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vate luxury hotels
in baden-württemberg

巴登-符腾堡州旅游局
Baden-Württemberg
Esslinger Straße 8
70182 Stuttgart

T +49 (0)7 11 / 2 38 58 0
F +49 (0)7 11 / 2 38 58 98

www.tourismus-bw.de
info@tourismus-bw.de

www.bestof-bw.com



德西南顶尖9店

巴登-符腾堡州
奢华私属酒店



Hermann Bareiss 与 Hannes Bareiss
巴拉斯酒店

www.bareiss.com
第10页

Frank Marrenbach, 执行总经理
布雷纳斯花园水疗酒店

www.brenners.com
第16页

Meinrad Schmiederer
多伦贝格酒店

www.dollenberg.de
第28页

Zepf家族
爱尔普里茨酒店
www.erbprinz.de

第34页

Caroline von Kretschmann 博士
海德堡欧洲之家酒店

www.europaeischerhof.com
第40页

Roland 与 Waltraud Burtsche
哥伦毕酒店

www.colombi.de
第22页

Birgit 与 Peter Kolb
瑞华湖滨酒店

www.hotel-riva.de
第46页

Finkbeiner家族
特劳勃·滕巴赫酒店
www.traube-tonbach.de

第52页

Heinz Schiebenes
腓德列斯鲁厄森林皇宫酒店

www.schlosshotel-friedrichsruhe.de
第58页



爱尔普里茨酒店
埃特林根

哥伦毕酒店
弗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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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者: 贝尔塔·本茨
1888年8月初，她驾车从曼海姆到普福尔茨海姆往返，开启了

全球汽车长途行驶的先河。

   魏恩斯贝格的女子
1140年，魏恩斯贝格城堡被占领。城堡中的所有女子被允许

离开城堡，并可以带上她们能背走的东西。就这样，她们将

自己的丈夫背下了山，免除了男人们被绞死的命运。

   老桥
海德堡的老桥是1788年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统治时期，用

内卡河谷的砂石建造而成，是内卡河上的第九座跨河大桥。

该桥将老城与内卡河对岸连接，如今已成为海德堡最著名的

风景之一。

   海尔布隆塔楼
11519年5月11日，著名的施瓦本联盟首领戈茨·冯·贝尔利

兴根被捕，并被关押在海尔布隆的城市塔楼Bollwerksturm

上。该塔楼原被用来关押女巫。

   霍亨索伦堡
霍亨索伦堡是当年统治德意志帝国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发源地。

霍亨索伦山在施瓦本阿尔卑斯群山中卓尔不群，城堡就坐落

在海拔855米处的山顶。

   上施瓦本的巴洛克之路
这条位于上施瓦本地区、全长500公里的度假之路是1966年开

始兴起的。这条路上拥有众多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教堂、

宫殿和城堡等建筑。

   下乌尔丁根的干栏屋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乌尔丁根-密尔霍芬地区，是欧洲最大的露天考古

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展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石器时期和青铜时期当地干栏建筑群及后期仿制品。 



九家
超五星酒店
汇聚巴登-符腾堡

历史悠久、私家专享
家族经营
坐享怡人郊区或秀美市区

融合文化与自然
动静随心，舒适尽兴
星级美食，梦幻之夜

尽享 德西南顶尖9店

尝试不能，才能可能。
赫尔曼·黑塞
1877.7.2，生于巴符州卡尔夫





圆满成功

据说，上帝创造世界时，首先选了一小

块地方作为尝试。上帝创造了山峦与谷地，

江河、森林与草原。赋予此地明媚的阳光，

间或也下些小雨。

上帝将此地精心雕琢，至臻完美。

然后，他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这就是

我的理想之地，世界就以它为样板来建造

吧！”



巴登-符腾堡 细数家珍（A - Z）

走进诗人、思想家、发明家和传奇人物的故乡: 
巴登-符腾堡！

A 是AUTOMOBIL（汽车）

巴登—符腾堡为我们的汽车发明者而自豪:

