的。在我的祖国，能让

李云迪

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欣赏古典音乐，是我非常期待的。

其实每首作曲有它自己的风格。大家以前可能接触到的
更多的是我演奏的肖邦和李斯特。而这次的新专辑中，贝多
芬皇帝协奏曲和舒曼幻想曲具有强大的浪漫主义气息，这种

开元网
那么面对现在网络上大家对你和朗朗在音乐造诣方面的

风格是德式的一种浪漫，是以非常有条例，非常有逻辑的方

争执，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竞争关系的？

式去表达一种浪漫的情怀。每个作曲家抒发情感的方式是不

李云迪

一样的。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发展方向。对于艺术来讲，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每个音乐家，不管是肖邦，还是贝多芬，

开元网
肖邦、李斯特、贝多芬和舒曼，这些古典音乐大家里，

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和对音乐的追求。每个艺术家都是在尽
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音乐和状态展现给观众。

你最擅长演绎的是否还是肖邦？

李云迪
对于我来讲，都是一样的，因为演绎不同的作曲家都是
一种挑战。

开元网
如果现在你有一个可以休假的机会，全世界你最想去哪
儿度假？

李云迪
开元网
这次欧洲巡演的演出曲目中有中国民乐《彩云追月》，
《云

如果是休假，我会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具体去哪儿度假，
这要看心情和状态了。

南民歌五首》，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什么要加入中国
民乐的元素？

李云迪
其实很简单。我非常希望能在这次巡演中加入一些中国

开元网
对德国的华人粉丝，你有什么要说的话 ?

李云迪

的特点，并且把中国音乐介绍给欧洲的听众。本次巡演也选

我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如果有年轻人的支

择了一些经典的中国民乐，我希望通过这些演奏，能让外国

持和欣赏的话，我觉得古典音乐的将来会更好。这对我来说

人更多了解中国的音乐和文化。

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开元网

开元网

那么从演奏会上听众的反馈，你是否会考虑将来长期尝

好的，云迪。谢谢你宝贵的时间，我们也预祝你接下来

试这样中西合璧的演奏风格？

的演奏获得成功。

李云迪

李云迪

这个我会长期去做的。我也期待有更好的中国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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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助游正当时

旅游省钱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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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游跟着旅行团一个景点一个景点跑，没有多余的

宜。由于有较大的景点选择权，半自助游比跟团游自由。

时间留给自己，每个景点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玩完，然后马
不停蹄地继续游下一个景点。
自助旅游要自己打理旅行的一切一切，订机票、酒店，
查火车、巴士车次，制定旅游路线，做景点功课。

与自由行比较轻松便利
交通和住宿虽然不是旅游的内容，但却是旅游顺利完成
的保证。在出发前将这两点安排好，就可以安心地游览了。
而且在旅游旺季，交通和住宿也是最难解决的，通过旅行社

对于懒惰却向往自由休闲的人来说，既不愿意跟着大巴

是明智的选择。

团，又懒得自己包办一切，不要气馁，还有另外一种旅游方
式——半自助游。不仅省去自己买门票、车票的麻烦，还能

质同价优

玩得舒心。半自由行的行程可以自己安排，旅游过程灵活自在、
不紧张。

散客和团队的价格就像零售价和批发价，在同等标准的
交通和住宿情况下，通过旅行社订购自然比自己作为散客直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旅游业的逐渐完善，人们对

接预订要获得更大的折扣。半自助游最大的优势是，能享受

旅游的热情有增无减。《旅游法》之后，更是催生了“自由

机票、酒店的团队价，而市面的自由行产品一般执行散客价。

行浪潮”，也带热了旅行社的半自由行产品。像朱先生这样，
很多游客热衷于 “半自由行”。据了解，半自由行与传统跟

与团队游比较更加自由

团游和纯粹自由行相比，优势主要表现为：能够为游客提供
全程专车及专业导游，享受私密度假和专属服务；行程经协

大多数旅游者不选择参团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行程已

商确认，可以任意自由组合景点游览，所有行程由游客做主。

经被安排定了，每天只能跟着导游的小旗走马观花，不管感

航班、酒店可以自由选择，出行日期可以自由安排。

不感兴趣都要参加，没有一点自由可言，而且有的线路产品
还有规定的购物和自费项目，让人不愿接受。而半自助游除

什么是半自助游？

了交通、酒店和旅游天数被确定外，游览内容、行程安排完
全由游客自己决定，而且许多“半自助游”产品中的交通、

半自助游是一种介于参团游与自助游之间的旅游方式，
其特点是旅行社只负责交通和住宿等环节，而游览行程、餐

酒店和旅游天数也是有许多选择可以自由组合的，甚至连住
宿都可以自己解决。

饮等全让游客自己安排。
选择半自由行的游客，多半是没有太多旅游经验又不愿
自助游是不跟团，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结伴而行，吃住行

