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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巴赫 
旅游指南上说， 根根巴赫 (Gengenbach)是德国最美丽的城镇之一。 走进
根根巴赫老城区， 就像走进电影场境般， 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半木结构的房
屋， 塔楼、 大门、 屋角和小巷和谐地排列在眼前。 有众多原因令这小城
镇成为黑森林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这个美丽古城， 是一个拥有悠
久历史的受保护区， 走过巴洛克式的房子， 可以找到武士雕像及喷泉， 令
人印象深刻的市政厅， 再溜达浪漫的小街窄巷， 时光彷佛停留在中世纪。
在圣灵降临节， 这里的市政厅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灵降临节日庆典
(Advent Calendar)。 由国际著名艺术家 Chagal及	Warhol等人合作设
计， 将它变成一个独一无二， 像童话般美丽的梦幻小房子。

这座古城拥有四个博物馆， 拥有大量出色的杰作， 展览涵盖了众多不同主
题， 包括木筏制作历史， 军事历史， 狂欢节历史， 以及其他高质量的艺
术作品等。 根根巴赫有一流的葡萄酒， 地道美食和特色佳肴， 让游客可感
受到优雅的生活和满足味觉的享受， 从这里的美食不难找到真正的黑森林。

www.gengenbach.info/

霍亨索伦堡 
霍亨索伦堡 (Hohenzollern)是普鲁士皇室和德国霍亨索伦亲王的家族祖先所
在地。 在霍亨索伦王朝存在的千年历史中， 第一座霍亨索伦堡在 15世纪被
战争摧毁， 但很快就被重建了。 第二座堡垒在 18世纪被废弃， 更是变成废
墟。 到了 19世纪，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重建了霍亨索伦王室古堡， 使城堡比從前更宏伟美丽， 让它被視作 19世
紀堡垒建築艺術中的杰作， 更是欧洲闻名世界的十大城堡之一。 这座城堡现
在仍然由霍亨索伦家族私人拥有。

除了华丽的伯爵大厅 (Court’s Hall)和蓝客厅 (Blue Parlour)， 皇家国库厅
(The Royal Treasury)令人印象尤其深刻，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英偉闪亮的骑
士盔甲， 普鲁士国王高贵的皇冠和在 18世纪拯救了国王腓特烈大帝生命的著
名烟草盒。

作为王储， 腓特烈大帝完成了酿制啤酒的学徒生涯。 今天的城堡主人， 普鲁
士王子乔治 ·	弗里德里希 (George Friedrich Prince of Prussia)， 也继承这
个传统並且在 2017 年起一直酿造普鲁士皮尔塞纳啤酒 (Prussia Pilsener)。
你可以在霍亨索伦堡城堡餐厅里品尝特色菜肴配以这里自家酿制的啤酒。 在夏
季， 当城堡的啤酒花园开放时， 在椴树下呷著皇室品牌啤酒別有一番風味。

www.burg-hohenzollern.com

布赖萨赫
布赖萨赫 (Breisach)是座落在莱茵河畔 (Rhine) 边界上一座美酒与美景兼
得的小镇	，	矗立在城中河畔旁的圣斯蒂芬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
是布赖萨赫的地标性建筑	，	在这里可以远眺莱茵河两岸壮丽的景色	-	西侧是
法国孚日山 (Vosges)﹐东侧则是黑森林。 从布赖萨赫出发	，	坐巴士，	火
车，	单车	，	或船都可轻松到达附近的著名美食城市	-	阿尔萨斯 (Alsace)和
巴登 (Baden)地区。
中莱茵河谷上游拥有独一无二的高海拔火山景观， 远在四千年前已经有人
居往， 在公元 369 年， 布赖萨赫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 ,	因此它亦
被称为德国最古老城邦之一。 这个小城拥有悠久历史的证据	﹐	亦可以在莱
茵河之门 (Rhine Gate)找到。 	当布赖萨赫仍然属于法国领土时	，	巴洛克
式的纪念碑被修建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 (Sun King Louis XIV)的凯旋门	。
他的主要建造者沃邦 (Vauban)还计划了布赖萨赫的法国姊妹城市新布赖萨
赫 (Neuf-Brisach)， 新城坐落在莱茵河上方 5公里。 自 2008 年起	，	这
座堡垒城市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布赖萨赫是欧洲众所周知的的酒庄城，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各款地区级葡萄酒
和气泡酒， 年中无休。 还可参加酒窖或葡萄园导赏团、 试坐拖拉机或其他
独特体验。 而在巴登区 (Baden)最大的葡萄酒节之一， 每年于 8月底在布
赖萨赫 (Breisach)的莱茵河附近举行。 其中一个文化亮点是在 6月至 9月
间举办的露天布赖萨赫节庆， 气氛热闹	， 一起来感受这小镇的唯美风情 !	

