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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的生活非常便利。我们是德国唯一一个仍然以村庄
命名的大城市。然而如今，我们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大都
市了。这与我们这里人人都在遵循的包容、开放的生活方式相
得益彰。

为什么您会在Rheintreppe（杜塞尔多夫）感到非常舒适？与
莱茵地区的人在一起，很快你就会找到归属感。我们的小型啤
酒作坊非常出名，您可以随意挑一家坐一坐，或者去莱茵瞭望
塔上看一看。您会发觉，在任何地方您都能很快地与人们攀谈
起来。

请跟随我们杂志的脚步，为您带来些许启发。您将了解到那些
著名建筑和众所周知的场所的有趣细节。我们将向您讲述许许
多多的小故事，并告诉您，哪些地方值得用影像记录下来。

我们非常乐意与您分享我们的城市——来自杜塞尔多夫旅游局
的团队将为您效劳

#VisitDuesseldorf

欢迎来到 
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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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啤和啤酒屋厨房
为什么你很快就能在 Altstadt 
（老城区）找到归属感

街边咖啡馆、闲逛
亦或购物？
是什么让 “Kö” 成为了一条繁
华的林荫大道

与 盖瑞楼 来张自拍
来到 MedienHafen 你一定要拍
什么

河畔、羊群与
悠悠莱茵河

人们最热衷于在哪里体
验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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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邻里关系
Unterbilk 是如何成为 
MedienHafen 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教养、不顺
从、不做作
是什么让 Flingern 成为了
一个充满创意的住宅区

地下艺术馆、隧道
地窖和饮泉厅
哪些地方能让你在室内就能感受
到无处不在的文化

宫殿和皇帝行宫
Benrath 和 

Kaiserswerth的魅力

Schäl Sick
为什么 Oberkassel 有最好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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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的生活非常便利。这正是吸引莱
茵地区的人们习惯于到户外游玩的原因。在 
Altstadt（老城区）你能体验到世界上最长
的吧台。这里有 260 多家饭馆、酒吧和餐
厅，提供各式美食，总能满足您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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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
Alt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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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建议
如果您想了解历史悠久
的 Altstadt（老城区）
的更多信息和更多故
事，请预订 Altstadt 
（老城区）之旅。如果
您只想专注于烹饪美
食，可以参加 3 小时的
美食之旅，这个行程甚
至可以带您去芥末店和
香料店。更多信息： 
www.visitduessel-
dorf.de

在哪儿能找到这个世界最长吧台？
“世界最长吧台”并不是在酒馆里。实际
上它指的是一整条街区，这个街区将杜
塞尔多夫 Altstadt（老城区）的 260 多
家饭馆、酒吧和餐馆集中在一起。历经 
350 年，这里早已成为一个各行各业的
大熔炉。它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片区，在
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无
论是时尚精品店、艺术博物馆还是小型
啤酒作坊。

老啤不同于其他啤酒的地方在哪里？
可以说，老啤是一种传统的精酿啤酒。据
说早在啤酒酿造作坊出现之前直至今天，
老啤始终是通过手工酿造的。此外，老啤
有着特有的棕色，并且非常爽口！

为什么服务看上去都很凶？
如果小型啤酒作坊的服务员看起来有点粗
鲁，请不要惊慌。这只是他职业面貌的一
部分，但请相信他是真诚欢迎您的。啤酒
厂最能体现典型的莱茵地区人的生活态
度。小型啤酒作坊的特色——长木桌、食
物份量充足、谈笑风生——让人产生相见
恨晚的感觉。在这儿任何人都能点酒，之
后 Köbes（当地的特色服务员）便会为您
端来刚打出来的新鲜啤酒。小贴士：直到

啤酒盖放在 0.2 升的玻璃杯上，啤酒才会
被端过来。夏天也可以在小型啤酒作坊和
酒馆的露天区饮酒。要返回住处？完全没
问题！在海因里希·海涅大道有运行的地
铁和出租车司机在等候您的乘坐。

为什么我应该来一场舌尖之旅？
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让您同时可
以吃到这么多世界各地的美食，从著名的
厚纸盘披萨到亚洲街头美食，再到安德烈
亚斯区的昂贵牛排，一切美食应有尽有。
在啤酒坊的菜单上还有乡村美食供您品
尝。特别受欢迎：莱茵醋焖牛肉。

在传统的每周集市上也有街头美食吗？
欢迎来到杜塞尔多夫的中心位置，欢
迎来到 Carlsplatz（卡尔斯广场）！在 
Suppenküche（巴伐利亚式传统餐馆）
和糕点店之间有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而
且绝对任由您随意拍摄。这里有秀色可餐
的盛宴。近年来这个市场已经过了彻底地
改造。加入了大量的现代街头食品概念，
有很专业的葡萄农现场售卖葡萄酒——与
此同时，这里仍然有许多花贩、屠夫和鱼
贩，可以听到他们讲述很早以前集市每天
晚上还必须闭市的情形。

