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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卷首寄语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健康杂志
《 VISITE 》

效。自那时起，此地区地处德国中部，能
从欧洲各地轻松到达的优越地理位置就已
备受赞赏了。今日，这里的法兰克福机场

尊敬的女士们与先生们：

则是一个国际枢纽。另外，此处还很吸引
人的地方便是人们在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是全球最重要
的工业，服务与科研领地之一。众多著名

区不仅能进行健康疗养，还能将文化，饮
食，购物与旅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的国际联合企业，知名的中小型企业以及
名扬海内外的大学，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设

我们为我们来自海内外，在这里寻求

在这里，使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成为了

医疗疗养可能性的贵客们撰写了这本名

一个重要的经济区。与全球其它地区相

为《VISITE》的杂志。该杂志概述了这个

比，该大都市区域也配备了最好的资源：

地区广泛的医疗项目和文化旅游活动，好

优秀的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高级专业人

让客人们能有目的地规划自己的行程与逗

才和独特的多元化产业，确保了这里能提

留。

供水平高超，组织有序的医疗健康产业。
我们衷心地感谢您的关注，并热情欢
一手的顶级医疗资讯：我们的医疗健

迎您来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做客。

康杂志《VISITE》(访问)对法兰克福莱茵
美茵地区作为医疗与健康疗养目的地的
宣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莱茵美茵地区的

普拉门﹒施泰科夫医生

托马斯﹒费达

医疗机构覆盖了不同的专业领域，现代化

Plamen Staikov

Thomas Feda

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国际著名的医疗专家
以及各种休闲保健服务项目全面满足了病
人有关疾病预防，诊断与康复疗养方面的
需求。急诊医院，大学医院与专科医院能
保证病人得到深入又周到的医疗服务。此

© Krankenhaus Sachsenhausen

胜地，它们也都能提供种类繁多的康复疗
养项目。无论是巴特洪堡，威斯巴登，巴
德瑙海姆还是柯尼希施泰因—该地区的
13个温泉与疗养地都是这里有着百年传统

的温泉行业的卓越代表。昔日，来自海内
外的贵族与名人相约于此地，充分享受这
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温泉设施带来的独特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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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这里还有数不胜数的知名温泉和疗养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医疗
联盟商会会长
萨克森豪森医院院长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医疗
联盟商会副会长
法兰克福旅游会展局局长

法 兰 克 福 莱 茵 美 茵 经 济区

研究—工业—服务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的健康经济产业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大都会被认为是德国最具吸引力的大都市区和最强大
的经济区之一，它不仅非常国际化，活力四射又现代超前，同时也不失
宁静与传统。
这个拥有 550万居民和 300多万上班族的地区在国

健康与医疗在莱茵美茵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专

际上的地位意义非凡—这里不仅是国内国际航空运

业性极强的医疗保健产业在这个德国中部的核心地区

输业的枢纽，也是展会金融中心，更是著名的科学研

不断发展，形成了高效的产业结构与协同效应，使得

究基地。这里有 14所大学和专业技术学院，私立与公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也被认为是德国境内强大有名

立大学以及众多的研究机构。此外，还有大量的跨国

的 工 业 和 科 研 重 地 。 目 前 约 有 345000 人 在 法 兰 克 福

公司和中小型企业。这些公司与企业十分青睐地处欧

莱茵美茵大都会地区从事健康医疗方面的工作。黑森

洲中心，拥有便利的交通连接以及在政治经济上相对

州 10%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来自于该领域。大量在制药

重要的城市，如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或黑森州的首府威

业和医疗技术领域的生产商，医院及研究机构提供的

斯巴登。这些重要城市的优势显而易见：地区格局紧

优质服务是莱茵美茵地区医疗健康领域的产品与服务

凑，交通连接良好，并且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

创新的基础。在医疗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法兰克福
莱茵美茵大都会地区在国际排名中也名列前茅。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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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超 过 20000 名 的 精 英 员 工 在 超 过 700 多 家 的 企 业 里

莱茵美茵地区的另一个优势是该地区拥有来自化

就职，其中包括许多国际企业，如默克(Merck)，费森

工，金融，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的先进的配套基

尤斯(Fresenius)，德国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

础设施。教科，研究与金融领域的高水平跨学科联系

德国礼来(Lilly)，贝朗(B. Braun)，Biotest生物测试公

及各机构间相隔不远的距离是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大法

司，西门子医疗诊断公司，贺利氏集团(Heraeus)，

兰克福地区扎根落户的主要原因。●

BIT仪器公司，德国Almo Erzeugnisse Erwin Busch公司以
及在牙科业远近闻名的西诺德公司(Sirona)。这些跨国
公司数十年来在该地的研究与开发领域投资，从而带动

美茵大都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地点：约翰﹒沃夫冈﹒歌德大学。

了行业的稳定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更
为重要的是，这些企业通常在医疗技术领域的投资比在
其它领域更为显著，其出口份额也远远大于平均水平。
然而，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大都会地区不仅在医疗
技术领域享誉国际，在研究开发方面亦复如是。现有

展，这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
将受益于最新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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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及其知识链的多样性确保了高水平的创新发

法 兰 克 福 莱 茵 美 茵 经 济区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国际展会会议地
法兰克福的会议使者
法兰克福及莱茵美茵地区的会议活动得到了法
兰克福会议联系代表处的大力支持。会议联系
代表是指那些为法兰克福作为活动举办地提供多
功能义务工作的专业人士。其目标则是通过会议
联系代表处的搭桥，激励国内与国际公司或机构
在法兰克福举办大会与会议。会议搭桥使者代表
着法兰克福，积极地推动法兰克福成为一个会议
举办城市。它的主要联系单位是法兰克福会议局
(Frankfurt Convention Bureau)，它与法兰克福
展会公司，法兰克福酒店业和法兰克福工商会共
同在为使者搭桥项目合作。

Messe Frankfurt, Photo: Pietro Sutera

www.frankfurt-convention-bureau.de

展会—会议中心—欧洲Kap会议之家

会议和会议业务每年凭借其超过 70000 个来自各

法兰克福是莱茵美茵地区全球医疗和制药行业的

行各业的活动吸引了多达 400 万的参加者来到法兰克

交汇点。作为国际贸易展会及会议举办的热门地，这

福。该展会区位于市里的黄金地段，提供齐全的会议设

里还是开创性医疗和制药活动的举办地。其中包括德

施，如会议中心和欧洲Kap会议之家，可快速轻松地到

国疼痛及镇痛医疗日，CPhI 制药展会或者DME 全球医

达。展会中心周围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酒店。

药供应链大会。每三年来这里举办一次活动的常客是
德国阿赫玛展会(Achema)，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

更多有关医疗制药活动的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查询：

程，工艺技术和生物技术行业贸易展览会，每次会接

www.messefrankfurt.com 及

待约 170000名参观者和数千名国际参展商。

www.frankfurt-tourismus.de/medi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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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会议地热点
威斯巴登莱茵美茵会议中心
位于威斯巴登市中心的莱茵美茵
会议中心为各种活动提供场所，如展
会、大会和日常会议。三个楼层里遍
布了45个会堂、会厅及工作室，其中
© RMCC

包括一个拥有 5000 个座位的大厅。
凭借其多功能和灵活的空间概念，莱
茵美茵会议中心最多可接待达 12500
人，是举办制药和医疗活动的理想
场所。
www.rmcc.de

不赌健康赌运气
俗话说笑逐颜开，欢笑是消除烦恼最好的良药，
我们也认为如此，并诚邀您在游览莱茵美茵地区
的同时也造访下巴特洪堡赌场�您在这里可以体
验各类游戏的魅力，遨游在黑杰克派对的世界里，
玩转轮盘赌，打一把扑克游戏，或者摇动下我们的
尖端老虎机�在我们引领潮流的赌场餐厅
“布朗餐厅”中用餐，在赌场内部的音乐俱乐部里
舞动，让您的赌场之行更为圆满�

巴特洪堡赌场
始于1841年

www.casino-bad-homburg.de
进入赌场最低年龄为18岁 | 入场需出示身份证或护照 | 杜绝赌博上瘾�
求助请致电 +49 (0)6172 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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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美茵地区的健康医疗产业

科教与研究领域的创新
为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去改善健康状况是健康研究领域发展的动力与挑
战。其创新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致力于对医疗保健事业的优化。
几乎没有别的研究领域能像健康医疗领域一样可以