1885年，卡尔·本茨在曼海姆造出了第一辆

三轮机车，并于1886年为之申请到专利。这一时

刻也被作为汽车诞生的时刻而永留史册。不久之

后在斯图加特的坎施塔特，戈特利布·戴姆勒和

威廉·迈巴赫也独立设计出了更多的机动车。直

至今日，巴登—符腾堡的汽车制造仍被视为行业

标杆，作为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奥迪等汽

车诞生地的神话一直在延续。这里也拥有最重

要的汽车博物馆:位于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

博物馆、保时捷博物馆，位于拉登堡的卡尔·

本茨博士汽车博物馆以及腓特烈斯哈芬的道尼

尔博物馆。

D 是DICHTER（诗人）
和DENKER（思想家）

豪夫、黑格尔、黑塞、荷尔德林、席勒、莫

里克、瓦尔泽、沃曼，巴登—符腾堡州著名的儿

女们不胜枚举。巴登—符腾堡州的文学遗产也数

不胜数,九十家文学方面的博物馆与纪念馆记录

了西南德国无与伦比的文学历史。

斯图加特 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

独特的构造赋予参观者充分的灵感和

自由想象的空间



F 是FUSSBALL（足球）

那两位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上将德国童

话变为现实的世界级球星克林斯曼和勒夫，正

是巴登（勒夫）和符腾堡（克林斯曼）地区足

球实力的最好例证。

H 是HOCKENHEIMRING
（霍根海姆赛道）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曼海姆以南就有赛车

道，这条穿越森林的12公里长三角形赛道多年

以来一直是一级方程式赛车以及德国大型比赛

的赛道。此外，霍根海姆赛道也用于诸如德国

国际摩托车大赛决赛、长跑比赛的赛场，以及

许多露天音乐会、老爷车展等的场地。

K 是KULTUR（文化）

巴登—符腾堡是许多引人入胜、国际知名

文化场馆的故乡: 如斯图加特大剧院、芭蕾、国

立美术馆，卡尔斯鲁厄艺术及媒体技术大厦，

巴登-巴登的弗里德·布尔达博物馆，莱茵河畔

威尔市的维特拉设计博物馆等。这些场馆常年举

办精彩的展示会、博览会、表演、音乐会等。这

些活动文化气氛浓郁，具有广泛的广度和深度，

不仅愉悦了巴登—符腾堡地区的本地人，也令光

临此地的游客们开心不已。

斯图加特艺术博物馆
巴登-符腾堡州璀璨文化之角

文化
在巴登-符腾堡广受重视



M 是MEDIZIN（医疗）

弗莱堡、海德堡、斯图加特、图宾根及乌尔

姆大学的医学院在医学研究设施及病例治疗方面

极负盛名。世界著名的教授和医疗专家在此诊治

来自世界各地的病人。

M 是MICHELINSTERNE （米其林之星）

巴登—符腾堡州拥有德国最多的米其林美食

之星: 66 颗米其林美食之星在本州的顶尖餐厅中

闪耀。在德国，拥有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共有10

家，其中三家就坐落本州。

N 是NOBELPREIS（诺贝尔奖）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赫尔曼·黑塞或化

学家Gerhard Ertl都出生于德西南， 其他几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如Robert Koch, W. C. Röntgen, 