Carlsplatz

中心

Köbes

Foto: Sabrina Weniger
© Wochenmarkt Karlplatz GmbH & CO. KG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public-guided-tours/duesseldorfs-culinary-soul/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public-guided-tours/duesseldorfs-culinary-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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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stadt（老城区）里还有哪些东西是真
正古老的？
相当之多。虽然杜塞尔多夫作为一个
城市来讲相对年轻，但我们这座往昔
的渔村却是历史悠久。事实上，回
到“杜塞尔村”，您将置身于哥特式的 
Kreuzherrenkirche（兄弟会教堂），它
是杜塞尔多夫第一个修道院的教堂。附近
的 Stiftsplatz（史蒂夫茨广场）上——它
被小型的漂亮砖房围着——耸立着圣兰伯
特教堂。倾斜的教堂塔楼是杜塞尔多夫天
际线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同时也是一个
路标，是身处繁华的 Altstadt（老城区）
中的宁静之处。

  Die Auseinandersetzung

中心

我们的小建议
Altstadt（老城区）一
直是许多音乐家的聚会

场所。Kraftwerk 
（发电厂）及 die 

Toten Hosen（死裤
子）等著名乐队就发
源于此。德国的朋克
场景于 20 世纪 70 年
代末出现在 Ratinger 

Straße（哈廷哥大
道）。如果您想体验
杜塞尔多夫流行音乐
史上 15 个最重要的
地方，可参考相关的
在线指南 “Sound of 

#urbanana”:  
www.nrw-tourismus.
de/soundofurbanana

Altstadt（老城区）中这些争论的雕像
是谁？
这个青铜雕像以 “Die 
Auseinandersetzung” (探讨交流) 命
名，创作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它树
立在 Altstadt（老城区）中央大街的路
面上，而且不在同一个基座上。雕塑家 
Karl-Henning Seemann 的团队当时正在
处理与他们 1968 年代的父母、祖父母之
间的冲突，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第二次世界
大战，这个团队想表达他们在争执中相互
缺乏理解的情况。现在它成了这个城市被
拍摄最多的艺术品之一。它也成为了这次
冲突的调解人，促成了两方之间的和解。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一般来讲人
们第一次看到两派时，就会想立即表明立
场，即支持“瘦的”还是“胖的”。

https://www.nrw-tourism.com/soundofurbanana#thesoundofurbanana
https://www.nrw-tourism.com/soundofurbanana#thesoundofur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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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老城区不容错过的景点是什么？
Et Kabüffke 的睡前饮料：一小杯保健酒，是一种杜塞尔多夫
的草本利口酒。一个非常特殊的标志就是：客人非常拥挤。 
事实上，如果想要在 Kabüffke 坐着而不是站着，就要支付更
高的费用。小型品酒室很容易找到——位于啤酒坊 Uerige 和旅
游咨询处对面。



7 个站点，10 种语言
每一站都会讲述一个故事

成人  18 € 
孩童  3 €

www.visitduesseldorf.de/en/
public-guided-tours

杜塞尔多夫卡
优惠*3 €

您的组织者  
Düsseldorfer CityTour e.K.

Mündelheimer Weg 10, 40472 Düsseldorf

* 对于成人的价格，每个付费的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两名儿童

双层巴士 
* 建议：城市观
光车单列一行。

现在在线预订

Düsseldorf 
Live close Feel free

http://www.visitduesseldorf.de/en/public-guided-tours
http://www.visitduesseldorf.de/en/public-guided-tours


现在在线预订

 
Düsseldorfer 

Senfladen

Öffnungszeiten:
Montag – Donnerstag: 
10 – 14 Uhr; 15 – 19 Uhr 
Freitag und Samstag:  
10 – 19 Uhr

Bergerstraße 29
40213 Düsseldorf
Tel.: 0211/83680-49

Regionale Senfspezialitäten und Senf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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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建议
Kö 不仅仅是一条购物
街和林荫大道。在这条
大道上还会举办各式各
样的活动。主题涉及图
书漫步、品酒节以及马
拉松和自行车赛等体育
赛事。更多信息参见我

们的线上日历： 
www.visitduessel-

dorf.de

Kö-Bogen

这条著名的街道缘何会取这样一个名字？
由于树木繁茂，“Kö” 这条街道曾被称
为 Kastanienallee（栗子大道）。然
而，1848 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宣布要访问悠闲平静的杜塞尔
多夫。当时人们对不公平的普鲁士法
规感到愤怒，并以无政府主义的姿态用
马粪蛋迎接了国王。据说有一颗正中了
国王的斗篷。事后，为了得到王室的宽
恕，Kastanienallee（栗子大道）很快更
名为了 Königsallee（国王大道）。

这里的一切真的都很昂贵吗？
对存款只有几欧元的人来说，自然不会有
什么损失。购物爱好者能在这里找到那颗
爱好奢侈品牌的心所渴求的一切。当然这
里也有较便宜的商品。在人行道上的任意
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点杯拿铁咖啡，观察
来往的行人。几乎像是在看一场时装秀。

allee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nc/en/veranstaltungskalender-ddorf/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nc/en/veranstaltungskalender-d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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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Kö-Graben 