研究癌症的形成，保护DNA免受损害

让人们从新的知识和发现中直接受益。法兰克福莱茵美

紧密的联系与交流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这是推

茵地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创新、科研和教学中心之一。在

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歌

德国几乎没有任何其它地区坐拥如此多高知名度的(大

德大学、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和达姆施塔特科

学)医院，与健康相关的现代化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

技大学组建了莱茵大学联盟(RMU)。它们通过结盟来

制药与生物技术公司。超过 25所公立和私立大学为创

提高其科学能力，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研究联盟。

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们与机构及公司密切合作，

德意志科研基金会(DFG)从 2019年1月1日起建立

将创新的理念在(健康)市场中付诸实践。跨学科的合

了 新 的 特 殊 研 究 项 目 ， 即 “ DNA修 复 和 基 因 组 稳 定

作则成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成功关键。

性调整项目”，这也是三所莱茵美茵大学共同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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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更依赖数据和数据分析。与此同时，与其它
几乎任何一个领域不同的是，医疗领域更注重保护
个人数据不被误用在人与人接触的地方。这是一项
棘手的任务，不过许多不同专业方向的大学已逐渐开
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FOM应用技术学院位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该学
院的在职课程非常重视数字化进程与日常工作生活的
融入。像智能医院、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医疗保健的
互用性等主题被列为学习重点制定在课程中，让学生
在小组研究课题里学习和讨论。
美因茨大学医院也在开发一个实用的数字研究领
域： 2018年 12月，该大学公布了德国第一个关于远程
医疗在儿童手术治疗后期护理方面潜力的研究结果。
其中，研究人员证明了远程医疗在儿童外科手术的医
护与指导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由于临床数据传
输的质量十分优秀，因此治疗医生能顺利地进行多次
Photo: Sasin Tipchai/pixabay.com

诊断，为小病人们提供医疗咨询。该医院的目标是为
儿科手术的适当领域提供无需约束，及时的远程医疗
咨询，并且能够在患者所在地的家附近提供简单的后
续护理。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个新颖、专业又免费的远
程医疗服务来增加儿童患者的康复安全系数。

从婴儿到老人的语音治疗
费森尤斯应用技术学院正在开展一项针对小儿
第一个特殊科研项目。除了莱茵美茵三所联盟大学以

的研究项目：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患有唇裂和腭裂的

外，美因茨分子生物学研究所(IMB)和慕尼黑路德维

婴 儿 哭 闹 的 声 学 特 征 。 在 德 国 ， 每 年 约 有 1300名 这

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也参与其中。这个多方合作的

类的畸形儿出生。根据裂隙的严重程度，这些孩子

特殊研究项目是为了研究人类基因里的损害是如何产

的呼吸、吞咽、说话和听力等功能有可能会受到干

生的，通过哪些信号通路可以检测到这些损害，以及

扰，因此应该及早治疗，让他们的身心发展尽可能

细胞是用哪种机制来保护自身免受损害的。

的不受干扰。然而，并非所有畸形种类都可以在视
觉上被识别，因为比如它们被粘膜覆盖，就很难被

实现数字化！

诊断出来。为了改善早期诊断，费森尤斯应用技术

数字化的使用为医疗保健行业的创新提供了巨

学院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开发了一种数字程序，

大的潜力。电子医疗、远程医疗和患者数据存储这

可以根据婴儿哭声识别畸形。这样做的目标是为儿

几个关键词表明了未来医疗保健将更注重IT技术的

科医生开发一种非侵入式的诊断工具。通过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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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尽可能地帮助更多受影响的儿童正常呼吸、吞

经有实践经验的在职护理人员一方面取得进阶资格认

咽、听和说话。

证；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学术巩固自身的业务能力，

语言是我们沟通的媒介，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纽带。
因此，当它丢失时(例如中风后)，对当事人来讲是极

这样一来，就能让更多人对这个与社会服务高度相关
的工作领域感兴趣。

具毁灭性的。据估计，全世界每分钟就有 30人中风；

马尔堡施坦拜斯运输学院(STI)的远程课程提供

德国的中风病人约有 20万人。 30％的人最初患有语言

了两个学士学位的专业—“社会管理学和社会医疗

障碍，其中几乎一半的患者则会一直有语言障碍。为

保险学”，学习重点为职业教育学，高级护理实践学

了帮助这些病人，费森尤斯应用技术学院的研究人员

和心理护理学。此专业每年开课，招生范围也包括没

研发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数据显示，通过结合这个

有普通大学入学资格但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为期三周的语言强化治疗，患者的日常沟通能力均取

和高管人士。学业流程遵循柏林斯坦拜斯学院(德国最

得了较大的进步，并且病情在日后还在继续改善。

大的私立大学)严谨的校规。在所谓有关实践能力的课
程中，将传授可直接运用在工作领域中的理论与实际

关节炎：早期诊断和新疗法作为关节置换

操作能力相结合的技能。学习期间，学生也将循序渐

的替代方案

进地完成一个与各自工作领域相关的研究性项目。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上关节病的风险则会增加。

这个国际认可的学位最终目标主要在于提高病人

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因关节炎而不得不忍受疼痛、炎

的医护质量。跨学科精神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该

症、肿胀和活动受限。仅在德国就有超过 50％的女性

学位的重中之重。●

和三分之一 60岁以上的男性患有关节疾病。德国关节
炎研究促进会—由位于法兰克福的弗里德里希斯海
姆骨科大学医院率领的医学团队希望能改善这个常见

地址

的疾病。在法兰克福医院的关节病研究实验室里，科

法兰克福FOM应用技术学院
www.fom.de

学家和临床医生正在研究未来的治疗方法。科学家的
研究重点主要是关节炎的早期诊断，延缓病情发展，
轻度软骨缺损的早期修复，从而避免进行关节置换。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
www.uni-frankfurt.de

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融汇在一起，从而制定出造福
患者的最佳解决方案，于 2017年应多方要求在法兰克

费森尤斯应用技术学院
www.hs-fresenius.de

福成立的德国关节病研究促进会一直在协调并促进全
德该领域医院和医生的工作。该促进会也支持跨学科
之间的交流，并组织来自德国各地的医院代表，医学

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
www.uni-mainz.de

基地研究人员以及医疗行业的代表开展各种研讨会。

弗里德里希斯海姆骨科大学医院
www.orthopaedische-universitaetsklinik.de

莱茵美茵地区高质量的护理人员

马尔堡施坦拜斯运输学院
www.steinbeis-marburg.de

如今，飞速发展的护理学的重点是向护理人员提
供进一步资格认证的机会和持续改善对患者的护理水
平。通过获得在护理领域学习深造的机会，可以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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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
www.tu-darmstadt.de

马尔堡的粒子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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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离子束对抗肿瘤
在马尔堡的离子束治疗中心(MIT)，粒子疗法的使用为治疗肿瘤疾病
提供了最先进的创新治疗方式。这种新颖，高精度的治疗手段可以精
确地靶向破坏肿瘤。
治疗手段：在被磁系统主动导引前，离子会
被加速到近光速并精准地注入到体内。通过
这种“三维光栅扫描方法”可以最佳地治疗
肿瘤，同时又不会损伤健康组织，尤其是对
于身体里有深层顽固的肿瘤的患者，或者肿
瘤位于敏感组织，如脑部，视神经或肠部周
围的患者（例如脑肿瘤，颅底肿瘤，头颈肿
瘤，软组织肿瘤及骨肿瘤，胰腺肿瘤或儿童
和青少年的肿瘤），都将因离子束治疗最大
精准度的优势而受益匪浅。粒子疗法会根据
待治疗的肿瘤性质选用氢离子（质子）或碳
离子（重离子）进行治疗。目前，全球仅有
几个医疗中心会提供碳离子治疗。
治疗过程：在马尔堡大学医院，定期举行的
跨学科肿瘤会议会制定粒子治疗的适应症。
与其他放射疗法一样，粒子治疗在开始时也
需要准确的放射治疗计划。首先，患者将通
过特殊的定位辅助（头部区域的“面罩”）
被固定好。然后，医生将开始进行计算机断
层扫描，该扫描会与其它断层图像，例如核
磁共振成像（MRT）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相结合，以精准确定肿瘤面积以及
定义目标治疗区。在用质子或碳离子进行靶
向放射治疗中，准确的定位对于患者来说有
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在每次放射治疗
前，医生会在被放射区域通过成像单元检查
肿瘤的定位，这样一来，即使是最细微的位
置偏差也能得到准确的调整。如常规放射治
疗一样，质子或碳离子的放射治疗是完全无
痛的，且不会发生组织升温的情况。根据具
体情况，粒子的放置与定位检查大约需要5到
15 分钟。总的来说，放疗疗程的时长取决于
肿瘤的大小以及放疗计划的复杂性，一般会
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

联系方式
Prof. Dr. med.
Rita Engenhart-Cabillic

丽塔•恩哈特-卡比利克医学教授
吉森/马尔堡大学医院放射治疗和
放射肿瘤分院院长(UKGM)
Marburger
Ionenstrahl-Therapiezentrum