Werner Heisenberg, Klaus von Kitzing 以及生物学

家 Christiane Nüsslein-Vollhard等都曾在巴登—符

腾堡州的大学授业或求学。

因美国总统西奥多 · 罗斯福而成名: 
史泰福公司的泰迪熊



R 是RITTER SPORT
（瑞特方形巧克力）

方形、方便、美味：

1932年，克拉拉瑞特发明制造了一款与市面

上板型巧克力重量相等、但更适合放在运动夹克

口袋中的方形巧克力，这一世界著名的瑞特方形

巧克力诞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瓦尔登布赫。

S 是STEIFF（史泰福公司）

1902年，史泰福公司创始人的侄子——理查

德·史泰福设计制造了一只马海毛质地的玩具

熊，并在当年的莱比锡博览会上赢得了美国采购

商的兴趣。从此，这只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命名的

泰迪熊开始风靡全球。泰迪熊生产总部如今位于

乌尔姆附近的Gingen小镇。

Z 是ZU HAUSE（宾至如归）

在这片德西南的土地上，9家顶级奢华酒店

等待着您的光临，有的位于海德堡、巴登-巴

登、弗莱堡、埃特林根这样的繁华闹市，也有的

位于黑森林、博登湖、荷亨洛赫这样的幽静之

地。所有酒店都拥有独特的风格，部分酒店历史

悠久，享有极高的声誉。星级名厨和热情待客当

然更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不仅仅是酒店，这里给您的是家的温暖

和享受。

黑森林
天下无人不识君

巴登—符腾堡：
山川、河湖、大都市 
以及令您宾至如归的热情

9

方形、方便、美味：
瑞特方形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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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假期：酒店的巨型戏水区拥有

室内外多处游泳池，自然生成的池塘，

坐落于沙滩边的露天简餐厅“绿洲”，

让您充分享受阳光的乐趣。

欢迎来到黑森林

欢迎光临巴拉斯酒店



巴拉斯酒店的珍贵之处在于：自然。 

这样的宝藏是源源无尽的，因为来往的客人会

令它更加丰富、更加充盈。 

置身于黑森林的巴拉斯酒店



黑森林 巴拉斯酒店
Hotel Bareiss im Schwarzwald

Gärtenbühlweg 14
D-72270 Baiersbronn-Mitteltal

电话: +49 (0)7442 47 0 
传真: +49 (0)7442 47 320 
电邮: info @ bareiss.com
网址: www.bareiss.com

15

黑森林

假期

完美享受

巴拉斯何以成为巴拉斯？

品味十足、高雅舒适的居住环境？三家美

味餐厅，三星米其林的巴拉斯餐厅？新落成

的、附带休息室和简餐厅的大型水疗馆？为三

代同堂准备的丰富的假日休闲节目？美丽如画

的儿童村？舒适的远足小屋？建于1789年的历

史悠久的古建筑？

所有这一切，但不仅仅是这一切。巴拉斯

的独门秘诀也许还没有人了解：倾听、理解、 

信任、忠诚、喜爱、陪伴，这些才能带来友

谊，还有对待客人的友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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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纳斯花园水疗酒店不仅仅是一

家奢华酒店，它将理念、美容、美体、

健康与美食融为一体，并坐落于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地区之一：巴登-巴登。

欢迎来到巴登-巴登

欢迎来到

布雷纳斯花园水疗酒店



巴登-巴登的礼仪

坐落于Lichtentaler Allee上的布雷纳斯酒

店，被客人们亲切地称为“Brenners（热情

如火）”。这家传奇的大酒店已有140年的

历史，自1941年由Oetker家族私人经营，在

巴登-巴登是一家世界闻名、远享盛誉的标

志性酒店。自1962年德法协定的首次磋商在

布雷纳斯举办以来，该酒店也被称作“欧洲

摇篮”。

作为综合性大酒店的先锋，布雷纳斯花

园水疗酒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引入

了水疗服务。2013年秋在斯蒂芬妮别墅新开

的“新布雷纳斯水疗馆”更将作为欧洲水疗

酒店的行业典范。
布雷纳斯花园水疗酒店
Brenners Park-Hotel & Spa
Schillerstraße 4/6
D-76530 Baden-Baden

电话: +49 (0)7221 9000
传真: +49 (0)7221 38772
电邮: information@brenners.com
网址: www.brenners.com

20

城郊的都市风情

身处德国最大的戏院和剧场，

置身于艺术与艺术家的环绕之中。

体验巴登-巴登独一无二的剧院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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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传统和历史的城市酒店，品味

十足、优雅安静，又因其坐落于城市中

而生气盎然，客人们称赞此处富含“哥

伦毕感觉”。

欢迎来到弗莱堡

欢迎来到哥伦毕酒店



常言道，谁踏入过弗莱堡众多著名街渠中的任

意一条，就定将再次来到弗莱堡。

的确，弗莱堡可供体验的委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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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堡