为什么树林里有绿鹦鹉飞来飞去的？
因为这些聪明的鸟儿是这里的免费住
户。红领绿鹦鹉实际上多居住在非洲和
亚洲，但近几年也在莱茵地区定居下
来了。它们恰好在杜塞尔多夫选择了一
个最好的住址。白天，这些绿色的鸟儿
在附近的 Hofgarten（霍夫花园）嬉戏。
当 Königsallee（国王大道）的夜幕降临
时，您可以听到并看到一个自然奇观：鹦
鹉归来，然后在国王大道的梧桐树上寻找
一个舒适的栖息之处。

Königsallee（国王大道）上有多少
座桥？
三座。这些桥所处地段风景优美，特
别适合用作小型照片拍摄的背景。在
北端，您不仅可以欣赏到风景优美的 
Corneliusplatz（科尼利厄斯广场）、建
筑风格极具设计感的 Kö-Bogen（科伯格
商场），还可以游玩 Hofgarten（霍夫花
园）——德国最古老的公园。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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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建筑师不能就风格达成一致？
旧港的改建是杜塞尔多夫最宏伟的项
目之一。在过去 30 年里，Helmut 
Jahn、David Chipperfield 和 Renzo 
Piano 等国内、国际明星建筑师都在这
里留下了自己的建筑大作。特色：建筑
风格的多样性给河流和航运制造了一个
极具创意的参考性坐标。这些建筑大作
的名称有 Wolkenbügel、SIGN！或 The 
Living Bridge 等。MedienHafen 很容易
就能到达。

Rheinturm (莱茵塔)上闪烁的灯光是什
么？
它看起来像是莱茵河上的船只信号灯，实
际上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时间报时器。它是
一个十进制时钟，如果人们可以掌握它的

我们的小建议
杜塞尔多夫的视野挑
战：只有足够勇敢的人
才敢躺在莱茵塔的倾斜
玻璃上，鸟瞰独特的风
景，迎接其他莱茵塔观
光客钦佩的目光。

规则，就能准确地将时间读取到秒钟。从
上到下为十小时、一小时、十分钟的灯
光。此外：莱茵塔是这座城市最高的建
筑，高 240.5 米。除了观景台外，这里
还设有一间餐厅。

那些老旧的码头起重机还在运转吗？
如今，这些码头起重机只是被人们用来拍
照留念。但是——尽管传统的港口工作已
部分转移至邻近的诺伊斯：直至今天，
在 MedienHafen 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混合
着泥土气息的、粗狂的海港氛围。码头
堤岸、铁制的栏杆和轨道设备都生出了
绿绣，与其他地方忙碌的气氛形成了鲜
明对比。

H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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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建议
怎样才能了解到那些宏
伟建筑的更多信息？参
加杜塞尔多夫旅游局的
媒体港之旅即可。
www.visitduessel-
dorf.de 

Pebble’s  格里建筑群

是什么样的不明飞行物降落在了岬角的
尽头？杜塞尔多夫最美的景点之一是 
Pebble’s-Terrasse（鹅卵石露台），它
的后面是豪华的凯悦酒店。在这里，每个
人都可以坐在一个类似不明飞行物的，由
铝、木瓦搭制的凉亭旁边，看着日落，小
酌一杯。绝佳位置：城市和河流的全景会
直接呈现在观赏者的眼前。

大多数自拍都是在哪儿拍的？
在 Gehry Bauten（格里建筑群）前，每
天都有 Instagram 粉丝、时尚摄影师来到
这里，而且还有 VHS（家用录像系统）
课程在这里上演。
总是有人来这里拍照。
白色、银色和红色的三座跳舞塔楼是媒体
港口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
倒塌的墙壁、歪斜的塔楼、镶嵌入墙中的
窗户——每个细节都值得拍一张照片。
加州建筑师 Frank O. Gehry，曾为毕尔巴
鄂设计了壮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如今也
为杜塞尔多夫带来了丰富的礼物。
彼此相邻的三座建筑物中没有任何直线
走向。
主要有广告商、律师和建筑师居住的这个
建筑群叫 Neuer Zollhof  。

中心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oeffentliche-touren/medienhafen-fuehrung/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oeffentliche-touren/medienhafen-fue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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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始终都紧靠着莱茵河畔吗？
您有必要想象一下：
每天有 55,000 辆汽车沿着莱茵河行驶。
直到最后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将城市带
回莱茵河——这个世纪项目就是为杜塞尔
多夫设立的。自 1995 年以来，人们可以
再次漫步在莱茵河滨大道。踩着波浪状的
铺石路面走近莱茵河。与此同时，在约瑟
夫·博伊斯河岸不仅有行人、骑自行车的
人，还有众多滑冰的人在这里嬉戏玩耍。

为什么要沿着莱茵河漫步？
因为呆在家里只能过着没有美感的城市生
活。在人行道或自行车道上，你会经常被
那些法式滚球运动员挡住去路，他们会将
球扔来扔去。有时也会被在约翰·讷斯·
豪纪念碑前跳舞的探戈舞者挡住去路。 
从 MedienHafen（媒体港）步行到艺术