www.breisach-urlaub.de

蒂蒂湖
黑森林高地 (Black Forest Highlands)拥有德国最迷人和原生态自然风光，
其高海拔、 温和的气候和特别纯净的空气使它成为理想的度假胜地。 黑森林
高地有別于其他地区， 它的多样性为旅客提供刺激活动、 接触大自然和悠闲
放松的各种体验。 从原始森林到风景如画的峡谷、 从起伏有序的山丘和川流
不息的溪流， 到最美丽的黑森林湖泊， 让游客在这里找到美丽天堂。 	

来到著名的蒂蒂湖 (Titisee)， 乘坐游船泛舟湖上， 享受未受破坏的森林原生
态风光， 饱览费尔德山 (Feldberg)独特惊艳的景色。 前往世界著名的蒂蒂
湖湖畔长廊	(Seestraße)享受购物乐趣， 选购黑森林特色纪念品， 如布谷鸟
钟、 美味黑森林火腿， 或在湖畔咖啡馆品尝一块黑森林蛋糕， 欣赏風光旖旎
的湖光山色， 惬意休闲。

在黑森林高地的历史洪流中， 本土的玻璃工艺和布谷鸟钟表制造商为我们写
下辉煌灿烂的一章。 漫步在黑森林别具特色的小乡村， 在离蒂蒂湖不远的
(Hofgut Sternen) 	酒店探索玻璃工艺和布谷鸟钟制造的体验， 或是观赏艺
术家出色的现场制作示范， 黑森林高地的旅程教人毕生难忘。

www.visitblackforest.info/

图宾根
拥有几乎完全完整保留下来的半木结构古老城区， 让图宾根成为巴符州与
众不同的大学城。 沿着內卡河 (Neckar River)中央的田园内卡岛 (Neckar 
Island)， 在精心修缮的中世纪内城漫游， 河畔两旁 16世纪的德国建筑如画
轴缓缓展开	， 河面倒影如詩， 画面美不胜收。 		

许多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也曾在图宾根生活和学习。 不能错过的是在古代文化
博物馆內收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	冰河时代的艺术品。 图宾根大学
自 1477 年成立以来， 孕育许多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在校诞生了 9
位诺贝尔奖获得主和发现了DNA，这些辉煌成就和古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市中心外， 建于 12世纪的贝本豪森西多会修道院 (Cistercian Monastery 
of Bebenhausen) 同样精彩绝伦， 尤其以它的蓝色和绿色大厅、 美丽的回
廊和优雅的餐厅而聞名于世。

要完整的感受图宾根， 除了在古城散步， 不妨坐上平底船， 让船夫缓缓划过
河上青柳繁花的倒影， 悠闲地享受中世纪內城的美丽。 古城现在已是一个国
际化城市， 学生的生活气息与传统会合， 智慧和乐趣齐头并进。 熙攘的繁忙
景象充斥着市场广场周围和雄伟的市政厅。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大学城区不
一样的宁静和悠闲， 或者随意在旧城巷弄之间穿梭， 你会感觉到这儿独特的
氛围。

无论你是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古城旅游， 还是在城中的小商店购物， 或者住在
一个家庭经营的酒店， 或者到餐厅和学生酒吧品尝多不胜数的美食和享受娱
乐， 还是参观热闹繁华的市场， 参加节日文化活动， 大学古城也不会让你失
望。 图宾根期待您的光临 !

www.tuebingen-info.de/en
美瑙岛
在曼妙的博登湖	(Lake Constance)	上，	有这一个堪称花花世界的小
岛	-	美瑙岛 (Insel Mainau) 。 这里一年四季繁花似锦，	旅客可以在一年
365	天任意时刻享受大自然。 这小岛的公园拥有建于	18	世纪富丽堂皇的巴
洛克式建筑群，	也是德国最大的蝴蝶园之一所在地，	公园里有超过 150	年
树龄的大树和精心设计的游乐场。 每年在美瑙岛花卉节，	公园及花园中有
成千上万的郁金香、 数百朵杜鹃花、 芬香扑鼻的玫瑰、 多年生花卉和色彩
缤纷的大丽菊花在瑰丽绽放，	棕榈树和柑橘类植物则在夏天绽放，	为这个
小岛屿增添了地中海的氛围。

