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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莱比锡的音乐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早期，当 Dietrich 边防伯爵拨款给一座由

商人和工匠建造的教堂（现在的圣托马斯教堂的前身）的时候，渴望得到更多权

力的奥古斯丁牧师会成员得到了他的募捐，作为教堂一部分的学校也首次承担了

教授男孩们演唱礼拜歌曲的任务。

圣托马斯男童合唱团

通过这项募捐，圣托马斯基金会和圣托马斯男童合唱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几个

世纪以来，合唱团负责了莱比锡以及周边地区进行相当多场次的圣歌及通俗歌曲

的表演。除了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圣托马斯教堂表演，他们的日程安排也被城市

中的各项任务填满，他们会为城市中的高层人士表演，他们也会出现在富裕公民

的婚礼和葬礼中，渲染节日气氛。在一般情况下，音乐总监圣托马斯合唱指挥（St.
Thomas Cantor ）通常对莱比锡的音乐事务负责。直到十八世纪，合唱团的男孩

子们——大多数都是来自穷苦人家的孩子——无论天气好坏依旧都会走到城市

的大小街巷中演唱；在 19世纪，圣歌引起了公众更大的兴趣；自二十世纪初期

以来，合唱团在每周五和周六都有常规演出，并且每周六在圣托马斯教堂还会表

演巴赫颂歌。与此同时，也因为多次音乐会巡演，合唱团已经享誉全世界。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巴赫彼时还不是莱比锡市议会关于圣托马斯合唱指挥这一位置的首选，他是在格

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他当时的名气远远比巴赫更大）和作曲家约翰·克里斯托

弗·格劳普纳拒绝上任之后才得到了这份工作。从 1723年直到他于 1750 年去世，

巴赫始终负责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圣托马斯教堂的事务和特殊节日的相关事宜；除

此之外，作为莱比锡的音乐总监，他同时负责许多世界性的事件；他曾担任过数

年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这个学院由许多专业的学生音乐家组成；他还被要求检

查许多城市与小镇中的办公机关，这也展现了他的优良品德与能力。伟大的圣托

马斯合唱指挥的许多重要的作品是于莱比锡写成的，包括许多颂歌系列、圣约翰

受难曲、圣马太受难记、圣诞节清唱剧、赋格的艺术和 B 小调弥撒。自十九世纪

以来，莱比锡一直是研究和解读巴赫作品的中心，因此也有许多机构在这里建立。

这里有一些历史数据支持这一观点：1900年，新巴赫研究学会建立；1950年，

巴赫档案馆建立；1964年，两年一度的巴赫国际音乐比赛开展；1999年，莱比

锡巴赫音乐节也拉开了序幕。

音乐剧院

在 1693年的复活节集市期间，位于 Brühl 的莱比锡的第一座歌剧院对外开放，

彼时 20岁的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是这座音乐剧院首次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他作品中迷人的角色吸引了许多观众。在 1868 年，新剧院在奥古斯特广场建立。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自由射手》）、施波尔（Louis Spohr，《耶松达》）

和阿尔伯特·洛尔青（Albert Lortzing，《沙皇与木匠》）的作品为莱比锡的“大歌

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76年至 1882年的歌剧院长安吉洛•瓦尔特

（Angelo Walther）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音乐的主要支持者，他

在拜罗依特（Bayreuth）制作了《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 der Nibelungen）剧目

的完整演出。在 1923年到 1933年间，尽管有严格的限制公约，他们的作品依旧

显示出了他们的雄心勃勃，新的剧目也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1927年恩斯特·克
伦克（Ernst Krenek）的“Jonny spielt auf”和 Kurt Weill的“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的首演都可以算是本世纪最壮观的事件之一。



莱比锡布商大厦

在 1740年以后，第一家音乐会企业成立，他们为专家和喜爱古典音乐的人安排

音乐活动，并据此收费。从此，Gewandhaus音乐会逐步发展，他们用前制衣公

会的房子命名，开幕于 1781年。Gewandhaus 这个音乐会举办地点，成为了著名

艺术家的朝圣之地。罗伯特·舒曼、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弗朗茨·李斯特、彼得·柴
可夫斯基和许多其他音乐家的作品可以经常在这里听到，这些作品在这里会受到

莱比锡精英观众的热烈欢迎或者无情嘘声。

Gewandhaus的历任音乐总监——其中包括 Johann Adam Hiller、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Arthur Nikisch、WilhelmFurtwängler和 Kurt Masur——对音乐作品都有