马尔堡粒子疗法中心
地址:
Albert-Kossel-Straße 1
35043 Marburg an der Lahn

电话：+49 (0)6421 5863974
partikeltherapie@uk-gm.de
www.ukgm.de/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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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医院

无需手术的前
费森尤斯，巴特洪堡

© Fresenius

列腺癌局部治疗

莱茵美茵地区前瞻性的医疗保健
费森尤斯医疗集团主要为透析医疗、医院和门

患有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患者可
在法兰克福的西北医院(Kranken
haus Nordwest) 接 受 MRgFUS
HIFU 疗 法 。 MRgFUS HIFU是 指
“ 核磁共振监控的高强度聚焦超
声波 治 疗 ” 。 该 方 法 是 一 种 温 和

诊病人护理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该公司在

的局部治疗方式，即通过超声波

100多个国家拥有2700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

靶向治疗前列腺癌。“我们相信，

超过300亿欧元，如今已成为全球医疗保健领
域的领先企业之一。

这种局部治疗对于我们的病人
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提高生活品质
的选择，特别是那些无法自己承
受激进疗法和观察疗法的病人

费森尤斯集团总部位于黑森州距离法兰克福不远的巴特洪堡市。该

们 ” ， 爱 德 华 ﹒ W﹒贝 希 特 医 学

集团拥有四家独立企业，是医疗行业增长领域的市场领导者：费森尤斯

教授(Eduard W. Becht)说道，他

医疗保健公司(Fresenius Medical Care)是全球慢性肾功能衰竭治疗领域

是医院泌尿科的主任医师，并在

的领导者。费森尤斯赫里奥斯( Fresenius Helios)是德国最大的医院集

西北医院的前列腺中心担任主

团。费森尤斯卡比(Fresenius Kabi)为重症和慢性病患者提供基本医药、

任。前列腺癌是男性中最常见的

医疗设备和医护服务。费森尤斯奥美德(Fresenius Vamed)则专注于医疗

癌症类型，仅在德国每年就约

保健设施的项目和管理业务。

有 70000 例 的 新 病 例 。 然 而 ， 前

费森尤斯最重要的开发基地主要位于欧洲、美国和印度。在德国，

列腺癌通常也是一种缓慢发展，

位于黑森州弗里德贝尔格(Friedberg)，拥有900多名员工的费森尤斯卡比

并不总是立刻对患者构成直接威

集团有一条先进的输液设备生产线。该企业从这里将产品供应给全世界

胁的癌症之一。因此，等待观察

的大型医药批发商、药店和医院。费森尤斯医疗保健公司在德国萨尔州

策略在前列腺癌的治疗过程中便

(Saarland)的圣文德尔(St. Wendel)为透析领域开发并生产过滤器等其它

显得极为重要。作为等待观察或

相关产品。在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的工厂是公司目前最大的透析器

主动监测的替代选项，目前患有

及其它医疗仪器的研发生产基地。费森尤斯医疗保健公司的子公司尼弗

局限性前列腺癌的男性可以在另

罗保健(NephroCare)在德国约有50个分部，分别为在欧洲、中东、非洲

外两种选项中做出选择— 去除

和拉丁美洲超过 30多个国家的透析中心治疗的慢性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

前列腺和放射疗法。不过，这两

务。“前瞻性的医疗保健”是我们对未来制定的目标：要一直为更多的

种疗法也总是伴有性功能障碍的

人提供更好的医用品。●

风险。●

www.fresenius.com

www.krankenhaus-nordwes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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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unus Touristik Service

Taunus
Schinderhannes Steig bei Eppstein
陶努斯山区欣德汉纳斯徒步小道

Natur:
unvergleichlich. Kultur: unnachahmlich.
风光旖旎的景色、独一无二的文化、
Natur: unvergleichlich.
Kultur: unnachahmlich.
Geschichte: unglaublich.
梦幻传奇的历史
UndGeschichte:
das Beste:
Alles direktunglaublich.
vor den Toren Frankfurts.
Taunus Schinderhannes Steig bei Eppstein

Und das最便捷的地理优势：离法兰克福一步之遥
Beste: Alles direkt vor den Toren Frankfurts.

Wer den Taunus entdeckt, kann von den Kelten und Römern bis zu den Burgherren gelangen,
per Fahrrad
oder beim
Wandern die古罗马人和古堡骑士的足迹，
unvergleichliche Natur erleben
在陶努斯山区，
沿着凯尔特人、
Wer
Taunus
entdeckt,
kann von
den Kelten
undSeele
Römern
bis zu
denViel
Burgherren
gelangen,
oderden
einfach
nur
einen
Ausblick
genießen,
der
die
fliegen
lässt.
Vergnügen
dabei.
骑着单车或徒步健走，
感受思绪放飞的那一刹瞬间的宁静。
per
Fahrrad oder beim拥抱大自然，
Wandern die
unvergleichliche Natur erleben
taunus.info
陶努斯山区给您带来大自然的温馨！
oder einfach nur einen Ausblick
genießen,
der die Seele fliegen lässt. Viel Vergnügen dabei.

© Taunus Touristik Service

© Christina Marx

© Christina Marx

taunus.info
https://taunus.info
Taunus. Die Höhe.

Römerkastell Saalburg (UNESCO-Welterbe Limes)
古罗马要塞遗址萨芭堡是世界遗产地古罗马界墙的一部分
古罗马要塞遗址萨尔堡是世界遗产地古罗马界墙的一部分

Zahlreiche
Wanderwege im Taunus
陶努斯山区有众多的徒步小道

Burg
Kronberg
王冠山古堡

Römerkastell Saalburg (UNESCO-Welterbe Limes)

Zahlreiche Wanderwege im Taunus

Burg Kro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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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置换手术
美因茨大学医院

个性化的膝关节置换手术— 美因茨大学医院会运用创
新的技术，尽量保全骨质
们可以保证将骨质流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安全系

岁以上的德国人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就患有此病。

数而言，这种量身定制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也十分可

大多数患者由于膝关节或髋关节的软骨磨损而感到疼

靠。英国假体登记册前四年的结果显示该手术的修复

痛不已。至今还没有关节

率约为 0. 5%，而标准假体植入手术的修复率则为 2%

炎的成功治疗案例。假如

(见下文：www.odep.org.uk/ODEPExplained.aspx)。

保守治疗以及保留膝关节

个性化膝关节置换体的制作需要计算机断层扫描

的治疗(如理疗，增肌训

( CT)受关节炎影响的膝关节的图像。美因茨大学医

练，物理治疗或使用止痛

院的骨科医生会将图像数据发送给两家专业的公司之

药和抗炎药物进行治疗)

一。在那里，工作人员将使用3D打印机和最新的计算

对关节炎患者毫无作用，

机技术制作膝关节植入体。此外，总部设在瑞士和美

那么人工膝关节的置换或

国的公司还会特别生产手术中将用到的器械。这与膝

许能给患者带来全新的生

关节植入体一同形成了一个仅适用于相应患者的独特

活质量。美因茨大学医院

系统。医院最多需要七周便可收到3D打印机制作的关

的骨科和创伤外科中心

节置换体。

Photo: Peter Pulkowski, Universitätsmedizin Mainz

关节炎是全世界成年人中最常见的关节疾病。 65

美因茨大学医院骨科和创伤外
科副主任，骨科和类风湿骨科
主任—菲利普﹒德里斯博士与膝
关节模型

( ZOU) 可 利 用 创 新 的 方

量身定做的植入体可用在部分或全膝关节置换手

法治疗膝关节炎：针对不

术中。它们适用于大多数患有膝关节炎且腿部变形不

同的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膝

超过 15度的病人。至于哪些病人在进行个性化定制置

关节置换手术。

换手术后会有问题，取决于相应的适应症。

“我们每个植入体都是为患者量身定制的。因

另外，这项创新的手术还可以在一次手术中为患

此，更多的骨质会在手术过程中被保留住”，骨科和

者的双腿膝盖提供为其量身定制的个性化膝关节置

创伤外科中心副主任，骨科和类风湿骨科主任—菲

换。“我们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不少此类手术”，德里

利普﹒德里斯博士解释道。该手术有许多优点：一方

斯教授强调道。●

面，选择个性化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可以得到更快
的恢复；另一方面，术后的膝盖在感觉上也会更自
然，灵活度也更高。
美因茨大学医院的骨科医生使用的膝关节植入物
是根据病人患处的解剖结构单独制作的。“这是一项
突破性的技术”，菲利普﹒德里斯教授补充说道：“