与鲜花匹配的，	自然是美食佳肴！在美瑙岛，	搭配着不同的花卉节主题，
会举行丰富有趣的美食活动，	例如丰收节、	周日特色早午餐和品酒会等。
美瑙岛还	有各式各样的节庆活动，	为你的行程增添趣味。

这里会举办着各种主题的	花卉选举活动，	例如于六至九月份举办的 “玫瑰
皇后”	选举，	讓你在上	千种的玫瑰花中，	投票选择你心目中的 “玫瑰皇
后”。 	于九至十月份，	是大丽菊花的选举活动，	超过 270	个品种 12,000
朵的大丽菊花在秋日绽放，	每个票选活动的花卉都琳琅满目，	让游客大开
眼界。 除了花卉选举活动，	美瑙岛的仲夏节 (Midsummer Festival)，	能
让你体	验到瑞典传统节庆的欢乐氛围，	当你在罗特豪斯 (Rothaus)	湖边露
台欣赏瑞	典音乐和舞蹈时，	可以感受到来自遥远北方的邻居们所享有的欢乐
和对生活	的热情。 	美瑙岛各项形形色色的节庆活动，	让旅客在百花齐放的
世界里，	过一个又一个美妙的假期。

www.mainau.de/en/

康斯坦茨
康斯坦茨 (Constance)	拥有悠久的历史、 康斯坦茨市议会	(Council of 
Constance) 和其小巧精致的博物馆见证了这地方在历史巨轮推动下的前世今
生， 这里不但充满活力， 而且对未来有着许多美好的憧憬。 康斯坦茨作为博
登湖 (Lake Constance)上最大的城镇， 不论在艺术、 文化、 休闲和水上
活动体验方面也能够满足各种所需， 务求让游客在这里体验独一无二， 多姿
多彩的活动。

这里将盛宴、 梦想和奇迹融为一体	-	康斯坦茨众多舒适的咖啡馆、 古雅的葡
萄酒酒吧和餐厅， 提供丰富的特色菜肴宠坏每一位旅客。 从城市到大自然，
从水上活动到热闹的集市， 从节庆到大型活动， 从葡萄酒到鲜鱼类， 康斯坦
茨为热爱享受生活的旅客提供年中无休的独特愉悦体验。

康斯坦茨值得你一年 365 天的到访， 刺激的活动唤醒你的感官。 无论是繁花
盛放的春天， 愉悦非常的夏天， 满布黄金色彩的秋天或浪漫的冬天， 来到这
里一定不会令你感到失望。 所有的一切都为康斯坦茨增添了动人的色彩。

www.constance-lake-constance.com/

巴登 - 巴登
巴登 -巴登 (Baden-Baden)， 一个座落于黑森林边缘的温泉文化小镇， 将
地中海风情与欧洲美好年代的优雅和大城市的国际化完美结合， 是一个五星级
的度假城市。

巴登 -巴登不止是一个让你能够同时尽享水疗、 美容和健康体验的美丽绿洲，
更是一个富有悠久历史而又不失现代化的迷人小镇。 巴登 -巴登位于黑森林
区， 大部份市內景点易于漫步游览。 城上的两个温泉深受当地人和世界各地
的游客欢迎	-	现代化的卡拉卡拉浴场 (Caracalla Spa)和历史悠久的弗里德里
希浴场 (Friedrichsbad) ， 还有许多独特的水疗酒店， 為游客提供了非凡的
温泉体验。

节庆剧院 (The Festival Hall) -	是欧洲第二大歌剧院和音乐厅， 提供世界一
流的国际歌剧、 芭蕾舞和音乐会。 这里的餐厅从米其林星级餐厅到舒适的小
酒馆， 为客人提供不同国家和本土传统佳肴美食。 在这个风景如画且充满新
巴洛克式风格的老城， 游客可以在无车的街道上， 尽情于各式各样的精品店
享受奢华的购物乐趣。 	

位于巴登	-	巴登休闲宫 (Kurhaus)里的赌场，是德国历史最悠久和被誉为“世
界上最美丽的赌场 “， 游客可以在充满欧式典雅美丽的拱廊和华丽精緻的氣
派大廳内玩尽轮盘赌、 21点和忘我投入扑克世界。

www.baden-baden.com/en

万海姆
万海姆 (Weinheim)， 位于海德堡 (Heidelberg)和法兰克福 (Frankfurt)
之间的优美小城镇有许多亮点， 如在斜坡上， 令人喜爱的市集广场。 供应
葡萄酒的小酒馆、 小歺馆和各式各样的餐厅排列在一條主要的大街上。 这
里就像一个小欧洲， 满布烤意大利蔬菜和新鲜香草的香气。 小城有两座城
堡屹立在树木繁茂的山上， 轻松地徒步上山， 从那里你可以观赏莱茵河谷
(Rhine Valley)	的壮丽美景。 万海姆是被绿色拥抱的城镇， 有美丽纷繁的
公园和植物园， 是欧洲特有的异国情调的森林， 你可以在公园里找到参天
大树和芳香的灌木丛。 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建筑和古迹， 制革厂的古城， 看
见那里风景如画的半木结构房屋， 就像看到制革皮匠在溪流间洗刷动物皮的
轶事。

