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一日游
为新来的朋友做导游

不可错过的景点

哈勒欢迎你
首先，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哈勒一日游”是根本不可能的。但
是我们还是为第一次认识哈勒的朋友将一些景点串成一条美丽
的参观路线，这样您就可以十分优化地利用您在哈勒市逗留的时
间。数量众多的博物馆，各式各样的艺术、戏剧舞台，惬意放松
的萨勒河畔，在历史老城中心不断发现性的参观旅途中，您会很
快地感觉到，有必要在这里多留几天，或者想要再次来到这里。
为此我们还有更多的神秘建议。您只需要带来好天气，剩下的由
我们来操办！
旅游信息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敬上

温馨提示：登陆www.hallesaale.com/audio
官方网站，使用我们德语音频讲解，
或者只需扫描二维码，启动语音导览。

市中心广场小宫殿旅游信息中心随时为您服务

本旅游信息宣传页可在
www.hallesaale.com/broschueren

官方网页免费下载

服务项目：
免费介绍住宿设施
对亨德尔故乡城市，
大型活动以及远足旅行路线给与专业性咨询
各种形式的城市导游
多种选项的纪念品
预售某些博物馆及娱乐设施入场券

地址：Marktplatz 13
06108 Halle (Saale)
电话： +49 (0) 3 45 122 99 84
传真：+49 (0) 3 45 122 79 22
电子邮箱：touristinfo@stadtmarketing-halle.de
官方网页：www.hallesaale.com
营业时间：五月至十月
周一至周五：9:00 - 19:00
周六，周日：10:00 - 16:00

官方网页：www.hallesaale.com

营业时间：十一月至四月
周一至周五：9:00 - 18:00
周六：10:00 - 15:00
节假日：休息

市中心广场小宫殿

新官邸

旅游信息中心设在建于16世纪晚期的红
色小宫殿内。位于它旁边的是名为“圣母
玛利亚”教堂。在这里除了其他参观项目
之外，更有马丁·路德原始逝者面模值得
瞻仰。

新官邸建筑最初是由勃兰登堡红衣主教
阿尔布雷希特准备作为天主教大学而设
想建造的，她是德国早期文艺复兴时期
最具有气势的建筑之一。院内的花园很
有观赏价值。
2 – 圣母玛利亚广场教堂
28 – 市中心广场小宫殿

11 – 新官邸

草路之屋

大教堂和教堂前空场

恐怖的传说：当鼠疫肆虐哈勒的时候，
人们在被称为草路的四周筑起了围墙，
把受到感染的病人封闭在里面。十年之
后，居民拆除围墙，发现街道上疯长的
野草和草丛中遍布的骷髅。

大教堂是哈勒唯一一座大型早期哥特式
建筑，大教堂的内部保存着巴洛克时期
的珍品。 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前，这座属
于修道院的教堂一直是德国整个中部地
区宗教 学和教堂艺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中心。

12 – 大教堂

地址： Große Klausstraße 3

亨德尔故居（全名：格奥尔
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故居）

小乌勒瑞希街
在这里，时尚的酒吧，舒适的街边咖啡
馆和餐馆几乎坐落在每一个角落。因
此，这一街区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休闲聚
会场所。在小乌勒瑞希街边上，还有着
充足的露天座位。

今天在亨德尔故居内常年展出这位伟大
的巴洛克音乐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藏
品中还包括经过多个世纪收藏的大约700
余件乐器和1000余件手稿。
10 – 亨德尔故居

52 – 物理研究所就在附近

壁画和哥贝尔喷泉

莫尔兹堡

位于Großen Klausstraße路边上的大型
壁画很值得仔细观看，它是由画家汉斯·
约阿希 姆·特瑞碧施完成的。在这附近便
是哥贝尔喷泉，喷泉向人们淋漓尽致地
讲述了哈勒的历史。

建于中世纪晚期的莫尔兹堡有一段时间
曾是马格德堡大主教的居所。今天这里
是州立艺术博物馆，是最重要古典现代
主义展览之一。
14 –莫尔兹艺术博物馆
地址：
Große Klausstraße - 壁画
Hallmarkt - 哥贝尔喷泉

旅游信息中心
电话：+49 (0) 345 1229984

哈勒地图上有这个标志的地方便是景点。地图可以在旅游中心免费索取。

大学广场

城市教堂墓地

哈勒大学（全称：马丁·路德哈勒 - 维
滕贝格大学）属于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
一。 大学广场四周分布着令人印象深刻
的建筑群组，这些是：“狮子楼、梅兰希
通教学楼、罗伯特教学楼以及大阶梯教
学楼”。

这个坎普圣多式墓地是德国最美的文艺
复兴时期墓地之一，墓园设计由尼科尔·
霍夫曼完成。这里安葬的著名人物例如
有：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基督新教
神学家、著名教育家）、克里斯蒂安·托
马修斯（法学家、哲学家、大学法律系
创建者之一）、亨德尔父亲等。

16 – 大学主楼

哈勒的舞台

弗朗克基金会

这里跳动着哈勒戏剧的心脏。新剧院、
歌剧院、木偶剧院、塔利亚剧院和国家
交响乐团持续不断地在各个舞台更新轮
换上演丰富多彩的节目。

在欧洲层面，弗朗克基金会是一个活跃
的文化、研究机构，它被提名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里
除了其他可参观内容之外，还有一个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与自然展厅。在
它的奇珍异宝室内，收藏着上百年前来
自中国的中文《圣经》。