阳光的宠儿！

看得到风景的房间

弗莱堡——有着最著名的大教堂、美丽

如画的老城，以及哥伦毕酒店。Waltraud和

Roland Burtsche不仅是酒店的拥有者，也是酒

店的经营者。共112间客房和套房都经过个性

化的设计，每间装饰都别具一格。

酒店的Zirbel- und Falkenstube餐厅荣获米

其林一星已有多年，Alfred Klink在此为客人们

精心打理珍馐美味。酒店大堂的地下，是哥伦

毕酒店最珍贵的宝藏：3万多瓶、600多个品种

的珍贵葡萄酒，其中历史最久的源自1934年。

弗莱堡老城、黑森林或阿尔萨斯，等待您

的是真正的享受！

哥伦毕酒店
Colombi Hotel

Am Colombi Park
D-79098 Freiburg

 
电话: +49 (0)761 21060
传真: +49 (0)761 31410
电邮: info @ colombi.de
网址: www.colom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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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喧嚣和紧张被我们抛在了身

后，远离山下恼人的灰色雾霾。山上的

阳光微笑，让人身心愉悦。正如一位客

人的留言：“不能将酒店拥抱在怀真是

太遗憾了！”

欢迎来到巴特·格里斯巴赫

欢迎来到多伦贝格酒店



欢迎光临
SCHMIEDERER & HERRMANN家族

一座在黑森林中的露天小剧场? 

一座紧挨着酒店的小教堂? 

七万平方米的公园和10公里的徒步路程? 只

有多伦贝格酒店能让您拥有这一切！

在这里享受宝贵的休闲时光，享受最顶尖

的佳肴和美酒；在4500平方米的水疗馆、6座泳

池和桑拿房放松身心。酒店客房面向葡萄园或

山谷，视野开阔。客人亦可远足至山间小屋、

或去温泉理疗中心巴登-巴登。无聊？NO！在多

伦贝格，时刻美妙无限！ 多伦贝格酒店
Relais & Châteaux Hotel Dollenberg
Dollenberg 3
D-77740 Bad Peterstal-Griesbach

电话: +49 (0)7806 78 0
传真: +49 (0)7806 1272
电邮: info@dollenberg.de
网址: www.dollenberg.de

理疗圣地

远足天堂

怡人的葡萄园和绵延的谷地，

松木苍翠、山谷深幽， 四季分明、原生自然。 

这就是多伦贝格酒店附近的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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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普里茨酒店历史悠久。这里

咯吱作响的走廊地板和珍贵的古董，令

人不由想起遥远的旧日时光。爱尔普里

茨酒店的拥有者不仅品位不凡，而且诙

谐幽默。因此，新的客房、新装修的餐

厅、公共区域的装饰都别具风情，令人

目不暇接。

欢迎来到埃特林根

欢迎来到爱尔普里茨酒店



阿尔伯河低语着穿过埃特林根。

世间的一切都在此流连，享受生命中最美的段落。



德国顶尖餐饮的发源地

多年前，德国第一颗米其林之星落户爱尔普

里茨酒店。如今，米其林之星重耀爱尔普里茨。

该酒店已培育出诸多名厨。

1788年爱尔普里茨酒店便崭露头角，2010年

得以扩建重装。一座独特的带游泳池的水疗馆，

特别设计的客房和设备一流的会议与活动场馆等

待着您的体鉴。

值得一提的是，Hofgut Scheibenhardt高尔夫

俱乐部的餐厅也由爱尔普里茨酒店经营管理。

爱尔普里茨酒店
Hotel-Restaurant Erbprinz

Rheinstraße 1
D-76275 Ettlingen

电话: +49 (0)7243 322 0
传真: +49 (0)7243 322 322

电邮: info@erbprinz.de
网址: www.erbprin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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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年鲜活的传统