Univ.-Prof. Dr. Philipp Drees

传统的膝关节置换通常需要外科医生在关节大小调整

大学医生教授菲利普﹒德里斯

方面做出妥协。这时，大部分大腿与小腿上的健康骨

骨科和类风湿骨科主任

骼材料便不得不为手术做出牺牲。而个性化的膝关节

美因茨大学医院

系统则是在手术前就为每位患者定制好的。因此，我

www.unimedizin-main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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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活 - 舒 适 - 安 全 ： 急 救 飞机送您直达特殊抢救
捷特呼救( Jetcall )是一家专门运送国际病人的航空公司。我们目前运营着一支由 5 架救护
飞机组成的机队，这些飞机停靠在位于欧洲中心的哈恩机场。所有飞机都特别用于空中救
护，并配备了最新的医疗设备。因此，运输过程中的护理水平绝不逊色于重症监护室，即
使是重症患者也可以选择长距离护送和国际护送，护送全程安全舒适，价格经济合理。我
们机型为 Learjet 45 和 Challenger 604 的飞机还可为一名或多名家庭成员提供额外空间，或
为患者和随行人员的行李提供更多空间。
地址
Jetcall GmbH & Co. KG
Walramstr. 21
65510 Idstein
Germany

电话 +49 (0) 61 26 95 37 08-0
传真 +49 (0) 61 26 95 37 08-12
E-Mail: info@jetcall.eu
www.jetcall.eu

可为一名或多名家庭成
员提供额外空间的
机型 Challenger 604

飞机上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
士，他们均受过重症监护和运输医学
方面的特殊培训，另外也包括资历深
厚的驾驶团队。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
都能使用多种语言，在医院与医院间
的转送过程中会给予病人专业又无微
不至的照顾。
医疗护送的规划和管理由我们的运营
中心进行操控，来自航空及医疗领域
的高水平专家团队会全天候地接收订
单问询，提供报价，组织地面与空中

运输的衔接，有效并安全地协调好所
有与护送相关的元素。
捷 特 呼 救 在各大医院间的国际空中
护送领域已活跃了20年，每年会向
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
双向运送超过 5 0 0 多名患者。该公司
持有欧洲航空医疗研究所 (EURAMI）
的最高质量认证，作为德国的一家注
册航空公司，它也严格遵循该国其它
大型航空公司的安全飞行标准。

个人化的护送服务，细致体贴
的护送计划——在我们这里，
病人必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关
怀。

医疗业纵览

造福病人的空中急救转运服务

采访

捷特呼救，伊德施泰因

阿利克斯﹒费尔德曼教授( Alex Veldman)是位于伊德施泰因( Idstein)捷特呼
救空中急救公司的高级医疗主管，同时也是林堡( Limburg)圣文森茨医院
( St. Vincenz Hospital)儿科的科长，在此，他接受了以下采访，介绍了这个

© Jetcall Air Ambulace

为国际患者提供专业空中运输服务的公司。
VISITE: 捷特呼救提供哪些与

VISITE: 在空运病人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空中急救有关的服务呢？

阿 利 克 斯 •费 尔 德 曼 教 授 ： 空中急救转运真的是造福

阿 利 克 斯 •费 尔 德 曼 教 授 ： 捷

病人的一项服务—特别是对于在危急情况下需要得

特呼救及其母公司医疗呼救

到救助的生命。这样的任务需要精心又精准地去计划

(med call)自 1997年来就成立

和实施。一家优秀的空中急救公司应该将业务重点放

了，其业务范围则是国际病人

在如何运送患者上。这不仅是达到业务目标的手段，

的空中急救运输领域。在过去

也能更好地利用机队的优秀资源。同时，运营中心，

的二十多年里，该公司早已因

飞行操作和医疗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也提供了这样一

提供个人化和最高品质的服务

种可能性，即我们在为每次单独的运送做计划时就能

而闻名遐迩，其中也包括为一

够把病人个人的医疗需求考虑进去。从飞行员到工程

部分身患重疾的病人在去境外求医的长途飞行或医治

师，从医生到护理人员，从运营操作人员再到飞行规

后的返程飞行过程中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捷特呼救

划人员—在捷特呼救工作的每位员工都有个共同的

公司每年运输了约 600 多名从早产儿到老人的患者。

目标，那就是将信任我们的病人安全，快速又舒适地

该公司的规模日益庞大，拥有五架用于急救飞行的飞

运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因此，即使比如是医疗报告中

机，能为有特殊需求的客户迅速又专业地在 30分钟以

提到的小细节，我们也会在制定飞行航线时考虑到。

内制定急运解决办法。同时，公司也注重细节，对每

因为空中急救的计划安排必须要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个订单都会安排个人化的医护与运输计划，为每位病

否则在极端的情况下，一点小的信息缺失也可能会造

人及其家属提供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

成生命损失。●

阿利克斯﹒费尔德曼医学教授，
伊德施泰因捷特空中急救高级医疗
主管，林堡圣文森茨医院儿科科长

www.jetcall.eu
VISITE: 你们的服务项目主要针对哪类客户群呢？
阿利克斯•费尔德曼教授：捷特呼救主要协助旅游保险
行业的工作—但也为大使馆，政府，非政府组织，医
院，基金会以及私人提供服务。若任何人或其家庭成员
需要在远距离的行程中接受医疗护理，我们都可以提供
全面的服务，并把病人送到他的旅行目的地。年龄，距

要进行器官移植的重症患者还是轻伤病人，尤其是需要
舒适又安全的运输服务的那些病人及其家庭，捷特呼救
运输公司都会专业负责地为客人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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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或者疾病的严重程度在这里都不是问题。无论是正需

通过德国医院联盟获得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Dr. med. Hein Reuter

Dr. med. Plamen Staikov

Dr. med. Heiko Münker

Roman Schermann

医学博士海恩﹒罗伊特

医学博士普拉门﹒施泰科夫

医学博士海科﹒明克

罗曼﹒谢尔曼

普通内科–顺势疗法–针

主任医师

骨科主任医生

总经理

灸医生，巴特洪堡

萨克森豪森医院

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

国际医疗服务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

医疗联盟董事会成员

医疗联盟成员

有限责任公司
“自2001年这个医疗网成
立以来，鲍姆斯塔克医生

“国际医疗服务有限责任

“我总是及时地对病人的

“萨克森豪森医院(Kran-

诊所在法兰克福莱茵美茵

公司(MSI - medical ser-

疑难杂症保持警惕。除了

kenhaus Sachsenhausen)

医疗联盟里就一直很活

vice international GmbH)

常规的全身检查外，我还

在法兰克福有着悠久的历

跃。此医疗联盟是该地区

致力于为外国病人提供组

会详细地在病历上记录病

史。它最初是欧洲第一家

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也

织到德国医院进行治疗的

情，不给病人施加时间压

糖尿病专科医院，之后便

是黑森州最佳医疗服务机

服务。我们会为客户提供

力。然后我需要一个像法

发展成为了一家高专业化

构里备受欢迎的代言人。

完整的服务套餐：签证、

兰克福莱茵美茵医疗联盟

的市级医院。我们的医疗

我们屡获殊荣的诊所能为

医院、就诊预约、口译、

这样的医疗网络和其他经

强项是减肥手术，并且还

国内外患者提供高水平的

酒店、机场接送等等。在

验丰富的专家，向他们寻

是妇科微创手术的先驱。

医疗服务。特别是医疗联

此，我们通常十分重视“

求建议和进行个人对话。

我们的胸痛中心是心脏病

盟与其它医疗机构(例如在

争分夺秒”，因为这个因

与专家之间的直接交流可

患者急症护理中不可或缺

中国，海湾地区或俄罗斯)

素对病人来说是首当其冲

以让医疗诊断和治疗方法

的一部分。作为法兰克福

建立的国际关系，对我们

的。作为法兰克福莱茵美

更加成熟，不然我们则需

莱茵美茵医疗联盟的合作

这家专科诊所而言也尤为

茵医疗联盟的成员，我们

要历经数周的检查程序才

伙伴，我们不仅与该地区

宝贵。”

与专科医院、专家和服务

能确诊。”

的医疗机构建立了网络化

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

的关系，与国际性的医疗

加快了我们向客户提供服

机构亦是如此。医院间的

务的速度，也保证了我们

紧密联系可以有效支持我

能向客户提供超值的服

们的日常工作，这也是萨

务。“

克森豪森医院极其重视的
一个因素。“

请查询 www.medical-network-f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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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急救护理的先驱
伊威纳电子医护

突遇紧急情况，能快速到达正确的医院—这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来自
法兰克福的伊威纳(IVENA)—欧洲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急救系统。
每个人肯定都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当我因紧急情况拨打112医疗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多年前就发