我们的小建议
当你身处杜塞尔多夫，
也需要切换一下自己的
视角。消磨时间的最
好方式之一是乘船出
游，可以乘船短途游览 

MedienHafen（媒体
港），甚至可以乘船到
达 Kaiserswerth（凯撒
斯维特）。更多信息： 

www.visitduessel-
dorf.de

学院，这趟两公里的路程会非常棒——反
之亦然。沿途，莱茵河岸边的梧桐木营造
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树冠也相应地会经常
被拍摄入镜头。

为什么市中心会有绵羊？
春季和秋季之间，Oberkasseler Ufer 
（欧伯卡塞尔河岸）上的莱茵河草地是属
于这些绵羊的。它们和牧羊人一起在大城
市中心活动，来往的车辆必须为他们减
速。羊群悠闲地地咀嚼着青草，成为了杜
塞尔多夫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是：羊群完成了一项很
重要的工作。它们将长出的青草吃掉。
否则，城市必须要不断地修剪草地。并
且——由于它们的体重，它们还可以顾及
到堤坝的护理，可与草辊媲美。

莱茵河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boat-tours-on-the-rhine/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boat-tours-on-the-r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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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那墙

音乐厅的露台

这条河的最佳景观在哪里？
在音乐厅的露台，在 Kasematten（卡塞
马特餐馆）——或在城堡广场的莱茵河塔
楼。塔楼不仅仅是莱茵河上一个可以观察
到货船和客船的好位置。而且在这里你也
可以身处一个伟大的艺术品中
心。Rheintreppe（杜塞尔多夫）艺术学
院曾经的学生，Hermann-Josef Kuhna 
教授在光秃秃的混凝土墙上与 20 名艺术
学生，在 7,400 个工作小时内完成了画
作。如今，“Rivertime”由彩色陶土制
成。是自拍的绝佳背景！

Kasematten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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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0

哪些艺术家毕业于这 Kunstakademie?
这 Kunstakademie (座艺术学院)培养出
了众多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例如 Gerhard 
Richter 或 Joseph Beuys 教授，他们都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师。“杜塞尔多夫
摄影学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座学
院可以追溯到 Bernd 和 Hilla Becher。
这座学院的著名代表人物还有 Thomas 
Ruff、Thomas Struth 和 Andreas 
Gursky。他发表于 1999 年的作品“莱茵
二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照片。当
时在纽约可以拍卖到 310 万欧元。

在哪里可以攀爬玻璃穹顶下 25 米高
的网？
就像一个超现实的景观，这个 Tomás 
Saraceno 设计的 2500 平方米综合
装置在轨道上延展开来，横跨 K21 
Ständehaus 的广场。胆大的可以爬上这
个透明的、三层布局的钢网，发现全新的
自己。如果有多个人同时攀爬这个网，就
像网里的蜘蛛，每个人可以通过振动感知
到其他旅客。 
这样一个悬浮空间就成了一个内在联系、
共振和相互依赖的沟通构成的振动网络。

我们的小建议
我们的双层观光车才是
真正能领略到文化的
出租车，它在“艺术学
院”也有停靠站，这个
车站是去往老城区和 
Ehrenhof 参观各大博
物馆的绝佳地点。您可
以在比如火车站、媒体
港或 Burgplatz 搭乘这
部双层观光车。请访问 
www.visitduessel-
dorf.de 获取更多信息

为什么人们经常在 K20 的彩色墙前
驻足？
在 Kunstsammlung K20 am 
Grabbeplatz（格拉博广场 K20 艺术收藏
展）所在的亮黑色大楼后方，有一个色彩
缤纷的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一整个墙壁都
是马赛克的艺术作品叫“大黄蜂”，它是英
美艺术家 Sarah Morris 为保罗克利广场
创作的。这些彩色琉璃瓦也是一个受欢迎
的拍照点。

如何从 K20 到 K21？
非常方便，在 K20 Grabbeplatz 和 K21 
Ständehaus 这两个博物馆之间有免费班
车可以乘坐。此外，在杜塞尔多夫中心地
区有各种供应商供应大量可以租借的自行
车。骑自行车，从一座博物馆大门到另一
座博物馆大门只需十分钟。

哪座建筑被俗称为艺术防空洞？
那就是 K20 对面的艺术馆，它是野蛮主
义的典型代表作。由预制的混凝土构件构
成。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是：这里免费提供
世界著名的露天行为艺术。您会发现一个
从艺术馆的正面突出来的黑色烟囱，它是
由 Joseph Beuys 设计的！Beuys 是最犀
利的建筑风格评论家之一，他想让这座博
物馆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

K21

中心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public-guided-tours/hopon-hopoff-citytour/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public-guided-tours/hopon-hopoff-city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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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在艺术宫驻足并且凝视着
天花板？
位于 Ehrenhof 的艺术宫是一个生气勃
勃的艺术之屋。该收藏展中的绘画、版
画、雕塑和玻璃物品上至古罗马时期下
至 21 世纪。有时需要不同的视角，去确
切地领悟艺术。Nam June Paik 的视频
作品“Fish Flies on Sky”，镶嵌在天花板
上，最好的视角是躺下来以仰视的角度去
观察它。别担心，您可以躺在一张巨大的
沙发上舒适地进行观赏。