60 – 哈勒艺术岛，新剧院

亨德尔纪念铜像矗立的市中
心广场

21 – 弗朗克基金会

史前史州立博物馆
博物馆著名的展品首先就是内布拉天象
盘，它是世界上最早具体描述天空景象
的天象盘。除此之外，这座博物馆还是
欧洲拥有最丰富、最重要考古收藏品的
博物馆之一。

市中心广场的天际线主要由五座塔楼构
成，他们分别是四座广场教堂塔楼和一
座84米高的红钟楼。广场中心矗立着格
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纪念铜像

地址：
Richard-Wagner-Straße 9

1 – 红钟楼

旅游信息中心

艺术景观

这里有关于亨德尔故乡城市的纪念品、
城市地图和各种信息。谁要是想预订城
市导游，那这里就是正确的地方。过来
看一看，找一找，您一定会有更新的发
现。

哈勒有数目繁多的画廊和艺术场所。哈
勒哥比辛斯坦堡艺术大学是一所具有国
际声誉的艺术与设计大学。山上露天博
物馆城堡在夏季对游客开放。
27 – 市中心广场小

旅游信息中心
电话：+49 (0) 345 1229984

19 – 城市教堂墓地

地址：
Seebener Straße 1 - 哈勒哥比辛
斯坦堡艺术大学坐落的哥比辛
斯坦堡社区

哈勒地图上有这个标志的地方便是景点。地图可以在旅游中心免费索取。

哈勒艺术论坛

老集市

这个艺术论坛是本市三大展览场地中的
一个。人们定期在这里举办展览会、音
乐会、演讲会、朗诵会以及其他各种活
动。

中世纪时老集市曾是城市的中心。直到
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文艺复兴时期
的建筑以及桁架结构房屋。毛驴喷泉所
在的地方可能是哈勒最古老的集市区。
喷泉采用浮雕装饰方式表现出这个传
说：“走在玫瑰花瓣路上的米勒小伙计和
毛驴。”

地址：
Bernburger Straße 8

“河谷路”艺术协会

弗里德曼 - 巴赫之屋

“河谷路”艺术协会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最大的艺术协会之一。在后古典式别墅
内 经常不断更换举办各种形 式展览。此
外，艺术协会还组织举行与艺术和政治
相关的阅读会和讨论小组。

今天在音乐家故居之处建了一个音乐博
物馆，博物馆带领人们穿越本座城市音
乐历史时空。除了巴赫之外，作曲家诸
如沙伊特，雷查德以及略维也是人们注
意的重 点。
地址：
Große Klausstraße 12

地址：
Talstraße 23

Halloren 巧克力博物馆

技术制盐工与制盐博物馆

德国最古老的巧克力工厂名为Halloren巧
克力工厂，它就在哈勒。巧克力博物馆
相邻位于工厂旁边，这里展出这一香甜
美食的历史，巧克力屋，以及透过玻璃
视窗参观生产流水线。

盐，又被称为“白金”。盐让哈勒变得富
有。在技术制盐工与制盐博物馆内，直
到今天，制盐工人依旧按照传统的方法
制盐。另外，在这里还可以参观城市的
历史以及制盐工人的生活。
地址：
Delitzscher Straße 70

24 – 制盐厂

利奥波第那国家科学院

哈勒动物园

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成立于1652年，是世
界上最早的科学院之一。自2008年以
来，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利奥波第那科
学院作为德国国家科学院代表着德国科
学界。

来自五大洲250余种，1700余只动物生活
在这里。园区面积为九公顷，位于瑞斯
贝格山（Reilsberg），曲折蜿蜒路径，
经过动物住区通向山顶瞭望塔。
地址：
Jägerberg 1

旅游信息中心
电话：+49 (0) 345 1229984

35 – 毛驴喷泉

地址：
Reilstraße 57

哈勒地图上有这个标志的地方便是景点。地图可以在旅游中心免费索取。

这真是一座美丽的
城市！
Das ist aber eine
schöne Stadt!

谢谢
Danke!

在哪里可以参观天象盘？
Können Sie mir sagen,
wo die Himmelsscheibe
ausgestellt ist?

再见！
Auf
Wiedersehen!

向您推荐 / 建议

凭借哈勒河谷制盐兄弟会自1491年
以来经验和技术生产的
正统原装哈勒煮盐
可在市中心广场
旅游信息中心购买

2.30 欧元起价

官方网页：www.hallesaale.com
电子邮箱：info@stadtmarketing-halle.de
电话：+49 (0) 345 122 79 0

请
Bitte!

Wi-Fi 热点

怎么去亨德尔故居？
Wie komme ich zum
Geburtshaus von
Händel?

哈勒城市推广营销有限公司
地址：Marktplatz 13/ 市中心广场小宫殿
06108 Halle (Saale), Germany

去火车站/去市中心广场
怎么走？
Wo geht es zum
Bahnhof/Marktplatz?

服务项目：免费

你好！
Guten Tag!

官方网页：www.hallesaale.com

短语学习

抵达
莱比锡/哈勒机场
1.5小时从柏林
哈勒火车总站
哈勒公交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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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快捷到达哈勒：
A14 号高速公路   德累斯顿 – 汉诺威
A9 号高速公路     柏林 – 慕尼黑
A38 号高速公路   哈勒 – 哥廷根
莱比锡 / 哈勒国际机场（18公里）
高铁ICE（哈勒 - 柏林，80分钟）
哈勒 - 莱比锡城间轻轨（38公里）
欢迎参加各种大型艺术文化活动
博物馆之夜（五月）
亨德尔音乐节（六月）
科学长夜（七月）
灯节（八月）
电影音乐节（十月底/十一月初）
哈勒圣诞市场（十二月）

Dres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