急救电话时会发生什么？当然，一般我们都会假设救护车能很快到达，您

现了这个问题，汉斯-乔治﹒永

也很快会被带到最近的医院。但是通常进行必要急救的这家最近的医院是

(Hans-Georg Jung – 法兰克福卫生

否是适合您的医院呢？谁在决定每个需要急救的病人在哪家医院医治呢？

局伊威纳协调处)作为主要发起人，

这一决定在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同样重要。

与位于奥芬巴赫布尔格区(Bürgel)的
麦尼斯IT服务有限责任公司(mainis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急救和

而正是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相

IT-Service GmbH)共同研发了一个简

临床医疗护理系统之一。急救系统

当大的交接问题，造成医治抢救

称伊威纳的跨学科医护急救供应查

链能有效确保对病人和伤者的照

的中断。这对患者来说将会是致命

证系统。自 2010年以来，该电子医

顾，使急救程序顺利地环环相扣。

的。因为当病人因为救护车超负荷

护应用程序已经挽救了无数条生命。

该急救链从紧急呼叫开始，到救护

运转或救护人员不足而被医院拒绝

车内的急救与护理，再到最终的

时，对当事者来说已为时已晚。因

临床治疗及康复。急救链的参与

此，法兰克福开发了这个伊威纳医

伊威纳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模块

者— 救护车服务和医院护理在业

护急救程序，该程序能清晰展示一

化计算机程序，支持跨区域合作，

务上各有分工，在专业水平上也各

个地区可支配的真实医护承载力，

可以随时了解关于合作伙伴当前可

有差异。

从而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急救安排。

支配的急救能力以及医院临床护理

规划不可预测的情况

的实况信息。其查询依据是一个关
于医院治疗和接待能力的全面资源

随 叫 随 到 的 急 救护理

总览。

每个紧急情况都十万火急，有时候甚至到了争分夺秒的程度。例如，
在必要的临床急救开始之前，以下时长是医疗范围内默许的最长等待
时间范围：

务队，调度中心总部，医院和其它
医疗服务(例如紧急服务或公保协
会)进行快速通讯。即使是独立诊

• 心
 脏病发作： 90分钟。直到重新打开封闭的血管
• 中 风：最多 90分钟需决定是否药物治疗(血栓溶解剂)
(到溶解需 120分钟)
• 创
 伤 性 脑 损 伤 ： 距 动 手 术 最 多 90 分 钟 ( 距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最 多
60 分钟)

• 重 伤：距动手术最多 90分钟(距办理住院最多 60分钟)

最多
20

此外，该程序还可以与救援服

90 分钟

所的医生也能获取当前医护接待力
的概况 。
该软件的主要目标群体是救援服
务队，救护中心和医院，这些机构的
任务是将病人和急救病人根据其患病
和受伤原因分配到相应的医院。
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伊威纳的
主要优点是该软件无论何时何地都
能在任何支持互联网的计算机上使

医疗业纵览

用。它是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平台，

根据病人所在位置，医院内部

如黑森州，勃兰登堡州，不来梅州

只需浏览器支持，无须安装本地程

能提前把即将就诊病人的情况告知

和柏林州，几乎整个下萨克森州，

序的软件。

相应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流程使医

巴伐利亚州的一些大城市和石勒苏

院能根据急诊所需的资源安排好医

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部分地区。

护人员的配置。由于护送速度极

自 2015 年 以 来 ， 奥 地 利 施 蒂 利 亚

快，医院也能及时应对抢救。

州的急救服务与医院之间也一直用

为每位患者找到合适的医院
伊威纳能确保每个急诊请求都发
送到任何一家有接收能力的医院。因

为了确保能优先处理急诊，给病

为有时根据急诊的具体情况，需要选

人提供最优秀的医治和护理，该系统

择有特殊专科医生或设备的医院。因

会将急诊的紧迫性按照三种等级进行

此，伊威纳系统不仅可以显示一家医

划分，并通知相应的接收医院。

伊威纳系统进行连接。
伊威纳电子医护急救系统在2018
年曾调度了约150多万名患者。●

院中床位领先的科室，还能反映出这
家医院可进行诊断或治疗的设备情况
(例如：CT仪，核磁共振，急救室，
内窥镜和心导管设备)。

被投入使用中的伊威纳系统
今天，伊威纳已经在德国的许
多地方被投入使用：联邦州范围内

卢茨﹒罗姆(Lutz Reum)博士，莱茵
美茵健康疗养产业注册协会首创人
www.gesundheitswirtschaft-rhein-main.de

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

骨科内科康复疗养诊所

REHAKLINIK

2017
ORTHOPÄDIE

DEUTSCHLANDS
GRÖSSTER REHAKLINIK-VERGLEICH

运营公司
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有限责任公司
Viktoriaweg 18
D-61350 Bad Homburg

R E H AK L I N I K

2018
ORTHOPÄDIE

DEUTSCHLANDS
GRÖSSTER REHAKLINIK-VERGLEICH

历史悠久的建筑提供高级套间与酒店特色的疗养
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建立于1911年，位于巴特洪堡市中心的疗养公园边上。这座历
史悠久的复式建筑周围自然环境优美，精致舒适的氛围让您身心愉悦。

电话: +49 (0) 6172-407-0
邮箱: info@klinik-dr-baumstark.de

www.klinik-dr-baumstark.de
请访问我们的facebook

诊所遵循最新的医疗标准，提供最佳的治疗条件和为您量身定制的
各种治疗手段。
我们主要为进行了肩部，臀部，膝盖以及腰椎间盘手术后的病人提
供有针对性的术后康复治疗和疗养。您在此也能获得如何维持和保
护您健康的预防措施的信息。
公保病人，私保病人，享受德国养老保险的病人和自费病人均可在
我们诊所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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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森大学医院

小导管的显著效果：治疗心脏瓣膜闭合不
全的创新方法
吉森大学医院使用
先进的导管辅助修
复心脏二尖瓣。

吉森大学医院拥有黑森州最现代化
的心脏中心之一，医疗诊断和手术治疗
左心房(心房)

质量在业内有口皆碑。治疗范围包括从
使用最先进的支架技术治疗冠状动脉狭
窄到用于矫正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微创手

二尖瓣

术。在心脏瓣膜治疗领域，该大学医院
的心脏病中心起着先锋作用；专家们为
治疗二尖瓣关闭不全症能提供各种导管
系统的治疗方案，这在黑森州还是首

左心室(心室)

例。
二尖瓣关闭不全症是指左心室中的
一个心脏瓣膜不能正常闭合，这是心脏
疾病里一种特别常见的病例，患有该疾
病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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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森大学医院拥
有黑森州最现代
化的心脏病中心

Photo: UKGM

在心脏瓣膜治疗领域，吉森大
学医院的心脏病中心正发挥着
先锋作用。

由于瓣膜具有重要的瓣膜功能，能防止血

这些手术需要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先把

液从心室返流到心房和肺部，因此该功能出

皮肤切开一个小口，导管将通过静脉移动到

现故障是十分危险的：这意味着本该流向内

未闭合的二尖瓣处。到达后，医生会将带有

脏的血液却返流到了心房。为了能够平衡内

微型可控夹臂的二尖瓣夹合器或可收拉的涤

脏器官的失血量，心脏便开始增大，长久下

纶成形带安置在那里。在经导管二尖瓣夹合

去就会导致心脏衰竭。此外，也会形成肺积

手术中，医生会在心脏瓣膜本该闭合的位置

水—造成呼吸短促及其它疾病。

将其两个瓣叶连接上，其原理与用文件夹夹

因此，有针对性的专业治疗就显得无比

文件类似，以此来改善患者的二尖瓣闭合不

重要。直到几年前也只有两种治疗方法的可

全的症状。而在CardioBand瓣环成形手术过

能性：对关闭不全的心脏区进行手术或提供

程中，则是将瓣膜成形带装置在已病变扩大

只能达到缓解效果的药物治疗。对于许多高

的二尖瓣瓣环处。成形带被固定以后，会被

龄患者来说，鉴于年龄问题是不能进行心脏

植入的锚钉收紧，从而降低心脏瓣膜的功能

手术的，所以大多数患者至今仍未能得到有

失常。

效治疗。

心脏瓣膜的微创治疗对于高龄或极易得

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其它疗法，如适

并发症的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

合已有相应既往病症患者和高龄老年患者的

传统心脏手术会给他们带来较高的风险。“

微创治疗技术。

这使我们今天有机会为以前无法提供帮助的

除了提供已有的所谓的经导管二尖瓣夹

患者提供治疗”，心脏病学临床主任克里斯

合 术 ( MitraClip) 治 疗 方 法 以 外 ， 吉 森 大 学

蒂安﹒汉姆教授(Christian Hamm)和心脏外

医院是黑森州第一个使用改良的导管辅助修

科临床主任伯宁教授(Böning)补充说道。

复二尖瓣的中心。由第二医院的副院长霍尔

这项手术的术后护理对患者而言也相对

格﹒奈夫教授(Holger Nef)和吉森大学心外

温和：一般来说，一个晚上之后他们就可离

科副主任彼特﹒罗特博士(Peter Roth)率领的

开重症监护室。●

心脏病专家团队于 2016年首次在黑森州运用
了Cardioband瓣环成形术。从那时起，不少
同类手术均取得了成功。

吉森马尔堡大学医院有限责任公司(UKGM)
www.ukg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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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心脏疾病的优秀医护团队
© geralt/pixabay