杜塞尔多夫的人们是如何利用空闲出来的
隧道口的？
1993 年，为了建设莱茵河滨大道，莱茵
河岸路被迁移至地下。于是，隧道管之间
空出了一个长约 140 米的椭圆形空间。
它太大而且太有趣了，不应该让它闲置。
在举办了一些尝试性的活动之后，这里
在 2007 年成为了一个展览年轻的、当代

我们的小建议 
城市艺术漫步每周六 

12:00 至 14:00 举行。
城市艺术画廊 Pretty 

Portal 的管理人兼策展
人 Klaus Rosskothen 
在杜塞尔多夫墙上展
示了最振奋人心的艺
术作品。典型的杜塞
尔多夫：“幽灵”贴纸
取自“Pdot”吃豆人视
频游戏中的形象。
更多信息：www.

visitduesseldorf.de

的艺术的地方。“KIT – Kunst im Tunnel”
每年约举行四到六个临时展览。主题是雕
塑、绘画、摄影、视频和装置艺术。游客
可以通过一个地面上的咖啡馆进入展馆，
这个咖啡馆定期也会举办一些音乐现场活
动。它还设有一个露台，您可以在露台上
欣赏莱茵河的壮丽景色。

是什么值得让“纽约时报”愿意为我们的
这六个地铁站撰写了一篇报道？
下一站：艺术。所谓的 Wehrhahnlinie 
（韦尔哈恩线）穿过的六个站点不仅仅
是旅行者的换乘点。这条线路的设计是
由工程师和艺术家共同主持的。每个站
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团体参观还可
享有随团导游，提供英文讲解，请访问 
www.visitduesseldorf.de 获取更多信息

Kunstpalast

中心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public-guided-tours/urban-art-walk/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public-guided-tours/urban-art-walk/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gruppentouren/duesseldorf-kunst-kultur/wehrhahn-linie-duesseldorf/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oeffentliche-touren/wehrhahn-linie-duessel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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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公园的鲨鱼、企鹅和鳄鱼能带来哪
些乐趣？
南方公园及其日式花园是这座城市最美丽
的绿化地带之一。这里不仅有修剪整齐的
花圃、别致的水景和珍贵的树木，还有 
500 多种动物。鲨鱼、企鹅和鳄鱼同狼
蛛和蛇一样呆在室内。但不要担心——这
些动物不会随意走动。您可以参观位于公
园中间的 Aquazoo Löbbecke Museum 
（水族动物园即勒贝克博物馆）。

许多广告桩子上立着的塑像是什么样的？
一对亲吻的夫妇、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女人
或正在拍照的男人。他们是真的人吗？
不，他们是杜塞尔多夫艺术家 Christoph 
Pöggeler 创作的柱式圣徒，是由聚酯和
丙烯酸涂料制成的雕像。Pöggeler 的作
品散布在中心城区，他向人们展示了各种

我们的小建议
您想了解杜塞尔多
夫各种文化节的日
期吗？更多信息参
见我们的线上日历： 
www.visitduessel-
dorf.de

社会阶层。跟随柱式圣徒的脚步探索这座
城市已成为一项公认的运动。一旦开始拍
摄这些雕像，通常就会停不下来，直到把
这十组雕像拍一个遍。

为什么饮酒厅成了朝圣地？
最初，骑自行车去往足球场的 Fortuna 球
迷们选择在莱茵河畔上搭建一个简易的小
棚子作为碰头地点。并借此机会迅速买一
杯“Wegbier（道路上兜售的啤酒）”。当
时每逢天气好的时候，这一社会圈子的人
就会在那里聚会，坐在墙上，享受着清凉
的饮料，欣赏着夕阳西下的美景。如今，
饮酒厅在许多地方还被叫做 Fortuna 小棚
子。这里的快餐有烤香肠、油煎肉饼和
仅在杜塞尔多夫非常出名的 Fortuna 小面
包。这是什么？不用问，直接品尝一个
就知道了！

Fortuna-Büdchen

中心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nc/en/veranstaltungskalender-ddorf/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nc/en/veranstaltungskalender-d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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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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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访问市中心附近的城区，您会触碰到不
同的世界。在 Unterbilk会碰到许多年轻的父
母，在 Flingern 会邂逅时装设计师和街头艺术
家，在 Oberkassel 会有杜塞尔多夫的上流阶层
在那里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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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Oberkassel 拥有如此多的有历史
年代的住宅？
在杜塞尔多夫没有一个地方能像 
Oberkassel 这样拥有如此多青春艺术风
格的建筑。原因：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空袭损坏或摧毁了大约 90％ 的杜塞
尔多夫住宅，但炸弹对莱茵河左岸的城区
部分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特别是在莱茵
河的最前沿，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建筑物此
起彼伏。这些建筑与在前面的莱茵河草地
上吃草的羊群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拍
照的绝佳背景。