着不同的影响和解读。到 19 世纪，Gewandhaus 乐团已经以三种方式参与了莱比

锡的音乐道路：除了自己的音乐会之外，还负责歌剧院的音乐，同时还为圣托马

斯男孩合唱团的演出伴奏——这一特色至今仍然保留了下来。作为一个综合意义

上的机构，Gewandhaus现在是承办音乐会，专题讨论会和展览的艺术场所。

莱比锡音乐学院

自从莱比锡的音乐之路开始以来，就没有什么比培养下一代音乐家更重要的事情

了。教育上的进步与圣托马斯学校和作曲家的工作有关，城市中的吹笛者都有他

们的学徒。在 19世纪，建立高效的教学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急。然而，是

门德尔松成功地组织了符合现代教学要求的教学机构：在 1843年 4 月 2 日，拥

有 6名教师和 22 名学生的“莱比锡音乐学院”开学，著名的艺术家门德尔松

（Robert Mendelssohn）、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和莫里茨·豪普特曼



（Moritz Hauptmann）负责学院的教学工作。学院自建立以来就与 Gewandhaus
有着密切的关系，1919年，教会音乐学系在学院中创建，现在则成为了音乐及

戏剧学系，教会音乐学系于 1992年重新开放。

莱比锡音乐出版社

莱比锡“音乐之城”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基于曾经在城市中非常普遍的音乐出版社，

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总是可以为乐谱和乐器的交易提供完美的条件。在莱比锡总

能找到最新的乐曲作品，这的确是全世界的音乐都汇集在莱比锡的重要原因。著

名的作曲家在莱比锡印制他们的作品，莱比锡乐谱印制品的传统与知名企业的发

展有关：1796年 Breitkopf & Härtel为音乐出版社的奠基，1807年弗里德里希·霍
夫米斯特（Friedrich Hofmeister）开设音乐商店，在不久后就得到了出版社的赞

扬。完整版的作品，例如巴赫、莫扎特和门德尔松以及许多音乐家作品的第一版

都出自莱比锡音乐出版社，但是不只是乐谱，还有数千本关于音乐和著名杂志的

书籍（“Neue ZeitschriftfürMusik”）都起源于莱比锡。

多样性

莱比锡的日常音乐生活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你不用走进 Gewandhaus，歌

剧院或者教堂去寻找莱比锡的音乐文化，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在街头、广场或者城

市商场中感受到，在这些地方，街头音乐家可以自发地创作和表演。这样的艺术

多样化使莱比锡在一年 365天都值得去看去听。



音乐节

每年 6月都会举办莱比锡巴赫音乐节，在这个重要的国际音乐节期间，来自世界

各地的著名音乐家会到确切的活动地点表演节目，节目包括从 17世纪到现在的

音乐。

城市步行

莱比锡城市指南已经开发了诸如“莱比锡——音乐之城”和“巴赫的脚步”等主题游

览，莱比锡通过娱乐的方式呈现其音乐多样性。

莱比锡音乐相关景点

1)圣尼古拉斯教堂

在 1213年，圣尼古拉斯教堂在文件中首次被提及。作为 1989 年秋天星期一示威

的起始点，圣尼古拉斯教堂是该市最着名的建筑之一。1859年建成的四手手风

琴音乐会机构仍然是德国最大的音乐机构之一。

（地址：Nikolaikirchhof 3, D-04109 Leipzig，电话：+ 49-341-960 5270）



2)莱比锡歌剧院



莱比锡歌剧院建立于 1693年，是继米兰和汉堡的歌剧院之后第三大的欧洲歌剧

院。奥古斯特广场的歌剧院于 1960年开幕，并承办了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

名歌手》（“Meistersinger vonNürnberg”）的表演。

（地址：Augustusplatz 12, D-04109 Leipzig，电话：+49-341-126 1261）

3)理查德·瓦格纳纪念碑

这是 1983年在歌剧院旁的池塘竖立的一个由Max Klinger创作的带有青铜铸件的

大理石雕像。瓦格纳是莱比锡之子，他于 1813年 5 月 22日出生在这里。在霍顿

百货商店的纪念牌匾标明了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出生的房子，这间

房屋在 1886年不得不被新建筑取代。

4)乐器博物馆

博物馆拥有从中世纪至今欧洲制作工坊制作的乐器的全方位收藏，展览位于

GRASSI 博物馆北翼，共有 5000件藏品，最重要的展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完整的