受拘束的年轻人。这类游客没有专业驴友的充裕时间，如果

完全自己解决，完全是自己去，自己回来自由行是机票加酒

再缺乏专业指导，独自打理吃、住、行、游、购、娱每个环

店，跟团，由旅行社安排住宿与交通，但自由行没有导游随行，

节会较困难。旅行社凭借多年来在机票、门票、车票、酒店

饮食也由旅客自行安排，自由行不同于半自助旅游，因为旅

等方面的资源资源，能为游客提供较低的团队票价和专业旅

客在航空公司航班与饭店的选择上均受到限制，但行程安排

游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发的半自助游产品，可帮助这类游客

的弹性与半自助旅游相同。

安排一次轻松享受、质优价廉的旅程。”

半自助游 = 自由行 + 团队游，可以不用自己规划往返于

注意事项

不同旅游地点之间的交通及住宿。旅游者只需要自己计划好

行前准备

到不同旅游地点后的参观游览内容，交通和住宿都由当地旅

虽然参加半自助游可以省不少心，但旅游天数、行程安排、

行社或其它旅游机构代为办理。

交通方式、住宿位置等还要自己考虑周全。然后还要选择一
家适合自己旅游计划的旅行社，并且货比三家。

参加半自助游的游客到达目的地后，可自由安排行程，
然后在约定时间集合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或者首先随团去当

由于旅行社不安排导游，所以游客对旅游地最好先做些了解，
以便有的放矢、玩得更好。

地必看的景点游玩，再安排一部分时间按照各自的兴趣自由
安排。既有人包办大致行程路线，途中又能随心所欲去自己

遵守规矩

喜欢的地方，可谓两全其美。

通过旅行社订的机票是不可以更改日期的，酒店也是预订好
的，所以确定了行程后，尽量不要有变动。

由于跟团出游 , 免去了订机票、找酒店的麻烦，半自助

不管游览的时候多么随意，在出发、返回集合时都要守时。

游比自助游方便；由于旅行社提供的机票和酒店享受折扣，
又省去了可去可不去的景点门票，半自助游费用比自由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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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购物两不误
——鲁尔蒙德名品奥特莱斯给你的荷兰赏花之旅增“色”
正值荷兰库肯霍夫公园鲜花盛放，到荷兰赏花，邂逅五

在中心内的各时尚咖啡店或是餐厅畅通无阻地使用网络。我

颜六色的郁金香。除了赏花，购物也能给你的生活增加五彩

们为购物者汇聚了最著名的时装、配饰和家居用品品牌，如：

缤纷的色彩。借着去荷兰的机会，也血拼一下世界大牌的折

Armani，Bally，Burberry，D & G，Furla，Gucci，Prada，

扣品吧！

Ralph Lauren，Salvatore Ferragamo 等，并全年提供高达 30%
至 70% 的折扣。我们拥有 900 多个奢侈品品牌，其中包含 50

4 月 15 日到 5 月 10 日期间，位于荷德边境的鲁尔蒙

位国际一线设计师作品。

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也有另外一番“色彩”美景。鲁
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在此期间举办“Colour me
happy”活动，参加促销的产品类别包括所有种类的配饰，从

预知更多详情，欢迎访问我们的集团官网：mcarthurglen.
com。

鞋袜、手袋、珠宝、皮革制品到内衣及家居用品等。
鲁尔蒙德名品奥特莱斯（Roermond Designer Outlet）
提前预约时尚卡（Fashion Passport），还可在参与商铺购
物享 10% 额外折扣。

特色：120 多家名品专卖店，拥有 220 个品牌。国际一线大牌
众多！
地址：Stadsweide 2, 6041 TD Roermond, Netherlands

亚瑟格兰名品奥特莱斯隶属于 McArthurGlen 集团——欧

位置：荷德边境 距离杜塞尔多夫 30 分钟车程；库肯霍夫公

洲顶尖设计师品牌零售业的开发商、业主及物业管理方，目

园 2 小时车程；

前拥有 21 家名品奥特莱斯，分别位于奥地利、比利时、法

穿梭巴士 : 每周六日有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往返班车； 搭乘地

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这 8 个国家的主要城市。

址紧邻火车站。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20:00

亚瑟格兰名品奥特莱斯由世界顶级建筑大师所设计，旨

网址：www.designer-outlet-roermond.com

在提供非凡的购物环境。中心内还覆盖了免费 Wi-Fi，顾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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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游轮去欧洲旅游
去欧洲旅游你会想到用什么方式去？坐飞机一定是第一

服务越有质量。而安全系数是根据船的构造特征和配备的安

个从你脑中闪过的想法。的确，要去万里之遥的欧洲坐飞机

全装置来衡量的。但有一点是要肯定的，就是船越大，航行

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但是在坐飞机的时候你是不是

就相对越平稳。

会感到很无聊呢？或者说你有恐高症不敢去坐飞机，那么最
好的方式是坐游轮。坐游轮的时间较长且游轮上的居住、娱

邮轮的价格是全包价，什么都包括了？

乐设施非常齐全。可以解决无聊的海上路程这也是一次认识
朋友的好机会。

这可就是大错特错了，邮轮绝对不是一张通票就通吃通
喝了。邮轮报价的明细会很明确地告诉你都包括哪些服务。

说到豪华邮轮，你一定想到过泰坦尼克号，在那搜游轮

舱位不同，获得的服务也不尽相同。最简单的例子，邮轮上

之上的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其实在现代的豪华邮轮之上也

有的餐厅针对某些舱位的客人是免费的，有的则是收费。通

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一般比较豪华的邮轮，游客较少，服务、

常越高级的舱位包含的免费项目就越多。在邮轮上消费时，

设施都非常齐备。不仅有专业的服务人员照顾你的衣食起居，

最好事先问清楚。

而且在陆地上该有的娱乐设施这里都会有，游泳池、按摩浴池、
健身房、舞厅、疗养馆等。你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狂欢。另外