法兰克福红十字协会医院

红十字医院心脏病分院被德国心脏病协会—德国心血管研究协会( DGK)
以及胸心血管外科协会( DGTHG)共同认证为“ HFU重点医院”。这使得法
兰克福红十字协会医院成为了德国为数不多的被认证为心力衰竭专科单
位( HFU)的医院之一。
多年来，红十字医院的心脏病分院都用高超专业

脏支持系统和心脏移植领域，还包括之后的门诊随访

的技术护理心脏衰竭的患者。“心脏衰竭总是与高发

与监测：这就是一体化的医疗服务”，医学博士尤尔

病率和死亡率相联系，特别是有时候住院治疗反而会

根﹒佛格特说道。

影 响 康 复 进 度 。 据 估 计 ， 在 欧 洲 有 超 过 1000万 人 饱

该认证再次为红十字医院的心力衰竭患者提供了

受心脏衰竭的折磨—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上升。

有质量保证的一体化护理结构。目前认证的有效期为

此外，越来越复杂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使负责病人的医

未来三年。“法兰克福红十字医院在人员和设备方面

护团队也不断在面临新的挑战”，法兰克福红十字协

满足了作为HFU重点医院的认证要求。心脏病中心及

会医院院长约翰内斯﹒鲁夫医学教授(Johannes Ruef)

其相关诊所，以及与法兰克福大学医院的合作将患者

说道。因此，法兰克福红十字医院内部成立了一个心

在心力衰竭层面上与其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认证机构

力衰竭小组(HFU)，专为给备受折磨的患者提供最好

方这样表示。

的治疗保障。心脏病分院的主任医师是医学博士尤尔

法兰克福红十字医院把与合作伙伴的紧密协作以

根﹒佛格特(Jürgen Vogt)，他是心律失常领域著名的

及心脏病分院的专业性医疗作为医院现代化定位的

专家，其治疗重点主要为心律失常介入治疗。

重点。该认证再次证明了医院高标准的医疗质量。为

“我们分院针对心力衰竭的治疗与总院内所有现

了进一步拓展心脏病的护理服务，壮大由主任医师尤

代化的诊断和治疗程序紧密结合，包括由DGK认证为

尔根﹒佛格特博士领导的心脏病及心律分院的医疗团

HFU的门诊部与心脏病中心的合作。这意味着医生能

队，医院目前正在与法兰克福心脏中心协商共同建造

迅速发现病情并采取决策；无论是药物疗法和仪器设

一个专科医疗中心。●

备都能确保医院和门诊部的诊断与尖端医疗的顺利进
行；我们与法兰克福大学心脏外科的密切合作直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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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tkreuzkliniken.de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医院

萨克森豪森医院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医疗联盟

绿化地带：
绝佳骑行郊游路线
温泉-酒店 & 保健项目

医疗美容健康检查
医疗会议

动感法兰克福
©#visitfrankfurt, Holger Ullmann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位于欧洲中心，拥有一个
国际大机场，交通便利，可快速抵达。法兰
克福与莱茵美茵地区是一个具有高水平医疗
条件的医疗领地。
法兰克福是一个绿色城市，有着数不胜数的休闲娱乐设施，例如美茵河
岸与博物馆河岸，绿色地带，各大公园如植物棕榈园或贝特曼公园，都
是散步，运动或闲逛的好去处。
Tourismus+Congress GmbH Frankfurt am Main
法兰克福旅游会展局
地址 Kaiserstraße 56,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 +49 (0) 69/21 23 88 00, info@infofrankfurt.de
微博 /frankfurt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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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髋关节一日手术 Hip in a Day

采访

采访来自塞利根施塔特爱玛医院的曼弗雷德﹒克里格医学博士

许多刚安置了人造髋关节的患者必须要请数周甚至数月的假，在今天这样急促的生
活节奏里，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好在有了新颖而温和的外科手术方式和革命
性的康复疗养计划，患者如今则无需再有这样的担忧了。“AMIS”这个神奇妙语意味
© Emma Klinik

着“AMIS”疗法的使用和“快速康复”。采取该疗法的患者在手术后 24小时内便可离
开医院。曼弗雷德﹒克里格医学博士(Manfred Krieger)是德国第一位用门诊形式为病人
安置人工髋关节的医生，他是塞利根施塔特(Seligenstadt)爱玛医院(Emma Klinik)的骨科
与事故外科的专科医生，也是莱茵美茵专科医生网络的专家。目前，他和他的同事们已
经用AMIS方法医治了 1000多名患者，其中 80多人在 24小时内就离开了医院。
人造髋关节专家：
塞利根施塔特爱玛医院的
曼弗雷德﹒克里格医学博士

VISITE:    克 里 格 医 生 ， 请 问 AMIS疗 法 有 什 么 特 别

请患者参加一个信息交流会，向他们详细介绍手术计

之处？

划，手术流程，尤其是术后愈合过程中的安排。这样

曼弗雷德 • 克里格医学博士： AMIS 表示“前端微创手

一来，患者便能更好地预估他们在术后会经历的疼痛

术”。在此，“前端”则是个关键词，即“从前面”

程度与康复的进展速度。每个病人会被允许携带一名

的意思。传统的手术为了更换损坏的关节，会切断和

自己信任的亲友参加交流会，并在会上选择自己的私

分离大片大腿肌肉，而AMIS手术法则是通过所谓的肌

人助手。这位助手将在手术期间和手术后一直陪同患

肉膜室之间的自然开口从前面去接触关节。由于肌肉

者，帮助他鼓励他。此外，我和我的团队也会安排经

不会被切断，而只是被推到一旁，便无需在术后重新

历了同样手术的患者之间的进一步交流。

生长，由此一来，伤口便明显地愈合得很快，病人通
常也不会承受太大痛苦。除此之外，周围的软组织、

VISITE: 人 造 髋 关 节 一 日 手 术 Hip in a Day 适 合 每 位

肌腱或神经都不会受伤，并且失血量也低于传统手术

患者吗？

所造成的失血量。该手术创伤性低，造成的疤痕也相

克里格博士： AMIS手术适用于每位患者。但是想要在

对较小。另外，用AMIS疗法进行手术后的腿部肌肉力

手术后 24小时内回家，必须达到某些条件：例如，患

量也会保持得很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患者能尽快

者不得有严重的并发症。最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良

行动和康复的可能性。

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在门诊手术期间，患者最初是不
能独自在家的。●

VISITE: 那么如何才能尽快行动呢？
克里格博士：我们会采取与手术匹配的所谓的“快速
恢复计划”这种创新的康复手段。“快速恢复”意味
着“快速复原”。这个精心策划的治疗计划的理念以

爱玛医院

开放式的交流以及医生、麻醉师、理疗师与护士间无

www.emma-klinik.de

障碍的跨学科合作为基础。该计划的组成部分包括早
期能动训练，特殊疼痛治疗以及患者的密切参与。为

莱茵美茵专家医生

了更好地为手术做准备，我们会在计划好的手术前邀

www.fachaerzte-rhein-ma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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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授裴曼﹒哈德基(Peyman Hadji)，法兰克福激素
和骨质疏松症中心
Foto: Privat

“骨质疏松症意味着骨密度的减少和骨骼结构的退
化。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生活质量与骨质疏松性骨
折的防护紧密相关。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骨质疏松
症。每两位女性和每五位男性在一生中都有可能会
法兰克福激素和骨质疏松症中心
的医学教授裴曼﹒哈德基
德国更年期协会年会会议主席

得骨质疏松症。谁若想避免骨折的发生，都应该及
时进行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检查。“
www.hormon-osteoporosezentrum.de

巴特洪堡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

骨科和内科的专业医疗诊所
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能为病人的康复与休养提供
最佳的理想环境。鲍姆斯塔克医生诊所尤其为在进行
了髋部，膝部，肩部或脊柱部位及其它运动功能手术
后的病人提供术后康复疗养的治疗措施。因此，骨科
和内科领域是该诊所的医疗重点。除了术后康复疗养
以外，病人也可在此选择进行常规医疗检查以及体验