钢琴。

（地址：Täubchenweg 2c, D-04103 Leipzig，电话：+49-341-214 2120）



5)门德尔松故居

经过翻新的位于 Golschmidtstrasse 12 号的房子是门德尔松在莱比锡的住址。从

1835年到 1847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莱比锡。他的书房和会客室已经被恢复成

原状，瓦格纳、舒曼和贝利奥斯都曾是他的客人。门德尔松故居是世界上唯一一

家纪念伟大的作曲家和 Gewandhaus音乐总监的生活和工作的房屋。

（地址：Goldschmidtstrasse 12, D-04103 Leipzig，电话：+49-341-127 0294）

6)罗伯特·舒曼纪念碑

纪念碑是莱比锡音乐迷的捐赠品，于舒曼去世十六年后建立。舒曼以学生身份于

1828年来到莱比锡，在他和克拉拉·维克（Clara Wieck）结婚的那一年，他创作

了大约 150首钢琴曲。1834 年，他创立了“新音乐杂志”。

（地址：Schillerstrasse, behind Moritzbastei students club）

7)舒曼故居

1840至 1844年罗伯特·舒曼和克拉拉·舒曼在莱比锡居住的房屋是一座建筑瑰宝。

这对年轻夫妇在1840年9月12日Schönefeld教堂举行过婚礼后搬进了这间房屋。

（地址：Inselstrasse 6, D-04103 Leipzig，电话：+49-341393 9120）



8)莱比锡布商大厦

由于库特·马祖尔（Kurt Masur）的承诺，这座“新 Gewandhaus 音乐厅”于 1981 年

开放，有非常出色的音响效果，并在 Gewandhaus乐团和 Gewandhaus 音乐总监

的努力下赢得了世界性的良好声誉，约有 200位音乐家为乐团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1809年创立的 Gewandhaus 四重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弦乐四重奏。Gewandhaus
的历史始于 1743年由莱比锡公民创立，由 16 位音乐家组成的格罗斯音乐会。

（地址：Augustusplatz 8, D-04109 Leipzig，电话：+49-341-12780）

9)圣托马斯教堂



圣托马斯教堂建于 1212年，很多年来一直是莱比锡教堂和音乐生活的中心，也

是巴赫工作了多年的地方。自 1950年以来，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石棺一直安放

在教堂的合唱团内。

（地址：Thomaskirchhof 18, D-04109 Leipzig，电话：+49-341-960 2855）

10)旧巴赫纪念碑

纪念碑建立于 1843年，由门德尔松捐助建成。

（地址：park at Dittrichring, near St. Thomas’）

11)新巴赫纪念碑

巴赫的第二座纪念碑是于 1908年建立的高达 2.45米的铜像，由卡尔·西法纳（Carl
Seffner）起草设计。

（地址： Thomaskirchhof, next to St. Thomas’s）

12)巴赫档案馆和博物馆

博物馆通过 750平方米的互动多媒体展示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作品、生活和家庭。展览的其中一个亮点是珍宝展厅，巴赫

手稿的真迹以及其他珍贵物品都在此展出。珍贵的展品还包括巴赫在 1743年在

曾经的圣约翰教堂检查和认可的风琴的控制台，一个带有巴赫墓的遗物的棺材，

以及一个最近发现的巴赫家族拥有的钱箱。

（地址：Thomaskirchhof 15/16, D-04109 Leipzig，电话：+49 341 9137202）



爱莱比锡，也爱它的食物

几个世纪以来，莱比锡的居民和到这里游玩的游客都可以享受这里的特色美食：

从简单的一小杯咖啡（Scheelchen Heeßen），到复杂的蔬菜拼盘（Leipziger Allerlei），
或者是莱比锡的特色糕点（Leipziger Lerche）和当地的啤酒（Leipziger Gose）。

但是真正代表莱比锡的食物是什么？当地的人们又喜欢去哪里吃饭呢？

莱比锡因为其丰富的音乐及艺术传统而知名，也一直是一座包容不同文化的国际

都市，这里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也有许多对这座城市的酒吧和旅店非常狂热

的学生。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也曾在这个城市学习，他使奥尔巴赫·凯勒在他的

剧目《浮士德》中永生。奥尔巴赫·凯勒餐厅拥有着很大的地窖（Großer Keller），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餐厅之一。其中，这所餐厅中最古老的葡萄酒吧（Historische
Weinstuben）中的顶尖烹饪方法依旧是许多游客期待的亮点。在过去的几年中，