邮轮旅游语言是问题吗？

豪华的邮轮上一般还会有各式各样的餐厅，餐厅中会有专业
的厨师为你烹制世界各地的美食。游轮上还有酒吧、咖啡馆等。

这是很多中国人开始邮轮旅行前考虑最多的事。如果是

没事的时候可以到去这些地方坐一坐，听听音乐舒缓一下身

传统的旅行形式，至少还有导游，可邮轮上完全靠自己。但

心疲劳。另外在邮轮上还能看到美丽的大海。吨位较大的邮

实际情况没那么令人担忧，因为每艘邮轮上都会招聘可以熟

轮行驶起来非常的平稳可谓是如履平地，晕船的人不需要太

练掌握不同语言的员工，这样便可以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

担心。

提供最方便的服务。邮轮是国际级的，服务也一定是国际化
标准，船上的服务人员也来自世界各地，说不定可以偶遇同乡。

不管乘坐什么样的豪华游轮，到欧洲的哪个地方去旅行。
都希望在大海上漂荡的日子一切平安，到欧洲区的每一个地

我需要携带那些行李 ?

方都能很愉快。
充分的行李准备，是尽兴的开始，看看自己是否一切装

邮轮越大越好？

备就绪。无论是室内或室外，日间穿着以短裤、T 恤、西裤、
休闲裙、衬衫及夏日洋装装扮，最为合适。如果想倘佯泳池旁，

邮轮越大，相对的活动空间就越大。但衡量邮轮的豪华

沐浴阳光，则请携带２套泳装，以免另一套弄湿后无法替换），

程度是要看乘客和服务人员的比率，通常的情况是 3:1，而这

以及一双休闲鞋。若打算到健身中心活动筋骨，可别忘了多

个比值越小则说明越豪华，即一个服务人员对应的客人越少，

带几条短裤、T 恤及袜子，这样就不必汗流浃背地折返客舱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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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路线
洗。当然还有一双网球鞋或跑步鞋，也是绝对少不了的。
若选择欧洲或阿拉斯加航程，入夜时分甲板上可能会较

现场的表演或是首轮的电影，绝对会让您有多样化的选择。

邮轮的价格有什么不同吗？

凉，建议准备毛衣、夹克及长裤。至于游览任何博物馆、教
堂或宗教圣地时，含蓄保守的穿着绝对是明智之举。 不要忘

邮轮的价格是根据邮轮不同甲板、不同舱位有所区别。

记带上雨衣、徒步鞋及可以收折的小雨伞。

线路信息
出席正式晚宴，女士需要穿著晚礼服，男士则必须以西装、

线路名称

地中海邮轮游 - 希腊列岛巡游 8 天 7 夜

游览国家

意大利 - 希腊 - 克罗地亚

上下车地点

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柏林

住宿

邮轮双人舱 / 四人舱

行程安排

德国 - 威尼斯 ( 意大利 )- 巴里 ( 意大利 )- 卡塔科隆
( 希腊 )- 圣托里尼 ( 希腊 )- 雅典 ( 希腊 )- 杜布罗夫尼克
( 克罗地亚 )- 威尼斯 ( 意大利 )- 德国

行程特色

海上八天七夜航行，在灿烂的阳光下轻松惬意的享受爱琴海
美景！

领带或燕尾服打扮。至于半休闲的晚餐时间，女士则应身著
洋装衣裙，或是裤装，男士则须披上夹克或外套。请记得，短裤、
T 恤及泳装，都不是餐馆或晚餐的合适穿着。
建议随身携带一个小提包，里面带上你的旅游证件、更
换衣物、泳装、运动装，以及您可能需要的药物。这一来，
当你进入客舱时，就无需等候行李送至，直接出门行乐。

不应该携带的物品？
基于乘客的安全，以下物品不得携带上邮轮：电子变压器、
咖啡冲泡机、蜡烛、熨斗、非法药物、易燃液体爆炸物（如烟花）。
为了安全理由，建议托运行李内不要置放任何贵重物品（如

线路信息

首饰）。

线路名称

北欧北海八天七夜邮轮游

我是否需要带晚礼服 ?