除了这些丰富的旅游景点， 万海姆还逐渐地为对文化、 烹饪、 历史或社交
活动感兴趣的游客提供多姿多彩的节目， 从	3	月传统的送别冬季节庆到	12	
月满载气氛的圣诞市场， 旅客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城的魅力。 国际旅游指
南对有着独特的魅力的万海姆赞声不绝。

这就是万海姆， 一个能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无论谁在这里， 也会乐而忘
返， 不舍离开。

www.weinheim.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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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西南部仙踪之旅  

发现十个惊喜亮点



浪漫梦幻的“仙踪之旅“
仙踪之旅(Fantastic Road)是德国西南部颇受欢迎的旅游路线，由北至南绵延400公里，沿途风景如画，唯美旖旎，特色明
显，集德国最美、最好的风光于一身。乘飞机前往法兰克福，由北面的万海姆(Weinheim) 起行 ，朝着南面的博登湖(Lake 
Constance) 走。或者飞往巴塞尔或苏黎世，从南至北走也可。沿途你会走過内卡河(Neckar River)，穿越浪漫的黑森林和
施瓦本山脉(Swabian Alb)，路线推荐的10个城市各有其特色和历史，是第一次旅游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不可错过的一个旅
程。
整条仙踪之旅路线大约需要5至7天，走一趟环线路线也只是800公里，沿途不但有米其林星级餐厅、屡获殊荣的豪华酒
店、家庭经营的特色旅馆和当地小酒馆供旅客停留住宿。
仙踪之旅展示浓郁巴符风情、唯美自然景致、深厚文化底蕴以及悠久历史与传统，是一场贯穿巴符州各大热门旅游景点的
仙踪旅程！

路线1: 到访各大圣诞市场 
根根巴赫 → 蒂蒂湖 (106公里 ) →康斯坦茨（95 公里）→霍亨索伦堡 （125 公里）

在圣灵降临日，根根巴赫(Gengenbach)的市政厅被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圣灵降临节庆。
拉文纳峡谷圣诞市场 (Christmas Market Ravennaschlucht) ，一个有着梦幻般氛围的小村庄里，是黑森林高地的圣诞市
场，在这里就像沉醉在灿烂闪烁的浩瀚灯海里。
康斯坦茨(Constance) 拥有地区最大，并且被GEO杂志评为德国十大最佳圣诞市场之一。传统的圣诞摊位由海港旁边开
始，一直伸延到老城区，到处张灯结彩，变身成为一个洋溢着浓厚节日气息的巨型圣诞市场。
在霍亨索伦堡(Hohenzollern Castle)，一年一度的皇家圣诞市场在12月举行。游客可以在节庆期间参观展览室，在庭院中
享受各式圣诞美食优惠 ，或于城堡餐厅里品尝美味的特色圣诞菜肴。 

路线2: 品尝德西南的美酒 
万海姆 → 布赖萨赫 （221公里）→ 梅尔斯堡（164 公里）

万海姆(Weinheim)附近有很多葡萄园，是巴登葡萄酒之路的热门站点。 
布赖萨赫(Breisach)为旅客提供各种葡萄酒酒窖品酒，葡萄园导赏团，搭乘有趣的拖拉机观光车穿梭于葡萄园和举办葡萄
酒节，全年无休。 
在梅尔斯堡(Meersburg)，透过参观历史悠久的国家葡萄酒庄园，旅客可以品尝到独一无二和市面罕見的巴登葡萄酒。

路线3: 探索仙踪之旅的文化亮点 
巴登-巴登→ 图宾根 (142公里) → 美瑙岛 （149 公里）

巴登-巴登(Baden-Baden)拥有两个温泉浴场，深受本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欢迎。 
图宾根(Tübingen)是大学名城，许多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也曾在图宾根生活和学习。不能错过的是在古代文化博物馆内珍藏
的冰河时代小雕像，在2017年他们被宣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在花花世界美瑙岛(Mainau Island)，每年六月是玫瑰月，有超过一千个品种的玫瑰灿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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