许多莱比锡的餐厅开始采用明星菜品的烹饪方法，尤其是 FALCO 和 Stadtpfeiffer
餐厅。FALCO 餐厅位于莱比锡威斯汀酒店的顶楼，在厨师彼得·玛丽亚·施恩尔

（Peter Maria Schnurr）的带领下，是德国东部（不包括柏林）唯一一家米其林

两星级的餐厅；而在 Gewandhaus音乐厅里的 Stadtpfeiffer 餐厅已经以米其林一

星和 17个 Gault Millau积分炫耀了许多年。在位于 Augustusplatz广场的

City-Hochhaus的 29 楼的 Panorama Tower餐厅里，你可以感受到自己与星星的距

离之近，这里是值得一去的，不仅仅因为从 110米高空可以看到的美妙的城市全

景，餐厅的烹饪料理也是非常值得品尝的。

撒克逊人的咖啡之爱



咖啡文化的热爱者一定会热爱这座城市传统的咖啡屋。Zum Arabischen Coffe
Baum 咖啡餐厅是德国最古老的咖啡厅——罗伯特·舒曼曾是这里的常客，咖啡厅

以入口处的雕塑命名，这座雕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20年，现在仍完好的保存

着。这座建筑的三层有一个咖啡博物馆，拥有着超过 500件关于流行饮料的展品。

许多游客会首先被 Kaffeehaus Riquet门口的两个大象头模型吸引到，但事实上这

家店对于咖啡和蛋糕的选择让游客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1908/1909年建造咖啡

馆的建筑师保罗·朗格（Paul Lange），通过充满想象力的奇妙设计，试图取得了

Riquet公司与东亚和东方地区的的贸易联系，这可以追溯到 1745年。除此之外，

在莱比锡游客必须品尝的就是圣托马斯教堂里坎德勒咖啡厅（Café Kandler）的

巴赫咖啡。

莱比锡特色食品

莱比锡种类众多的特色食物反映了莱比锡人民与周边地区相比对更高品质生活

的需求，最知名的美食就是一种名为“Leipziger Allerlei”的丰盛菜肴，不像许多超

市售卖的预制冷冻食品，传统流传下来的菜谱需要更多种类的蔬菜，比如羊肚菌、

虾、面包团，以及胡萝卜、大头菜、芦笋和花椰菜等蔬菜。

云雀饼干（Leipziger Lerche）

是一种在莱比锡和邻近城市都很受欢迎的美味甜点。1876年，萨克森国王禁止

捕捉云雀鸟制作馅饼，莱比锡富有创造性的面包师想到另一个替代品：用油酥面

团、扁桃仁、坚果、杏仁泥来制作云雀蛋糕。他们把杏仁泥作为云雀的巢，还巧

妙地在其中加入草莓酱，用以象征云雀的心。



原版的 Bachtaler蛋糕是一个很好的送礼选择，是在 2000年由牧师 RenéKandler
为纪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逝世 250周年制作的。Bachtaler 蛋糕是带有巧克力

涂层，内部包含咖啡豆的榛子甜点。相比之下，Leipziger Räbchen 则更容易让人

联想到甜甜圈，并且总是带着新鲜和温暖，它们由杏仁制成，并且被压成混合薄

饼的形状，然后团成球形并用肉桂糖卷成。对于那些喜欢正餐的人，这里也有许

多经典菜肴，比如萨克森土豆汤或者多汁的腊肠，还有图兹根和西萨克森州的特

色食物 Mutzbraten，做法是将一大块猪颈肉用香料腌制，并在桦木烤架上慢慢

烤熟，也被称为“Mutzbratenstand”。

享用 1,000年悠久传统的清凉饮料，您可以品尝 Leipziger Gose啤酒，这种上层

发酵的啤酒在被经验丰富的业内人士重新发现前几乎黯然失色，现在已经开始在

莱比锡重新酿造。您可以在巴伐利亚火车站的啤酒店“Bayerischer Bahnhof”和莱

比锡 Gohlis区的“Gosenschenke Ohne Bedenken”酒吧找到许多这里流行的酒精饮

料的信息，当然，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啤酒。两个酒吧都有在夏季十分流行的啤酒

花园。为了帮助消化，这里也有非常受欢迎的莱比锡 Allasch，这是一种度数高

的利口酒，由香芹籽种子制成。



餐饮地点

自 1989年以来，莱比锡市中心开发了许多以餐厅和酒吧为中心的街道，每条街

道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城市热闹的中心是沿着 Barfußgässchen周围的