游览国家

德国，挪威，瑞典

上下车地点

基尔

住宿

邮轮双人舱 / 四人舱

行程安排

基尔 - 克里斯蒂安桑 - 海勒叙尔特 / 盖朗厄尔 - 弗洛姆
( 挪威）- 斯塔万格 - 哥德堡（瑞典）

行程特色

9 天全景邮轮之旅，游览 7 个著名城市风光，享受星级
邮轮提供游乐项目，全程含餐，探入人类最后净土，品读
人间仙境峡湾之旅。

大多数邮轮上，晚餐及聚会的气氛是很活跃及放松的，
穿普通正装就可以了，不要为了邮轮旅游而特意买一套昂贵
的晚礼服。邮轮上也提供租借燕尾服服务，供您出席正式晚
宴及特别场合使用。

坐邮轮旅行会很闷？
你只说对了一半，邮轮其实是亦动亦静。如果你坐邮轮
的目的仅是看海，那就安静地和大海为伴吧，如果不是，那
邮轮上为你安排的活动可谓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了。吃，
有各国美食；喝，有风味独特的冷热饮品；玩，就更不用说了，
游泳、音乐、电影、健身、各种主题 Party，并且船上还有各
种类型的讲座，如插花、调酒等，让你在旅途中还能学到东
西。您会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去发现，邮轮就像是一座漂浮的

线路信息
线路名称

地中海列岛巡礼 8 天 7 夜邮轮游

游览国家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

上下车地点

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柏林

住宿

邮轮双人舱 / 四人舱

行程安排

特拉帕尼 - 奇维塔韦基亚 - 拉斯佩齐亚 - 马赛 马略卡岛的帕尔马 - 瓦莱塔

行程特色

地中海列岛巡礼 8 天 7 夜，游览八个地中海城市与海港，
感受地中海的风情。

渡假胜地，可以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像是躺在酒吧上的椅子，
呼吸海上新鲜空气，晒太阳，读本好书，观赏多变的景观。
或是参加一个运动课程，舞蹈课程，运动比赛，或其他的甲
板活动。或者您也可以练习网球与高尔夫球的动作，投篮球，
游泳，享受三温暖，到健身房运动，欣赏电影，听场演讲，
玩桥牌。让您有更多自由的空间与享受。

船上娱乐是否要付费？
不需要。邮轮假期的室内娱乐，都是不需要入场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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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邮轮游 梦幻希腊列岛巡游
海上八天七夜航行，在灿烂的阳光下轻松惬意的享受爱
琴海美景！

提前一天从德国各大城市出发，乘坐大巴前往港口，
当晚宿邮轮公司安排的酒店。

邮轮假期越趋流行，原因有以下几点： 海上度假村 — 邮
轮可谓一个海上度假村，设施应有尽有，比一般度假村更多

第 1 天行程 —— 意大利威尼斯

元化。其实，邮轮本身既是一处旅游目的地，同时亦可带您
到达其它的旅游地点游览。 安全旅游选择 — 邮轮假期一向被

清晨抵达威尼斯，在领队带领下前往码头办理登船手

视为最安全的旅游选择。 超值假期 — 邮轮假期集合了邮轮的

续。享用游轮上丰盛的自助午餐后，领队将带领大家参观

带来的兴奋及度假村的舒适，超值的价钱包括了膳食、娱乐

船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及娱乐设施。17:30 豪华游轮华丽号

及住宿，让您大大节省各样的开支，轻松地计划您的假期。

（MSC MUSIC）开航，开始轻松惬意的海上浪漫之旅！

水城威尼斯起航！
意大利普里亚风情的代表巴里！

在游轮上您可以充分享受各种娱乐设施和舒适服务：

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亚！

主餐厅、自助餐厅和海景餐厅里您可以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

爱琴海上最璀璨的明珠 —— 圣托里尼！

美食；集成了网球场、篮球场、壁球馆、游泳池和慢跑道的

最接近天堂的小岛 —— 米克诺斯！

运动区为您提供了健身活动的场所；三层楼高、1400 个座

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希腊首都雅典！

位的剧院里上演着经典歌剧和音乐表演，户外影院也提供了

茜茜公主最钟情的岛屿 —— 科孚！

各种影片；免税店，饰品店、糖果店、首饰店等购物商店内

亚得里亚海明珠 —— 克罗地亚度假胜地杜布罗夫尼克

您可以选购精致的礼品；分布在船上大大小小的十余个酒吧
为您提供了理想的社交场所，而夜总会和的士高将会通宵开

MSC Fantasia 幻想曲号 : “ 幻想曲号 ” 融合了先进科技、

放，当然您还可以在游乐城里一试运气！

优雅的风格以及卓越的专属服务，是意大利传统风格的杰作。

第 2 天行程 —— 意大利巴里
第 0 天行程 —— 从德国各大城市出发
游轮到港 13:00 离港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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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停靠在意大利港口城市巴里（Bari），您可以选择留
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濒临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是意大利通向巴尔干半岛和东

以及希腊诸神宙斯、赫拉和阿波罗的神殿。直到 19 世纪，欧
洲的考古工作者才开始发掘奥林匹亚。您一定不能错过游览
这处古城的机会，因为这里的一切保存得异常完好。

地中海的主要港口，早在古罗马时代便已是重要海上枢纽。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建于中世纪的诺曼底式城墙，虽然经历时

第 4 天行程 —— 希腊圣托里尼岛

间洗礼，依然威风懔懔。城墙内的城堡、教堂、自然风光随
意搭配，被认为是意大利普里亚风情的纯正代表。巴里乡间

希腊圣托里尼

的特鲁利（Trulli）式的石顶圆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游轮到港 09:00 离港 17:00