莱茵美茵健康业倡议协会
莱茵美茵健康业倡议协会自2006年9月以
来，就将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
巴伐利亚州这三角区域的潜力与该地区
的经济实力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疗养套餐项目。诊所医疗方面的诊断和治疗都采用最
新的技术。诊所也会接受定期的医疗认证检查。房

这可以改善对话，加强合作并促进创

间、休息区、食堂和咖啡厅装饰高雅，让病人能有酒

新。这个大约拥有200名成员的倡议协会

店式的高标准体验。●

由医院、医生、制药公司、医疗技术和

www.klinik-dr-baumstark.de

生物技术公司、保险公司、咨询公司、
协会、商会、市政当局、研究机构和政
治家组成。
www.gesundheitswirtschaft-rhein-ma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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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一天的植牙治疗
© Ruslan Guzov/stock.adobe.com

哈瑙口腔颌面整形外科

我们的外表就是我们的门面—它体现着我们的性格与我们的情感。任何
因面部或下颌发生意外而受伤的人，或由于其它破坏性的损伤和年龄增
长需要安置假牙的人，都需要向非常优秀的专业医生寻求治疗。在这方
面，莱茵美茵地区的病人可享受得天独厚的资源，因为领先的医院和专
业诊所都驻扎在这里。
在此，最受国际病人青睐的要

成种植程序。患者不再需要依赖传

对于特殊情况下的复杂治疗程

数MKG-Palais— 位于哈瑙格洛利

统的易松动的假牙。而牙齿的功能

序，比如必须要帮助患者重建颚

亚医疗中心(Gloria Palais Medical

和美观也会很快得到恢复。通过这

骨，也是哈瑙外科医生的保留医

Center) 的 口 腔 颌 面 整 形 外 科 部 。

种方法，口腔颌面整形外科的团队

疗强项。乔治-胡博图斯﹒能特维

特别是在种植学领域，这里的专家

已经得到了许多患者满意的反馈。

格医学教授(Georg-Hubertus Nent-

拥有多年的专业知识和最先进的治

wig)是口腔颌面整形外科中心的著

疗方法。口腔颌面整形外科部与格

名种植专家，也是世界上外科修复

洛利亚医疗中心，美茵-金其格医

领域里最重要的专家之一。他曾在

院(Main-Kinzig-Kliniken)，哈瑙医

法兰克福大学牙外科和种植学综合

院(Klinikum Hanau)和其它地区的

医院工作了 26年，现任德国口腔种

相关专业中心均有跨学科合作。

植学会副会长。 30多年前，能特维

凭借数十年的专业经验和最先

格教授还自创了一个种植系统，并

进的技术，医生可以让患者在一天

不断地研究开发该系统。●

内获取固定在颌骨中的植入物，这

口腔中的假牙。优秀的牙科实验室
借助 3D图像，会精准并有计划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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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G-Palais

个植入物就相当于之后会被种植在

www.mkg-palais-hanau.de
种植牙学科专家：哈瑙口腔颌面整形外科部的
乔治-胡博图斯﹒能特维格医学博士

巴特洪堡
发现 体验 享受

您能在此将休闲与享受完美结合：一流的保健与医疗服
务，优质的酒店和餐厅，在年代久远，环境优美的疗养公
园中体验独特的健身项目，或在历史悠久，被称作“蒙特
卡洛之母”的巴特洪堡赌场里感受游戏的刺激。

巴特洪堡疗养会议旅游局旅游产品推荐
地址 Kaiser-Wilhelms-Bad, 61348 Bad Homburg v. d. Höhe

近在咫尺的娱乐与放松：巴特洪堡不仅毗邻繁华的法兰克
福莱茵美茵大都会地区，同时也地处青山绿水之中，距离
法兰克福机场和法兰克福市中心仅需20分钟车程。

www.spielbank-bad-homburg.de
www.bad-homburg-tourismus.de
www.kur-royal.de

帝皇般的享受
威廉大帝浴场 (Kaiser-Wilhelms-Bad) 里的皇家都市水疗中心 (Kur-Royal Day Spa) 坐落在
巴特洪堡田园般风光的疗养公园中：对那些想远离日常生活烦恼，给自己时间寻求
放松，享受闲逸的朋友来说，是个绝佳的去处。您可以在这里尽情畅游，享受全方
位的奢华：海洋放松池，沙滩阳光浴以及我们的感官桑拿房恭候您的光临。
巴特洪堡疗养公园威廉大帝浴场. 每日10–22 点 . 电话 06172 - 178 31 78 .

KurRoyal . www.kur-roya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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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茵美茵地
巴特克罗伊茨纳赫
的ACURA医院及
其氡气隧道
莱 茵 兰 - 普 法 尔 茨 州 ( RheinlandPfalz) 的 ACURA医 院 是 德 国 最 大 的 风
湿病和自身免疫疾病中心之一。位于
巴 特 克 罗 伊 茨 纳 赫 ( Bad Kreuznach)
的 这 个 医 疗 机 构 包 括 ACURA风 湿 门
诊医院(含门诊治疗急性疾病的输液
中 心 ) ， 可 住 院 治 疗 的 ACURA风 湿 急
诊中心以及专门针对风湿病患者疗养
的 ACURA卡 尔 - 安 硕 夫 ( Karl Aschoff)
专业康复诊所。除此之外，它还
提供全面的骨科康复医疗服务。
A C U RA医院与美因茨大学医院，风湿
病学家，主要保健供应商和自助小组
有密切的合作，医院另外还积极开展各
种研究活动，进行风湿病领域的职业培
训、进阶培训与高级培训。
在德国，巴特克罗伊茨纳赫的氡
气 隧 道 ( Radonstollen) 为 治 疗 慢 性 疼

ACURA Kliniken
ACURA 医院
地址: Kaiser-Wilhelm-Straße 9 –11
55543 Bad Kreuznach
电话 +49 (0)671 93-0
info@kh-acura-kliniken.com
www.kh-acura-kliniken.com
CCB, Cardioangiologisches
Centrum Bethanien
AGAPLESION Bethanien
Krankenhaus
法兰克福贝塔念心血管中心
阿嘎普勒匈贝塔念医院
地址: Im Prüfling 23
60389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945028-0
info@ccb.de
www.ccb.de
BG Unfallklinik
法兰克福BG意外事故医院
地址: Friedberger Landstraße 430
60389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475-0
info@bgu-frankfurt.de
www.bgu-frankfurt.de
Bürgerhospital und
Clementine Kinderhospital
市民医院与克莱门汀儿童医院
Standort Bürgerhospital Frankfurt
地址: Nibelungenallee 37–41
60318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1500-0
www.buergerhospital-ffm.de

痛 提 供 了 一 种 独 特 的 方 法 。 简单有效
的 ACURADON 疼痛疗法利用天然的氡
气，主要治疗慢性炎症、风湿疾病(如
类风湿关节炎或强直性脊柱炎)以及纤
维肌痛、关节炎和手术后的慢性肌肉与
关节疼痛。对患者可以实现长期有效的
疼痛缓解和达到抗炎的作用，明显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可使患者减少使用止
痛药和承受其带来的副作用。 ●
www.kh-acura-kliniken.com
www.acuradon.de

30

DKD Helios Wiesbaden
威斯巴登赫利奥斯德国诊疗医院
地址: Aukammallee 33
65191 Wiesbaden
电话 +49 (0)611 5770
info@helios-kliniken.de
www.helios-kliniken.de
Emma Klinik für operative Medizin
爱玛手术医院
地址: Frankfurter Straße 51
63500 Seligenstadt
电话 +49 (0)6182 960-0
info@emma-klinik.de
www.emma-klinik.de

医疗业纵览

区顶尖医院地址

Frankfurter Rotkreuz-Krankenhäuser
法兰克福红十字医院
Standort Klinik Rotes Kreuz
地址: Königswarterstraße 16
60316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4071-0
info@rotkreuzkliniken.de
www.rotkreuzkliniken.de
Gesundheitszentrum Wetterau
维特劳健康中心
地址: Chaumontplatz 1
61231 Bad Nauheim
电话 +49 (0)6032 702-0
info@gz-wetterau.de
www.gesundheitszentrumwetterau.de
Kerckhoff-Klinik
科尔克霍夫诊所
地址: Benekestraße 2 – 8
61231 Bad Nauheim
电话 +49 (0)6032 996-0
info@kerckhoff-klinik.de
www.kerckhoff-klinik.de
Kliniken des Main-Taunus-Kreises
美茵陶努斯医院圈
地址: Kronberger Straße 36
65812 Bad Soden
电话 +49 (0)6196 65-6
kontakt@kliniken-mtk.de
www.kliniken-mtk.de
Klinikum Frankfurt Höchst
法兰克福霍希斯特医院
地址: Gotenstraße 6 – 8
65929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3106-0
info@klinikumfrankfurt.de
www.klinikumfrankfurt.de