42

自1865年起，海德堡欧洲之家酒店

便成为欧洲酒店文化的典范。这里是高

贵与奢华的代名词。 它早已超越了私人

的服务与设施装帧的跨时代的优雅，让

很多国内外的客人由衷慨叹“在这儿，

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欢迎来到海德堡

欢迎来到欧洲之家



以全新的方式诠释大型综合性酒店

海德堡欧洲之家的独特之处究竟在哪？是

因为它位于海德堡市中心的独特位置？是由于

它个性化的装修风格和装帧奢华的客房和套

房？是选帝侯餐厅的美味佳肴？还是全景水疗

馆俯瞰海德堡遥望奥登森林的绝妙视野？

下榻于此的客人，其中多是常客，认为除

此之外，欧洲之家酒店员工的优质服务是其魅

力所在。悉心友善的服务正是这座私家酒店自

1865年以来最大的特色。

海德堡欧洲之家酒店
Der Europäische Hof Heidelberg
Friedrich-Ebert-Anlage 1
D-69117 Heidelberg  

电话: +49 (0)6221 515 0
传真: +49 (0)6221 515 506
电邮: reservations@europaeischerhof.com
网址: www.europaeischerh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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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乡村、河流
在欧洲之家

就像回到了家!

世界上最壮观的古堡废墟之一。

一座风景如画的老城。

内卡河上的桥梁。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

海德堡弥足珍贵之处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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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登湖边感受欣喜和愉悦。壮观

的建筑、简约的奢华，优质的服务、纯

粹的享受。

紧邻康斯坦茨湖岸，瑞华湖滨酒店

在简单舒适的环境中为您提供高品质的

享受。

欢迎来到博登湖

欢迎来到瑞华湖滨酒店



垂钓、游泳、划桨。

湖边徜徉、湖上游弋。

享受宁静、消闲假期！



博登湖在微笑——

瑞华湖滨酒店共有50间客房和套房，和一

座无比壮观的屋顶游泳池，由此可以静观博登

湖。

Ophelia美食餐厅拥有两颗米其林之星。

此外，瑞华餐厅以及带有开放式壁炉的瑞

华酒吧简餐厅也恭候您的大驾。

四处大小会议室，可容纳5-70人不等，可

举行各种公、私活动。

瑞华湖滨酒店
Hotel Riva

Seestraße 25
D-78464 Konstanz

电话: +49 (0)7531 36 30 90
传真: +49 (0)7531 36 30 999

电邮: welcome@hotel-riva.de
网址: www.hotel-riv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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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施瓦本地区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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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特劳勃 • 滕巴赫酒店由

私人家族经营已有220余年。

酒店坐落于欧洲最优美的自然风光

带，周围有高耸的松柏环绕。

热情的接待将令您在第一时间体会

到这座优雅酒店中奢华、传统和生活方

式的精华所在。

欢迎来到拜尔斯布龙

欢迎来到特劳伯 • 滕巴赫酒店



体会氛围，享受多样

特劳伯·滕巴赫酒店——纯粹的享受，在

四家顶级餐厅中，一流的本地菜肴和异域大

餐都将按照您的要求精心烹饪。餐厅管理者

Harald Wohlfahrt先生蜚声国内外，一直享有美

食届的至高荣誉。

在酒店的特劳勃水疗区，您将获得与众不

同的丰富享受与全新惊喜。当您舒适享受的同

时，您的孩子们也将在特劳勃儿童乐园中找到

他们的乐土，那里有千余种游乐项目供选择。

享受黑森林香槟酒的醇香，享受欧洲顶尖

酒店的精致与品质。

特劳伯 • 滕巴赫酒店
Hotel Traube Tonbach
Tonbachstraße 237
D-72270 Baiersbronn

电话: +49 (0)7442 492 0
传真: +49 (0)7442 492 692
电邮: info@traube-tonbach.de
网址: www.traube-tonbach.de
网址: www.facebook.com/traubet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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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传统和生活方式

坐落于梦幻般的黑森林。

为您呈上最美丽的自然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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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统一是我们的优势:

一座18世纪的宫殿，彰显旧日的

风华。一位年轻的星级名厨，将荷亨洛

赫的特产与创新的美食烹调技术完美结

合。一座4400平方米的水疗馆、桑拿房

和游泳池。

欢迎来到荷亨洛赫

欢迎来到

腓德列斯鲁厄森林皇宫酒店



城堡与宫殿 

葡萄山、果树林，专业工坊和风景如画的村镇，

荷亨洛赫是纯粹的享受之地。



在狩猎行宫 
在花园小筑、在门楼府邸
在领主别院、在水疗中心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些选择不会令您感觉