“Drallewatsch”的，这个奇异的德国名字来源于旧撒克逊语方言的一种表达，意

味着体验某事或去跳舞。 Barfußgässchen也因其餐厅和酒吧提供的户外座位数

量众多而闻名——邂逅从未如此简单。



向西数码，在 Gottschedstraße 就有大量提供国际美食的时尚酒吧和酒馆，可以

品尝美味的“下班后”鸡尾酒和欣赏常规的的现场音乐表演，这可能是受到了附近

的中央剧院的影响。在 Karl-LiebknechtStraße，从早到晚都可以品尝来自全球的

美食。在 90年代初期，这里是一个寮屋和俱乐部的聚会地点，位于 Südvorstadt
区和 Connewitz的左翼中心地带之间。当地人非常清楚，在 Karli周围有各种五

颜六色的咖啡馆、餐厅和酒吧，在这里，人们交换城市中的八卦，回忆年轻时的

疯狂的青春岁月，甚至试图重温它们：这个城镇的夜生活是极其著名的！说起通

往市中心的完美路线，通往 Karli 的小 Münzgasse 值得一看，在它短时的旅途中，

包含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餐馆和迷人的酒吧。

http://tos.lushu.com/home/card/javascript:void(0)


科隆大教堂

科隆主教座堂( 英语：Cologne Cathedral；德语：Kölner Dom )又译科隆大教堂，

每年吸引超过 600万游客到这里参观，是科隆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也是德国最著

名的景点之一。科隆大教堂有两座极具代表性的钟楼，其中靠北的一座高 157.38
（比靠南的一座高 7厘米），作为世界第三高的教堂建筑直触科隆天际线。今天，

科隆大教堂因完美结合了几乎所有哥特风格建筑元素闻名，保存着存放了东方三

贤士遗骸的“三王圣龛”，拥有极具代表性的玻璃花窗和种类繁多的艺术品，1996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开放时间：

十一月~次年四月： 06.00 am – 07.30 pm

五月~十一月：06.00 am – 09.00 pm

地址：Margarethenkloster 5, 50667 Cologne



电话：+49 (0)221. 16 42 0

邮箱：info@koelner-dom.de

网址：www.koelner-dom.de

旅游局网址：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

科隆的博物馆

科隆拥有超过 40家博物馆，可以提供一次丰富的博物馆之旅。其中最重要的三

个博物馆分别是路德维希博物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和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是巧克力博物馆。

路德维希博物馆

路德维希博物馆（英语：Museum Ludwig）除了收藏大量俄罗斯先锋派画作和数

百幅毕加索作品，还收藏有除美国之外最多的波普艺术作品。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10.00 am – 06.00 pm

每月的第一个周四：10.00 am – 10.00 pm

http://www.koelner-dom.de/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


地址：Heinrich-Böll-Platz , 50667 Cologne

电话：+49 (0) 221. 22 12 61 65

邮箱：info @ museum-ludwig.de

网址：www.museum-ludwig.de/en

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

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英语：Wallraf-Richartz Museum）藏有大量 13世纪至

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品，包括中世纪的藏品和伦勃朗和鲁本斯的画作。除此之

外，这里有德国最全面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品收藏。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10.00 am – 06.00 pm

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四：10.00 am – 10.00 pm

http://www.museum-ludwig.de/en


地址：Obenmarspforten, 50667 Cologne

电话：+49 (0) 221. 22 12 11 19

邮箱：info @wallraf.museum

网址：www.wallraf.museum/en

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英语：Romano-Germanic Museum，德语：

Römisch-Germanisches Museum）建立在世界著名的狄俄尼索斯马赛克装饰的罗

马城别墅遗迹之上，展出一些与罗马的艺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以及和中

世纪早期科隆相关的物品。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10.00 am – 05.00 pm