界文化遗产，非常值得一看。

游轮停靠在希腊海岛圣托里尼（Santorini），您可以选择
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第 3 天行程 —— 希腊卡塔科隆

公元前 1500 年的火山喷发把圣托里尼岛分割成了弦月型
的小岛群，也让米诺斯文明沉入海底，至今依然吸引着考古

游轮到港 13:00 离港 19:00

人员来这里探索爱琴海古文明的痕迹和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游轮停靠在雅典的卡塔科隆（Katakolon），您可以选择

大陆；搭建在峭壁之上的白色建筑配以爱琴海静妮蔚蓝的海

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水吸引着大批摄影发烧友前来朝拜；在岛上的酒吧里可以品

卡塔科隆这个名字也许您觉得陌生，可是如果提起距离

尝到岛上独特的火山岩地质上种植出的阿西尔提尔葡萄酿造

卡塔科隆约 40 公里外的希腊最著名且重要的一个古迹您一定

的葡萄酒，而当地产的西红柿和开心果相信也会给您留下美

觉得如雷贯耳，那就是奥运会的发源地 — 奥林匹亚。2000 多

味的回忆。

年前，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方的奥林匹亚，每 4 年 8 月的第一

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这里蓝白相

个满月，全希腊的运动员都会到这里参加奥运盛会。公元前

间的色彩天地是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是诗人，

776 年奥林匹亚圣地希拉神殿中一块刻有《神圣休战条约》的

也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最幸福的公主，这里是蓝与白的天堂。

石版，上面记载着伊利亚与斯巴达立下约定，奥运举行期间，

多年前的《情定爱琴海》，达利的《记忆的永恒》一直在我

战争必须暂停，可见奥运在古希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

们心中挥之不去。

代奥运会继承了古希腊奥运的精神，如今的奥运圣火都是到

希腊米克诺斯

这里的祭坛引燃。
卡塔科隆被人们称为 “ 通往奥林匹亚的大门 ”。这里是适
合所有人的度假目的地，每位游客来过之后，都会对古希腊
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不妨加入我们前往奥林匹亚的短途旅
行，参观那里规模庞大的体育场（可容纳 40000 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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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到港 19:30 离港 01:00+1
游轮停靠在希腊的米克诺斯岛（Mykonos），您可以选
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希腊号称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岛屿群，而米克诺斯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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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独特的梦幻气质在爱琴海的岛屿中首屈一指，被称为 “ 最接近天堂的小岛 ”。
在古老的希腊神话中，米克诺斯岛是宙斯和提坦族发生圣战的地方，战败的提
坦巨人的骸骨落在爱琴海中，就形成了米克诺斯岛。米克诺斯以花岗岩或片麻
岩所筑的小屋和基克拉泽斯式风车，年年均以石灰重新涂刷，成为此地的特色。
狭窄交错的市区街道里有逛不完的商店，在不起眼的小店里却能淘到当地艺术
家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岛上人潮永不缺少的红男绿女，在蓝天艳阳的交织下，
构筑成缤纷亮丽的风景。
大海，蓝天还有清新的建筑风格，色彩鲜明，加上这里特有的天体营的 "
肉 " 色，构成米克诺斯独特的色调，当地人则把蓝天、白色的房屋和人体戏称
为三原色。岛上的小镇自然叫做米克诺斯镇，小巷里弄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小
玩艺，游客如果带足银两，血拼一场收获绝不会少。
除了游玩，米克诺斯岛还有更 happy 的节目，它真正驰名的是天体海滩和
夜生活。不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都是个彻底解放自己的好机会，身材好
不好？没有关系，把握机会体验天体营的快感，才是米克诺斯的最大收获。

第 5 天行程 —— 希腊雅典
游轮到港 07:30 离港 16:30
游轮停靠在雅典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码头，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
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雅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 3000 年。希
腊是哲学的发源地，是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场所的所在地。以苏格
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都在雅典诞生或居住过，雅典也
因此被称作 “ 西方文明的摇篮 ” 和民主的起源地。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四世纪
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对欧洲及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在今天的雅典城里
各个位置都可以看见高耸在雅典卫城山顶的帕提农神殿遗址，曾经的世界七大
奇迹之一，而 1896 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也是在雅典举办，当年的会场大理石
体育场今天依然保存完好，向人们传递着 “ 更高、更快、更强 ” 的奥运精神。