痛苦。因为不论您选择的是什么，您在我们这

里都会得到完美的答复。

所有的客房都精致优雅,所有的佳肴与美酒

都美妙绝伦。水疗馆是行业典范，无论是设施

还是价格，都能令您满意。

这里曾是荷亨洛赫贵族的夏宫，坐拥大片

的园林与花。贵族般的享受，由此开始！

腓德列斯鲁厄森林皇宫酒店
Wald & Schlosshotel Friedrichsruhe

Kärcherstraße
D-74639 Zweiflingen-Friedrichsruhe

电话: +49 (0)7941 6087 0
传真: +49 (0)7941 6087 888

电邮: hotel@schlosshotel-friedrichsruhe.de
网址: www.schlosshotel-friedrichsru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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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亨洛赫
享受之地



您中意私家服务嘛？那就

请选择巴登—符腾堡顶尖

私家酒店吧，我们欢迎您

的光临！

“我们两人，父与子，Hermann 

Bareiss 与 Hannes Bareiss, 以及酒店全体

员工，我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您的

到来: 用我们的身与心，从早到晚，每

时每刻。”

“在Lichtentaler Allee上聆听钢琴的美

妙，在我们的餐厅中品尝美味的珍馐。深

深呼吸，静静享受。”

“酒店虽然不能代替家，但我们会

尽心尽力满足您的愿望，让您在哥伦毕

酒店找到家的感觉。”

Hermann Bareiss 与 Hannes Bareiss
黑森林 巴拉斯酒店

Frank Marrenbach,
执行总经理
布雷纳斯花园水疗酒店

Roland 与 Waltraud Burtsche
哥伦毕酒店

热情好客远远不仅是一种工作中的

责任，更应该是一种信仰与荣誉感。我

们这些经营私家酒店的人，对这一点更

加看重。亲切、关注、贴心这些特质，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我们的客

人在摆脱了日常的喧嚣，到我们的酒店

小住之后，变得放松、快乐、笑意盈

盈、尽情享受我们的服务，更为开心的

事情了。

让我们的客人更加快乐，是我们的

目标，也是给予我们的最高奖励。

这里的一切都更私密一些、更亲切一些、更热情一
些。在我们这里，您会觉得宾至如归。



“腓德列斯鲁厄——在这里，传统

与创新完美结合。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我

们占地宽广的度假酒店为客人们提供各

种风格的休闲:狩猎行宫古典而传统，

室内水疗中心时尚而典雅。”

“我们热爱旅游，热爱那些阳光明

媚、空气清新的地方，那些我们作为客

人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经营博登

湖畔——我们最喜爱的地方之一——的

酒店，圆了我们与我们的客人们的共

同梦想。”

“多伦贝格酒店的宗旨就是用家的

感觉把大家维系在一起。我们也想把这

种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传递给我们的客

人。对于我们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

是，客人们在这里感觉不是在外面度

假，而是回到了家。”

“220多年的热情好客——我们非

常看重爱尔普里茨酒店辉煌的过去。我

们的快乐、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努力也

都是为了让这家酒店的未来继续这种

辉煌。”

“海德堡欧洲之家酒店是一家独具

特质、历史悠久、私家经营的酒店。我

们赖以生存、代代延续的客人，以及深

爱酒店的员工，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连

连。我们也将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期

待。”

Heinz Schiebenes
腓德列斯鲁厄森林皇宫酒店

Finkbeiner家族
特劳勃·滕巴赫酒店

Birgit 与 Peter Kolb
瑞华湖滨酒店

Schmiederer家族
多伦贝格酒店

Zepf家族
爱尔普里茨酒店

Caroline von Kretschmann 博士
海德堡欧洲之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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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我们的客人能够来到美

丽的黑森林，享受清新的空气、田园诗

般的美景、时尚的氛围、舒适的客房与

套房，美味的佳肴以及个性独特的健康

娱乐设施，体验纯粹的乐趣。”



古堡、童话、传奇以及美丽非凡的宫殿
巴登—符腾堡州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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