在绵延不断的莱茵河草地上会举行什么
活动？
依天气情况而定，草地在城市中经常被用
来做一些积极的放松活动——从马拉松训
练到休闲足球再到放风筝。而且在草地上

我们的小建议
在 Oberkassel（欧伯
卡塞尔地区），您可以
通过 Schlossturm（宫
殿塔楼）、Altstadt 

（老城区）、莱茵塔和 
Gehry Bauten 等著名
景点的景色，清晰地观
赏这座城市的剪影。

也可以更放松。人们也喜欢在这里进行野
餐或仅仅只是坐在阳光下晒太阳。堤岸上
总是会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别忘了：一
年一次的“莱茵河畔最大游乐场”就搭建在
这里——这是一个机动游戏和节日帐篷组
成的冒险世界。

这个城市最小的电影院在哪里？
这座地下室是留存至今的经典艺术电影院
之一。它隐藏在地下，只有在第二眼扫过
去的时候才会发现它。这条小路会穿过 
Café Muggel（玛格丽咖啡馆），这里是 
Oberkassel 社交圈的热门聚会场所。在
吧台后面有一个楼梯通向乡村风格的地下
室小酒馆影院，那里有自己的酒吧。独特
之处：在这家影院，小的吧台椅挨着咖啡
馆用的椅子，您就坐在这里看电影。

古早式红烧牛肉的名字缘何而来？

Oberk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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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我们的小建议：
在杜塞尔多夫，有许
多小型咖啡烘焙房，
它们遵循的是现代
咖啡文化，大多数都
有自己的咖啡馆。
在 Oberkassel（欧伯
卡塞尔地区），咖啡
因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是“Kaffeeschmiede”和 
“Die Röstmeister”。

古早式红烧牛肉的味道是否像炖牛肉块的
味道——这是仍然年轻的小型啤酒坊老板 
Klaus Unterwaining 经常听到的一个问
题。但这个名字只是间接与炖菜有关。它
其实来源于 Unterwaining 的一个绰号，
是基于他爱吃的一道菜的名字：红烧牛
肉。自 2011 年以来，老板卖这个啤酒从
一开始仅仅在“Oberkassel 老车站”的一
个小酒摊——到现在，在杜塞尔多夫，他
的小型啤酒坊数量已增加到 7 家。

谁将当代视频艺术固定在城区？
Julia Stoschek 是艺术赞助人、收藏家
和一家私人博物馆的创始人。在她位于 

Schanzenstraße 54（商册
路 54）的有 100 多年历
史之久的艺术商店中，她
向人们展示了以时间为
主题的媒体艺术。2007 年 
Julia Stoschek 作品展的
重点是视频作品、装置和
照片，其中包括 Nam June 

Paik、Bruce Nauman 和 
Ólafur Elíasson。每年可以免费
看不同的展览。

Rheinwiesen青春风格

Oberkassel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 10 分钟
       公共交通

Oberk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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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建议
该城区的夜生活与 

Altstadt（老城区）
的夜生活不同，主要
以现场音乐和舞蹈为
主。这里有许多活动
场所，例如 tanzhaus 

NRW、Capitol 
Theatre、Stahlwerk 
和 zakk 以及一些较小
的场地，例如 AK47 和 

Weltkunstzimmer。 
Weltkunstzimmer.

tanzhaus nrw

这条色彩缤纷的著名街道都是关于什
么的？
20 世纪 80 年代，杜塞尔多夫的
住房严重短缺。抢占房屋者占领了 
Kiefernstraße（基辅街）上的几栋房屋。
这些新居民将房屋进行了装修，将涂鸦作
品一直画到了屋顶。在这里你仍然可以
看到政治艺术的起源。这条街不仅仅代
表着街头艺术，它还代表着另类的生活
模式——创意十足的独立空间、文化工作
室、个人画廊以及朋克摇滚俱乐部。过

去，人们会建议游客不要进入这条街道。
如今，露天画廊已然成为这座城市的艺术
景点之一。

为什么时装设计师和画廊老板对 
Flingern（夫林恩地区）如此有兴趣？
20 年前，学生和艺术家日益在 
Flingern（夫林恩地区）定居，因为可
以支付得起这里的租金。随后出现的
时尚酒吧、酒馆和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人带着资金来到这个城区。是的，在 

Flingern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 10 分钟
公共交通

Foto: Katja Il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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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我们的小建议
Flingern（夫林恩地
区）是最受欢迎的涂鸦
游乐场。在这里随处都
可以遇到伸手可及的艺
术作品。在 Erkrather 
Straße（埃尔卡特街）
的一面墙上，艺术家 
Joseph Beuys 在看着
游客并发出劝告：“不
愿意思考的人就会被时
代所抛弃。”

Vinyles 孤本

Flingern（夫林恩地区）曾经的工人阶
级区发生了许多大城市的典型变化。但 
Flingern（夫林恩地区）有点保守，有些
反对士绅化。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绝无仅有
的画廊风景线。并且——后院仍然是属于
时装设计师的。在这个新兴的城区中寻觅
和发现那些创作还有它们乌尔班式的壁
龛：拜访住宅式工作室、留意老工业建筑
或者就在后院的车间。这些令人激动的体
验由代理人为您提供：Marion Strehlow, 
Tina Miyake 和 Laurence Leleux。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旧衣服和其他自制
物品？
Ackerstraße（阿克街）是小型精品店和
业主自营式商店的中心地带。在售：私人
的旧衣服、流行音乐文化的艺术印刷品、
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家具和黑胶唱片。
许多咖啡馆和餐馆都坐落在 Ackerstraße 
周围，当然在 Hermannplatz（赫尔曼广
场）或 Birkenstraße（比尔克街）也能发
现它们的身影。以其蛋糕而闻名的 Café 
Hüftgold（胡夫戈多咖啡馆）已成为这个
创意区的真正老招牌。