第 6 天行程 —— 科孚岛
游轮到港 12:00 离港 18:30
游轮停靠在雅典的科孚岛（Corfu）码头，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
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这座南北狭长的岛屿，在地图上看，很像一条浮出海面的美丽人鱼。科孚
（Corfu）的希腊名字叫科基拉（Kerkyra），在希腊传说中，仙女科基拉与海神
波塞冬相爱，于是波塞冬把她带到了科孚岛，并以她的名字科基拉命名了这座
岛屿。
1861 年，身为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的茜茜公主应英国总督亨利 ? 斯托克
斯爵士的邀请第一次踏上科孚岛，对这里一见倾心，决定在俯瞰海湾的小山上
修建一座行宫，以便久居。直到 1889 年，她终于梦想成真，修建完成了这座阿
克琉斯宫，并以她最喜爱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克琉斯（Achillion）的名字命名。
给人最深震撼的就是这里反复出现的阿克琉斯们，弗朗兹 • 马茨的油画《战
车上的阿克琉斯、古斯塔夫 • 赫尔特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垂死的阿克琉斯》、约翰 •
盖特奇的青铜雕像《胜利的阿克琉斯》，展现了英雄阿克琉斯雄健的力与美以
及悲剧性。这位周身刀枪不入的英雄，在特洛伊远征中所向披靡，但太阳神阿
波罗得知了他只有后脚跟是脆弱的这个秘密，阿波罗将一支银箭射中了他的右
脚跟，阿克琉斯随即像巨塔一样轰然倒下，血流如注而死。

88
88 / 开元旅游
/ 开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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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行程 ——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到港 08:00 离港 14:00
游轮停靠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您可以选择
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被誉为 “ 亚得里亚海明珠 ”，同时
这里又以丰富的艺术珍藏和文化发达赢得了 “ 斯拉夫的雅典 ” 的称号。
杜布罗夫尼克的旧城有建在一块突出海面的巨大岩石上，城堡用花岗
岩砌成，城内完好地保存着 14 世纪的药房、教堂、修道院、古老而华
丽的大公宫及壮观的钟楼。沿着山坡一排排红瓦小房等古欧洲建筑夹
杂着高大的旅馆，五光十色，犹如一串串小珠，这些古建筑具有罗马
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和巴罗克风格，风格迥异，街道和街
灯的式样也是中世纪的，是欧洲中世纪建筑保存完好的一个城市。

第 8 天行程

回到威尼斯

到达时间 8:00，然后陆续返回德国各城市。
注意事项
每人 7 欧每晚（成人）的服务费用。不到 13 岁（包括）免费 .14
到 17 岁未成年 3.5 欧的每人每晚的服务费。
游轮到港及离港时间有可能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最终时间以游轮
实际行程为准！
MSC Fantasia 幻想曲号：旗舰邮轮开创之船
幻想曲号是欧洲船东建造的最大的邮轮，也是地中海邮轮的旗舰。
她融合了先进科技、优雅的风格以及卓越的专属服务，是意大利传统
风格的杰作。
搭乘幻想曲号不仅是欢乐之旅，更是发现之旅。用施华洛世奇水
晶打造的阶梯在所有船只中独一无二。透明的天庭让您忘忧于魔幻般
的天空。MSC Aurea Spa 水疗美容中心、5 家餐厅、4 座泳池、12 座水
疗按摩池、咖啡吧、购物店、儿童游乐区、一级式方程模拟机、4D 影院，
2.7 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让您尽享假期。
MSC Aurea Spa 水疗美容中心提供超现代的理疗，如海泥浴、香薰、
美容推拿等。
在幻想曲号的 MSC YACHT CLUB 贵宾套房专属区域，我们旨在
为您提供极致专享和尊荣的服务。专属区内有 71 间套房、酒吧、日光
浴、2 座水疗按摩池、1 座天顶泳池、可欣赏海景的透明观景休息大厅。
管家服务为您提供一切帮助：登记入住，搬运行李，英式下午茶、雪
茄及酒水，餐厅、Spa、目的地游览预订，甚至为您安排私人派对。
幻想曲号将奢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您对游轮所有的期待在这里
都将变为现实。

线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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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地中海邮轮游 - 希腊列岛巡游 8 天 7 夜

游览国家

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柏林

上下车地点

德国 - 威尼斯 ( 意大利 )- 巴里 ( 意大利 )- 卡塔科隆
( 希腊 )- 圣托里尼 ( 希腊 )- 雅典 ( 希腊 )- 杜布罗夫尼克
( 克罗地亚 )- 威尼斯 ( 意大利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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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着房车在欧洲旅行
带上你的 “ 家 ” 随心所欲踏上旅程，追随自由和风的方向，
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旅游体验。房车自驾游正当行，驾着房车
在欧洲旅行一直是欧洲人的热门旅行方式。人在欧洲，你是
否曾经和家人、朋友一起长途跋涉，游山玩水？喜欢自助、
自由、舒适却又省钱，可以试试房车的旅游方式。
停留驻扎时，它就是你设施齐全的小家；外出旅游时，
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随行旅馆。这是房车游的最佳写照。带
上家人或好友，打包一份好心情，引擎启动的刹那，惊喜才
刚刚开始 ……