每月的第一个周四：10.00 am – 10.00 pm

地址：Roncalliplatz 4, 50667 Cologne

电话：+49 (0) 221. 22 12 44 38

邮箱：roemisch-germanisches-museum@ stadt-koeln.de

网址：

www.museenkoeln.de/roemisch-germanisches-museum/pages/654.aspx?s=654

http://www.wallraf.museum/en
http://www.museenkoeln.de/roemisch-germanisches-museum/pages/654.aspx?s=654


巧克力博物馆

巧克力博物馆（英语：Chocolate Museum，德语：Imhoff-Schokoladenmuseum）

位于莱茵河畔的巧克力博物馆是科隆最受欢迎的博物馆。通过一次甜蜜之旅，游

客可以了解巧克力 4000年的悠久历史，还能看到巧克力棒和用巧克力做的空心

人像的最新产品。这里有长期的邀请游客品尝巧克力喷泉的活动，这个喷泉总是

充满着 200千克新鲜的液体瑞士莲巧克力。

开放时间：

周二~周五：10.00 am – 06.00 pm

周六~周日：11.00 am – 07.00 pm

地址：Am Schokoladenmuseum 1a, 50678 Cologne

电话：+49 (0)221. 93 18 88 0

邮箱：service@schokoladenmuseum.de

网址：www.chocolatemuseum-cologne.com

科隆长廊

http://www.chocolatemuseum-cologne.com/


科隆长廊（英语：Rheinauhafen District）不只适合建筑爱好者，还是一个很棒的

旅行目的地。三个 60米高的“起重机屋”组成了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心区域。

科隆长廊也融合了现代住宅和办公楼的特点，有很多咖啡馆、餐厅和画廊错落其

间。

地址：Rheinauhafen, 50678 Cologne

旅游局网址：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rheinauhafen-district

科隆缆车

科隆缆车（英语：Cologne Cable Car，德语：Kölner Seilbahn）适合天气好的时候

乘坐，从科隆动物园出发，穿过莱茵河，终点是莱茵公园。在这个过程中，你可

以俯瞰这个城市的美景，还能从高处看到科隆大教堂。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rheinauhafen-district


开放时间：

三月~九月：10.00 am – 06.00 pm

（十一月~二月不开放）

地址：Riehler Straße 180, 50735 Cologne

电话：+49 (0)221. 54 74 18 3 or +49 (0)221. 54 74 27 4

邮箱：info@koelner-seilbahn.de

网址：www.koelner-seilbahn.de/english

大教堂南塔/科隆三角大楼

另外两个可以看到科隆全景的地方是大教堂南塔（South Tower of the Cathedral）
和科隆三角大楼（KölnTriangel）。如果你喜爱运动，你可以爬 553阶到达南塔顶

端。在你攀爬的过程中你会听到钟声并看到一个钟楼，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还在运

作的钟。

http://www.koelner-seilbahn.de/english


开放时间：

一月~二月：09.00 am – 04.00 pm

三月~四月：09.00 am – 05.00 pm

五月~九月：09.00 am – 06.00 pm

十月：09.00 am – 05.00 pm

十一月~十二月：09.00 am – 04.00 pm

地址：Domkloster 4, 506687 Cologne

电话：+49 (0)221. 16 42 0

邮箱：info@koelner-dom.de



网址：www.koelner-dom.de/index.php?id=oeffnungszeiten

旅游局网址：

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cathedral-south-

tower

如果你不那么喜欢运动，你可以从霍亨索伦桥走到莱茵河对岸的科隆三角大楼。

从建筑物的可以轻松乘电梯抵达的顶端观景台（高度超过 100米），你也能欣赏

到城市和大教堂的美景。

开放时间：

十月~四月：

周一~周五：12.00 am – 08.00 pm；周六~周日：10.00 am – 08.00 pm

五月~九月：

周一~周五：11.00 am – 11.00 pm；周六~周日：10.00 am – 11.00 pm

地址：Ottoplatz 1, 50679 Köln

电话：+49 (0)2234. 99 21 55 5

http://www.koelner-dom.de/index.php?id=oeffnungszeiten
https://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cathedral-south-tower
https://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cathedral-south-tower


邮箱：info@kulturinfo-rheinland.de

网址：www.koelntriangle.de

十二座罗马式教堂

除了科隆大教堂外，你还可以参观这十二座建于公元 900年左右的罗马式教堂，

它们比科隆大教堂年代更久远。罗马式风格是中世纪早期的艺术风格，也是哥特

式的前身。其中大圣玛尔定教堂（Groß St. Martin）、利斯基尔亨圣玛利亚教堂

（St. Maria in Lyskirchen）、卡比托利欧圣玛利亚教堂（Maria im Kapitol）和圣安

德肋堂（St. Andreas）非常值得一去。下图为大圣玛尔定教堂。

地址：Förderverein Romanische Kirchen Köln e.V.