Foto: Ronny Hendri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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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bilk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 10 分钟
公共交通

Foto: Robin Hartschen/THE DORF

Unterb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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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fen Horst 

是什么构成了 Lorettostraße（劳莱特
街）的特殊魅力？
创意满满的业主自营式商店，都是以极
大的热忱在从事手工业，能给您贴心的
建议，这里还有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的餐
厅——Lorettostraße 街及其周边地区都传
达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在这里你会有
归属感。在这里你可放逐自己。在这里
享受沉沦。

这个城区与 Frida Kahlo（弗里达·卡
罗）有什么关系？
“哦，迭戈，让我们忘记我们身边的一
切，用 Tapas（西班牙小吃）和葡萄
酒来打发这一天吧。”这句 Frida Kahlo 
的名言成了乌特布尔克地区的 Tapas 
Bar（Tapas 吧）的主旨，他们干脆还为
这位墨西哥画家建造了一座神殿。这一主
旨也与该城区的其他地方完美契合——丰
富多彩、乐天达观、简单直率。

为什么“Seifen Horst” 没有肥皂？
事实上这个地方半个世纪都在出售肥皂。
其后的主人保留了大部分装饰，如今在迷

我们的小建议
如果您想要近距离接触
当地的居民，请前往 
Friedensplätzchen 
的 Rheinischen 
Bauernmarkt（莱茵地
区农贸市场）：每周二 
8：00-13：00，每周
五 10：00-18：00。
所有产品所在的范围均
不超过 80 公里。

人的陈年氛围中出售的是蛋糕和咖啡。夏
季有两个露台：一个在前面，用来观看门
前的喧嚣，一个则在舒适的后院。

Florapark 里的咖啡馆什么时候营业？
工作日自 14:00 起，周末自 12:00 起，
您可以在这里享用各种美食饮品，同时欣
赏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 Floragarten。店
主非常重视食材的配料，价格公道的茶和
咖啡、自制的全麦蛋糕和有机果汁都能在
餐桌上吃到。推荐：die Dinkel-Waffel
（斯佩尔特小麦制成的华夫）。

我如何从这里到 MedienHafen？
这很容易：朝着莱茵塔一直走！可以看到
一个 240.5 米高的电视塔，始终将光射
向房屋的屋顶。抵达莱茵塔后，您可以直
接看到 MedienHafen。

城区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 10 分钟
公共交通

劳莱特区



32

杜塞尔多夫为何会有这样一座童话般的
城堡？
1755 年，选帝侯 Karl Theodor 在 
Benrath 建造了猎场和花园宫殿。这是一
个珍宝。而这一时代的其他欧洲文物古迹
没有保存得像这样完好的。努力将建筑、
园艺和雕塑融合在一起，这是晚期巴洛克
时代向古典主义过渡的特征。建筑师是当
时曼海姆霍夫的“花园和水景监理人”，叫 
Nicolas de Pigage。

为什么在进入之前必须穿上超大的毛毡
拖鞋？
要参观城堡，就必须在拱形地窖里将自己
的鞋子脱下来。套上一个宽大的毛毡鞋
套，就可以优雅地穿梭在城堡中。理由很

我们的小建议
城堡布景特殊，经常用
来举办圣诞市场等活
动。夏季，城堡公园
经常会举办古典音乐
会，同时还伴有灯光秀
或烟花秀。特别受欢
迎的是：将音乐会和
露天野餐结合在一起
的形式。更多信息参
见我们的线上日历： 

www.visitduessel-
dorf.de

简单：光滑的地面价值连城，避免磨损。
随之带来的有趣看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随
团游览时可以看到什么？所有的房间布置
得精美华丽，配有木质地板、镶板和石膏
花饰。您需要知道的：城堡之旅仅限于跟
团游，大约持续一小时，每半小时提供一
次城堡之旅。

哪些加冕了的王侯参观过这座城堡？
1965 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杜塞尔多
夫南部受到了合乎身份的招待，包括动
用 600 辆梅赛德斯来欢迎女王。瑞典的
西尔维娅女王来过这里两次。波斯国王
和最近的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也参观
过这里。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nc/en/veranstaltungskalender-ddorf/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nc/en/veranstaltungskalender-d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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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顶大厅

城堡咖啡馆

本拉特宫

为什么要去探索城堡公园？
公园可以免费进入。城堡和公园是欧洲
园林艺术历史独一无二的中心，因为在 
Benrath 能看到所有风格。在精心修复的
城堡东侧，世界上第一个花园艺术博物
馆于 2002 年在这里开业。尤其邀请您在
夏季来到这个历史悠久的柑橘树庭院，
稍作停留。