你需要知道的房车自驾游
房车也称为露营车、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居住设备，如
同可以自由活动的家。房车有两种：一是带引擎的可以跑的
自走式车，一种是拖挂式的。房车旅行算是高消费，就算在
欧洲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旅行方式，所以能有机会体验房车
之旅，确实是非常幸运。
房车游的行游目的地、行走路线、逗留时间充分掌握在
自己手里，极赋自由度。房车不大，内部的生活配置一应俱全。
车内床铺、桌椅、厨房、餐具、冰箱、储物柜、卫生间一应俱全。
有了房车，等于拥有了一间贴身移动的 “ 小家 ”，吃饭、洗漱、
玩乐、休息统统搞定。
房车的橱柜、冰箱、炉具、燃气齐全，可自行烹制美食。
可以在异乡翻炒家常小菜，将熟悉的味道带遍天涯；也可直
接选用异国食材，享受亲手创作的新奇大餐。无需因为赶路
而担心时间，可以选一个舒服的地点停车起炊，让简单的食
物变得富有情趣、令人回味，让家的感觉随时都在。
在房车露营文化成熟的欧美国家，许多城镇或景区周边
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为房车提供电源、水源之外，大都有
卫生间、洗浴间、洗衣间、洗涤池等配套设施。“ 星级营地 ”
还有商店、酒吧甚至是小型的儿童游乐场、高尔夫等娱乐设施。

最新企划：德、奥、意、瑞四国 10 日房车自
驾游
开元最新推出房车自驾游，驾着房车走过欧洲四国，一
家三口或者与朋友结伴而行，十天开过德国、奥地利、意大
利和瑞士，十天走过欧洲四国的最美、最著名的经典景点。
导游引路、介绍，近距离接触欧洲四国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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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
普罗旺斯薰衣草
每年从 5 月开始一直到 9 月，是法国普罗旺斯全年最好

从此薰衣草就被赋予象征天堂味道的意义。有人说，圣母玛

的季节。漫山遍野的薰衣草，满眼的紫色迎风摇曳，整个山

莉亚直接用浸泡过薰衣草的水来洗耶稣的婴儿服。也有人说，

谷弥漫着浓浓的薰衣草香气。田里四散开来的薰衣草和挺拔

圣母玛利亚曾对着薰衣草祈祷，所以薰衣草不但有持续不散

的向日葵成为了南法夏季独特的风景线。

的香味，还有驱逐魔鬼的能力。

别以为到法国南部就随处可见薰衣草，那就大错特错了。

“ 薰衣草代表真爱 ” 是伊莉莎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诗。

要寻花，不能不花点时间、金钱和精力，普多旺斯最好的花

因此，当时的情人流行着将薰衣草赠送给对方，以表达爱意。

田分散在交通不方便山区之中，还是乖乖付跟专业导游玩吧。

英国查理一世就曾将一袋干燥的薰衣草，系上金色的缎带，
送给他心爱的人。

不能错过的薰衣草
欧洲民间有习俗用薰衣草来薰香新娘礼服。爱尔兰当地
薰衣草虽名为 “ 草 ”，实际上它是一种紫蓝色小花，薰衣
草盛开在夏季。由于天气、温度情况，花期往往在六月到八

人会将薰衣草绑在桥上，以祈求好运到来。 据说放一小袋干
掉了的薰衣草在身上，可以让你找到梦中情人。

月之间。常见的薰衣草直立生长，花朵像穗状地开在花茎顶部，
最常见的颜色是紫色。薰衣草略带木头甜味的清淡香气，因花、

当你和情人分离时，可以藏一小枝薰衣草在情人的书里

叶和茎上的绒毛均藏有油腺，轻轻碰触油腺即破裂而释出香

头，在你们下次相聚时，再看看薰衣草的颜色，闻闻薰衣草

味。

的香味，就可以知道情人有多爱你。
薰衣草诞生于地中海，如今种植遍布世界。但世界上品

质最佳的薰衣草产地，当仁不让地仍是法国普罗旺斯的山区。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主要分为三类：原生薰衣草又称英国

在婚礼上，可以洒洒薰衣草的小花，可以为你带来幸福
美满的婚姻。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

薰衣草，品质最佳，多半被用来制造高级的香水及香料，在
种植上多采取比较小块、精致的种植。长穗薰衣草又称薄荷

当你漫步在南法的乡间，微风飘过，隐约闻到薰衣草香气，

熏衣草，叶子较宽，花茎及花穗都较长；混种薰衣草是以上

那片紫色的花海就离你不远了。在薰衣草开放的季节，普罗

两种的混种，被大量栽培，现在普罗旺斯花田内的薰衣草大

旺斯都有大型的薰衣草节以及嘉年华举行，售卖关于薰衣草

多是这种的。

的产品如香水、香薰油、干花等。要知道，薰衣草只生于普
罗旺斯山海拔 800 米以上，花茎及花朵只有一枝，香气比较

薰衣草的花语是 “ 等待爱情 ”，薰衣草也被视为纯洁、清净、
保护、感恩与和平的象征。有关薰衣草的传说、故事和习俗。

清新。150 公斤的薰衣草只能制成 1 升的香薰油，十分宝贵。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之都索特（Lavender Sault）是个常住人口
只有一千多人的小镇。漫山遍野都是走不完的紫色薰衣草花

传说，圣母玛莉亚将洗净的耶稣婴儿服挂在薰衣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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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这些花田面积有大有小，小的也至少有足球场般大。只