电话：+49 (0)221. 22 12 53 02

邮箱：romanik@koeln.de

网址：www.romanische-kirchen-koeln.de

旅游局网址：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romanesque-churches

情人锁

http://www.koelntriangle.de/
http://www.romanische-kirchen-koeln.de/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romanesque-churches


在霍亨索伦桥（英语：Hohenzollern Bridge，德语：Hohenzollernbrücke）上你会

发现有超过 40000个五颜六色的小型挂锁，这是一些情侣，家人和朋友来这里购

买的。他们在挂锁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并挂在桥上，把钥匙扔进河里，以此证明

永恒的爱。

地址：Hohenzollernbrücke, 50667 Cologne

旅游局网址：

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memorials-wells/love-locks

4711

4711香水是科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你可以去参观位于 Glockengasse 4711号

的旗舰店，这里也是早期香水开发和生产的地方。商店内还有一个关于香水历史

的博物馆。此外，团体游客还可以预约参观香水作坊，同时还可以学到如何自己

制作香水。这个自制的香水可以在参观完之后带回家。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memorials-wells/love-locks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09.30 am – 06.30 pm

周六： 09.30 am – 06.00 pm

地址：Glockengasse 4, 50667 Cologne

电话：+49 (0) 221 27 09 99 10

网址：www.4711.com/en

购物

在科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购物，这里最重要的两个商业街分别是霍赫街（Hohe
Straße）和希尔德街（Schildergasse）。那些比起大型百货商场更喜欢精品店的

人应该绕到附近的艾伦街（Ehrenstraße）和布莱特大街（Breite Straße）。另一

http://www.4711.com/en


个购物的好去处就是比利时区（Belgian Quarter），那里的商店小巧又时尚，还

设有舒适的咖啡馆和酒吧。如果你饿了，千万不要错过 Madame Miammiam 店里

好看又好吃的蛋糕。下图为霍赫街。

旅游局网址：www.cologne-tourism.com/city-experience/shopping

网址：www.madamemiammiam.de

游船

在巡航的游船上可以享受美景，这个公司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欣赏莱茵河美

景，“快速”选项是指，到达科隆天际线前一共一小时的往返航程，可以欣赏到大

教堂，老城区，“起重机屋”等几个有趣的景点。另一个选择是一日游行程，期间

你可以深入了解科隆和莱茵河谷的南部。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city-experience/shopping
http://www.madamemiammiam.de/


开放时间：

从复活节岛十月每日开放

地址：Frankenwerft 35, 50667 Cologne

电话：+49 (0)221. 20 88 31 8

邮箱：info@k-d.com

网址：www.k-d.com/en

http://www.k-d.com/en


……主要的商业中心！

在 1497年，莱比锡被 Maximilian国王授予了御用的公平贸易特权，因此莱比锡

集市也被看做是“交易集市之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莱比锡展览中心非

常吸引人的建筑的建造，莱比锡的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莱比锡内城，参观

者可以漫步在旧日的街道上，感受旧日的气息和氛围。由于其悠久的商业历史，

这座城市依旧是，或者说再次成为了对保时捷、宝马和 DHL 投资商非常具有吸

引力的地方。

www.leipzig.travel/conventions

……音乐之城！

几乎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宣称拥有像莱比锡一样丰富的音乐遗产，比如约翰·塞巴

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在 1723年到 1750年领导圣托马斯男孩合

唱团）和门德尔松（他生前的住宅是唯一留下的遗迹），他们都与莱比锡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除此之外，Gewandhaus乐团在莱比锡从事了 250余年的古典音

乐教育，而圣托马斯男孩合唱团则由奥古斯丁·佳诺斯（Augustinian Canons）创

立于 800多年前，其最著名的唱诗班指挥就是 J.S.巴赫，每周五和周六在圣托马

斯教堂都可以听到合唱团演唱的颂歌。莱比锡歌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1693年，

其歌剧院是欧洲第三古老的音乐剧院，现在歌剧院的表演内容涵盖了从巴洛克到

现代歌剧和芭蕾的许多内容。

http://www.leipzig.travel/conventions


www.leipzig.travel/music

……艺术的避风港！

莱比锡活跃的艺术氛围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好的声誉。位于时尚的 Plagwitz区
的前身是一个棉花厂的 Spinnerei，现在是许多画廊和工作室的所在地。被称为“新
莱比锡学派”关键人物的是艺术家和教授 Neo Rauch，等待购买他的画作的人已经