城堡周围还有什么？
西侧 Naturkundemuseum 的自然博物
馆专门展出莱茵河的鱼类和鸟类。著名的
鸟钟通过当地鸣禽的声音来报时。之后的
游览路线：强烈推荐。城堡咖啡馆就像每
次观光之后的一场甜蜜加冕礼。

Benrath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 10 分钟
    公共交通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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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swerth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 25 分钟
   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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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一览

我们的小建议
如果您不想乘船前往 
Kaiserswerth（凯撒斯
维特），最好在杜塞尔
多夫市中心的任何地方
租一辆自行车前往。
从 Burgplatz（城堡广
场）出发，沿着莱茵河
向北骑行。距离：十
二公里。

Kaiserswerth 为什么会在我的行程计
划中？
北部城区比杜塞尔多夫老旧很多，与现代
化的市中心形成鲜明对比。历史悠久的中
心区拥有 17 世纪的巴洛克式房屋和皇帝
行宫的宏伟废墟，Kaiserpfalz 是您放松
一下，散散步的理想场所。

为什么杜塞尔多夫有皇帝行宫？
在中世纪，统治者并不是在首都坐镇，而
是在马背上。因此，他们总是需要一个宽
敞的住处，让他们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可
以在那里留宿。1174 年，皇帝弗雷德里
克·巴巴罗萨一世将莱茵河的海关转移到 
Kaiserswerth，并在不久之后建造了皇帝
行宫——用四米厚的围墙围起来。今天的
废墟讲述了这座一再被夺取又重建的行宫
的动荡历史。从复活节到十月底，可在上
午 9 点至下午 6 点之间探索这些风景如
画的遗迹。

老式莱茵河渡轮上的草莓蛋糕真的是这座
城市最好的吗？
至少它是非常美味的，正如传奇乐队 
Kraftwerk（发电厂）的队长 Ralf Hütter 
曾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透露的那样。当
时采访者到达时，Hütter 已经吃掉了一
块。秘诀在于薄薄的面团。最好过去一趟
买一块——当然可以再加一大块奶油。这
里的景色也值得一游：皇帝行宫旁边的 
Kult-Biergarten（克尔特啤酒花园）、城
堡庭院。一个体验日落的好地方。

我怎样才能最舒适地到达 
Kaiserswerth（凯撒斯维特）？
从 3 月下旬到 10 月最好乘船前来。迎着
风向北走，从 Altstadt（老城区）到莱茵
河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可以在博物馆、展
会中心和莱茵河草甸享用清凉的饮品——
观光从未如此轻松！

Kaiserpfalz
Hauptbahnhof
(火车总站)

城区



围着羽毛的小鸭子 
国王大道

每个 5.95 €

杜塞尔多夫的
特色纪念品

可提供在杜塞尔多夫的旅游信息

 Altstadt 老城
 Marktstraße/Ecke Rheinstraße
 周一至周日 10:00–18:00 点

 火车总站
 Immermannstraße 65 b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点
 周六 9:30–17:00 点



#VisitDuesseldorf

16:00 79

@ visit_duesseldorf

@ VisitDuesseldorf

@ VisitDusseldorf

Share your
impressions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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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总站
Immermannstraße 65 b
40210 Düsseldorf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9:00–18:00
周六 9:30–17:00

Altstadt (老城区)
Marktstraße/Rheinstraße 街角
40213 Düsseldorf

开放时间
周一~周天 10:00–18:00

服务
– 咨询
– 酒店预订

– 城市驾车环游
– 城市步行环游
– 乘船游

– 门票
– 杜塞尔多夫卡
– 类型：卡片
– 纪念品

www.visitduesseldorf.de

Fotos: 
© Düsseldorf Tourismus GmbH
© Düsseldorf Tourismus GmbH, 摄影师 U. Otte
© Thorsten Donig, www.thorstendonig.de

所有信息均保留随时更改的权利，2018 年 10 月
* 10/2018 和前面重复了，删掉

发行方：

Benrather Straße 9
40213 Düsseldorf
T +49 211 17 202-0 
info@visitduesseldorf.de

旅游咨询处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home/
https://www.thorstendonig.de/
mailto:info@visitduesseldor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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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即可在线预订
酒店套餐
– 1 晚（含早餐）
– 1 张杜塞尔多夫卡
– 1 份杜塞尔多夫信息套餐

www.visitduesseldorf.de/hotel-
packages

55 欧元起*
Veranstalter

Düsseldorf Tourismus GmbH | Benrather Straße 9 | 40213 Düsseldorf
T +49 211 17 202-854 | welcome@visitduesseldorf.de

* 价格适用于最便宜时段内的最便宜房型。
照片：Hyatt Regency Düsseldorf

酒店晚
安服务

Düsseldorf 
Live close Feel free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accommodation/hotel-packages/
https://www.duesseldorf-tourismus.de/en/accommodation/hotel-packages/
mailto:welcome@visitduesseldorf.de


奢侈品购物
始于 1881 年

e-breuninger.de/cn

关注公众号 发送“优惠活动” 领取专属优惠

 杜塞尔多夫分店 Kö-Bogen Königsallee 2 40212 杜塞尔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