精选路线
要不破坏薰衣草，大可放心走到花田之中，深深呼吸薰衣草

想要详细了解薰衣草，不枉在薰衣草博物馆中走一遭。

独有的浓郁芳香，极目远眺那些紫色花田，被大片的薰衣草

位于库斯特莱（Coustellet）的薰衣草博物馆（Le Musée de la

拥抱。当然，记得一定要当心蜜蜂哦。

lavande à Coustellet）见证着普罗旺斯薰衣草的历史。兰塞莱
家族（Famille Lincelé）代代相传这对薰衣草的激情。博物馆

索特小镇不大，但是也有不少有名的香水制造厂和蒸馏

中记载着 400 多年的法国薰衣草家族的历史和技艺荟萃。各

厂。七八月份之间还有免费的导游演示活动。这里给大家推荐

种形状以及各个年代的蒸馏器、瓶子、见证，通过产品和录

两个：小山谷蒸馏厂（Distillerie du Vallon à Sault ）：7 月 25

像，这里还是一个了解今日薰衣草的机会，了解它们的种植

日至 8 月 25 日免费演示蒸馏步骤，其余时间需预约参观。邮

及使用。薰衣草博物馆每天开，网址：www.museedelalavande.

件：vallon-des-lavandes@wanadoo.fr；芳香植物蒸馏厂 (Distillerie

com。

Aroma'plantes à Sault)。 免费导游带领参观蒸馏厂，步行参观
路线设立有标志。网址：www.distillerie-aromaplantes.com
位于吕贝龙山区（Luberon）的塞南克修道院的花田是该
区最著名的熏衣草观赏地，也是《山居岁月》一书的故事背景，
号称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山上有一座 12 世纪的修道院，
塞南克修道院前方有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是由院里的修道

线路信息
线路名称

普罗旺斯蔚蓝海岸梦幻之旅

游览国家

法国 - 意大利

上下车地点

上车点：法兰克福、科隆、巴黎；
下车点：法兰克福、斯图加特

行程安排

法兰克福 - 科隆 - 巴黎 - 里昂 - 阿维尼翁 - 尼斯 / 戛纳 - 米兰

士栽种的，有不同颜色的薰衣草。
“1100 薰衣草 “ 蒸馏厂（ Lavande 1100 à Lagarde d’Apt)）
仿佛一片香气袭人的海洋中的一座灯塔。位于拉加德达普特
（Lagarde d’Apt）的蒸馏厂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蒸馏提炼芳
香植物和真薰衣草。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一如那个藏
有真正瑰宝的有机产品和护理产品的小店。
提到薰衣草疗养，就不能错过位于比乌（Buoux）至阿普特（Apt）
之间的路上的阿涅尔蒸馏厂（Distillerie Les Agnels）。从 1956
年开始，阿涅尔一家（les Agnels）就成为有机农业的生产者
和蒸馏者，这个家族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定居在这个小村。
阿涅尔一家以薰衣草为主设计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疗养之旅，
同时安排参观蒸馏厂及嗅闻体验活动。网址： www.lesagnels.

行程特色

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一边是浩瀚的地中海，一边是开满向日
葵和熏衣草的美丽田野，能够让整个人从城市的喧嚣中冷却下
来，沉浸在浪漫而宽容的自然怀抱中。
来到印象派大师至爱度假胜地，品味蓝天白云下法国最美山城
高悬的村子——勾禾德；
普罗旺斯薰衣草最著名地标「塞农克修道院」尽情拥抱紫色梦
幻花海；
独一无二海岸渡假风情，慵懒漫步弯月海岸线，感受湛蓝地中
海；
感受流行之都米兰的全新文化碰撞。美景！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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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交规小知识
文 : 德国开元旅游

图：慕尼黑新月公证翻译社

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德国驾照考试增加了 51 道动态题，删

当然不是。

减增改的题目多达 200 多道。由于德国驾照理论考试的题目过

摩托车保持在先行权道路上 , 因此最优先。

多，我们在这里就对持中国驾照在欧洲短期驾车的朋友和正在

蓝色的轿车和我一样 , 都来自于让行的道路 , 但是蓝色的轿车

准备德国驾照考试的朋友，举几个例子简单介绍下德国交通中

来自于我的右侧 , 因此 , 我必须让蓝色的车先过路口。

对于先行权的规定。

2. 看起来好乱的路口 , 慢慢试探着开吧

首先应注意区分四个重要的标志 , 两个是先行权标志 , 两个是
让行标志：

先行权道路

仅在这个路口有先行权

看看先行权标志 , 就知道了该怎么做了：
我保持在先行权道路上 , 绿色的汽车要驶出先行权道路 , 因此
我可以优先。
减速让行

停车让行

蓝色的汽车虽然来自右侧 , 可它处在让行的位置 , 因此 , 需要
给我让行。

粗线体表明了先行权道路的走向。

规则：

只在当前路口有先行权：

◇保持在先行权道路的车辆最优先
◇先行权道路内右先于左
◇驶出车辆先于驶入车辆
◇非先行权道路上驶来的车辆之间 “ 右先于左 ”

1. 谁先到路口谁先开吗？

在这个路口 , 我可以在其他两辆车的前面先过路口。
这个标志与先行权道路的标志在于 , 预示这条道路的前方先行
权规定会改变 , 提醒驾驶员注意。
这个标志通常在先行权改变前的路口前出现 , 最多重复 4 次。
在此之前的路口设立的是普通的先行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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