越来越多，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的最近购买人之一，这也证明了莱比

锡的现代具象绘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www.leipzig.travel/arts

http://www.ltm-leipzig.de/music
http://www.leipzig.travel/arts


……一个呼吸着历史空气的城市！

在 1813年，被拿破仑压迫的人们在莱比锡城门外联合起来，在光荣的“国家战争”
中，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俄罗斯人和瑞典人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这场战争涉

及 50万名士兵，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标志着拿破仑统治解放战争的决定

性转折点的到来。今天，国家战争的纪念碑是欧洲最高的纪念碑。在 170余年后

的 10月，和平起义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在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和平祈祷

之后，7 万民众于 1989 年 10月 9 日走上街头，在街头示威争取言论、集会及旅

行自由，“我们是人民！”、“拒绝暴力！”这样的口号欢呼着德国和平革命的胜利，

您可以记下这个日期并参与莱比锡相关的纪念活动。

www.leipzig.travel/history

http://www.ltm-leipzig.de/history


……精神上的旅行！

基督教和教会是莱比锡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城市对改革运动的兴起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城市中众多的马丁·路德金著作和福音书出版商就

可以看出来。住在维滕贝格附近的路德曾多次留在莱比锡，在 1519年夏天，莱

比锡的普莱森堡城堡成为路德和约翰·埃克之间公开辩论的场所，被称为“莱比锡

争论”。这场决定性的辩论最终使路德和天主教会分裂，今天，这一城堡是新的

市政厅的所在地。

www.leipzig.travel/reformation

http://www.ltm-leipzig.de/reformation


……一座建筑财富之城！

莱比锡拥有超过 15000件文物，其中 80%可以追溯到德国十九世纪末工业发展非

常迅速的 Gründerzeit 时期，莱比锡拥有德国最大的完好无损的 Gründerzeit
（Jugendstil）风格的建筑。而在莱比锡西部，一座无与伦比的占地 90公顷的工

业建筑纪念碑得到了保留。这是德国第一个大面积发展的大型工业区，被称为普

拉格维茨（Plagwitz）。

www.leipzig.travel/architecture

http://www.leipzig.travel/architecture


……一个属于白日梦者和夜猫子的城市！

莱比锡三分之一的面积被绿化带覆盖，在它的核心，奥恩瓦尔德，广泛的洪泛平

原森林一路贯穿整个城市，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在沿河的漂流中，游客会发

现莱比锡的绿肺。城市的另一个绿色部分是动物园，他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动物园，

其中最新的项目是 2011年开放的巨型热带大厅“Gondwanaland”，十分刺激的轨

道项目会带领游客穿过动物所在的热带雨林。在莱比锡南部，从前的褐土矿区已

经变成了“新莱克兰地区”，具备游泳、水上运动和沙滩项目的理想条件。

www.leipzig.travel/leisure

http://www.ltm-leipzig.de/leisure


如果碰巧是在夜间，这里有许多可以唤醒人们热情的剧院、音乐厅、赌场和各类

综艺节目。当你来到众多俱乐部或酒吧中的一间时，你就会意识到，莱比锡永远

保持着清醒，“关闭时间”并不存在在莱比锡的字典中。

www.leipzig.travel/nightlife

http://www.ltm-leipzig.de/nightlife


……购物者的天堂！

莱比锡紧凑型的市中心是散步和购物之旅的理想场所。位于中央环路的景点、餐

厅和商店都处于步行距离内，并营造出了非常便利和谐的氛围。另外，欧洲最大

的铁路站点之一的莱比锡中央车站也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在三层楼中

有着大约 140家商店。

www.leipzig.travel/shopping

……新发现的理想起点！

为了使旅行过程更加令人兴奋，可以遵循着路德的脚步，前往维滕贝格、爱尔福

特、艾森纳赫、托尔高和艾斯莱本，这些景点都近在咫尺。由于完善的铁路线路，

柏林、德累斯顿或瓷器镇迈森这些地点都可以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到达。

http://www.ltm-leipzig.de/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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