Krankenhaus Nordwest
西北医院
地址: Steinbacher Hohl 2–26
60488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76 01-1
info@sthhg.de
www.krankenhaus-nordwest.de

Reha-Kliniken Küppelsmühle
库珀斯穆勒康复医院
地址: Am Orbtal 1
63619 Bad Orb
电话 +49 (0)6052 82-0
kliniken@kueppelsmuehle.de
www.bad-orb.kueppelsmuehle.de

Kreisklinik Groß-Gerau
大盖劳圈医院
地址: Wilhelm-Seipp-Straße 3
64521 Groß-Gerau
电话 +49 (0)6152 986 - 0
info@kreisklinik-gg.de
www.kreisklinik-gg.de

Universitätsklinikum
Gießen und Marburg
吉森与马尔堡大学医院
Standort Gießen / 所在地吉森
地址: Rudolf-Buchheim-Straße 8
35392 Gießen
电话 +49 (0)641 9856-0
kgf.gi@uk-gm.de
www.ukgm.de

MKG-Palais – Zentrum für Mund-,
Kiefer- und Gesichtschirurgie
MKG口腔颌面整形外科中心
地址: Nussallee 7c – d
63450 Hanau
电话 +49 (0)6181 428996-0
info@mkg-palais.de
www.mkg-palais-hanau.de
Kurpark-Klinik
疗养公园医院
地址: Kurstraße 41 – 45
61231 Bad Nauheim
电话 +49 (0) 60 32 944 - 0
info@kurpark-klinik.com
www.kurpark-klinik.com
Neuro Spine Center
神经脊柱中心
地址: Münsterfeldallee 2
36041 Fulda
电话 +49 (0)661 5801- 0
klinikmanagement@
neuro-spine-center.com
www.al-hami.de
Orthopädische Universitätsklinik
Friedrichsheim
弗里德里希海姆骨科大学医院
地址: 地址: Marienburgstraße 2
60528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6705 - 0
info@friedrichsheim.de
www.orthopaedischeuniversitaetsklinik.de

Universitätsklinikum
Frankfurt
法兰克福大学医院
地址: Theodor-Stern-Kai 7
60590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69 63 01-0
info@kgu.de
www.kgu.de
Universitätsmedizin der
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
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
医学部
地址: Langenbeckstraße 1
55131 Mainz
电话 +49 (0)6131 17-0
pr@unimedizin-mainz.de
www.unimedizin-mainz.de
Vitos Rheingau
莱茵高维托斯医院
地址: Kloster-Eberbach-Straße 4
65346 Eltville
电话 +49 (0)6123 602-0
www.vitos-rheingau.de

© HHV, Photo: Fouad Vollmer

Fachärzte Rhein-Main
莱茵美茵专科医生
Standort Seligenstadt
地址: Emmastraße 14
63500 Seligenstadt
电话 +49 (0)6182 960-100
kontakt@chirurgie-seligenstadt.de
www.fachaerzte-rhein-ma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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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旅
黑森州的温泉与疗养地

德国黑森州的温泉群和疗养地已有悠久的传统。很早以前，古罗马人
就知道以矿泉水与矿盐为代表的“自然疗法”带来的舒适又重要的疗
养功效。自公元1世纪起，温泉业在威斯巴登就开始活跃了起来。
德国对疗养地的质检标准极其严格，符合标

时期， 26个温泉使威斯巴登成为了一个闻名世界

准的城市才能获得在城市名称前冠上带有“巴

的温泉城市，这些泉眼直到今日还在源源不断地

特/巴德”(Bad:德文温泉之意)或“疗养胜地”

冒着泉水。凯撒-弗里德里希-温泉(Kaiser-Fried-

谓词的特别殊荣。近几十年来，黑森州的 30个温

rich-Therme)与奥坎谷(Aukammtal)的池子被有疗

泉与疗养胜地已经发展成为了充满活力的经济中

养功效的泉水填满，等候着人们的光临。此外，

心，拥有约 940万的过夜量，过夜率份额占黑森

威斯巴登还享有最高品质健康疗养重地的美誉。

州旅客过夜率总额的 27％左右。便捷的交通，多

赫里奥斯德国诊疗医院(DKD Helios Klinik)以及

样化的疗养项目和治疗手段使黑森州的健康疗养

赫里奥斯HSK医院(即赫里奥斯霍斯特﹒施密特医

城市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温泉和疗养地的优

院/Dr. Horst-Schmidt-Kliniken)里面的设施配备使

势则是自然疗法。盐水、矿泉和温泉、泥浴以及

其成为了该地区医院中的佼佼者。黑森州首府的

健康气候的应用能对人的机体产生积极的影响。

疗养所(Kurhaus)也是德国最壮观的建筑之一。

不含化学添加剂的有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能强
健身体。(www.hessische-heilbaeder.de)

领域。这里拥有13个最先进的诊所，著名的医生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附近有著名的疗养城市威

和重要的科学机构，如马克斯普朗克心肺研究所

斯巴登(Wiesbaden)，巴特洪堡(Bad Homburg

就安扎在这座疗养城市。医院之间合作紧密，采

v. d. Höhe) ， 巴 德 瑙 海 姆 ( Bad Nauheim) ， 施

用高专业化的治疗手段和创新的疗法。坐落在陶

兰根巴德(Schlangenbad)，巴特施瓦巴赫(Bad

努斯的水疗温泉具有新艺术主义风格。在这里，

Schwalbach) 和 陶 努 斯 的 柯 尼 希 施 泰 因 ( König-

您将找到欧洲最大的彼此联系的新艺术风格建筑

stein im Taunus)。这些城市发展于 19世纪疗养业

群。

的兴盛时期，是欧洲最着名的疗养胜地。它们曾

巴特洪堡疗养地是德国最美丽的温泉疗养地

是德国皇帝，俄罗斯沙皇或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和

之一，医疗方面以骨科出名。疗养业传统的建立

许多其他真正“热点人物”的夏宫，将它们的美

得归功于疗养泉眼的发现。这里有许

誉与辉煌保持到了今日，并继续将其发扬光大。

多现代化的疗养和康复机构。

威斯巴登是治疗风湿病和骨科疾病的主要疗

疗养城市与医院为病人提

养地，这里有各种专科和康复诊所。威斯巴登这

供放松的医疗环境和高

个名字可以追溯到 2000多年前在草地上沐浴的罗

水平的护理，赢得了

马人。这被认为是疗养概念的的起源。在 19世纪

患者们的信任。专攻
内科和骨科的鲍姆斯

中之一。这家诊所是

to

lia

塔克医生诊所就是其
fo

在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13个温泉疗养地欢迎来自世
界各地的客人。尤其是盐水、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或泥浴
等自然疗法就如健康气候一样，能对身体机能产生积极
影响。此图为威斯巴登的凯撒-弗里德里希温泉

©

© Wiesbaden Marketing GmbH, mattiaqua

巴德瑙海姆的医院的治疗重点是心血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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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疗养地

该地区在经历了骨科创伤大型手术和脊柱神经外科手
术后的病人进行康复疗养的首选地。该诊所力求在莱
茵美茵地区为病人提供从诊断到急诊，再到复健的全
面医疗服务。
位于陶努斯的施兰根巴德疗养地提供源取大自然

您 还 可 以 在 陶 努 斯 的 柯尼希施泰因尽 情 地 深 呼

的现代化疗养和温泉医疗服务。这里的医院主要治疗

吸，享受最优秀的医疗服务。这个拥有宜人气候的

风湿病、慢性肠炎、慢性疼痛综合症或饮食失调症。

疗养胜地空气纯度高，热负荷低。“具有疗愈气候

私 人 急 诊 医 院 施 兰 根 巴 德 威 斯 巴 登 公 园 医 院 ( Park

的疗养城市”的这个称号则代表着该城市具备了高

klinik Wiesbaden Schlangenbad)专注于治疗心理与精

水平的医疗能力。这里的六家医院分别是治疗心血

神疾病。该医院提供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和心身医学

管疾病、偏头痛、糖尿病、心理疾病和神经系统适

领域的住院和门诊治疗，尤其是用现代进步的认知行

应症领域的专业医院。在这里，您将找到德国的第

为疗法治疗重度的特定障碍性疾病。

一个疗愈气候公园。

在巴特施瓦巴赫的附近有一个拥有 400年历史的水

疗 养 小 城 巴 特 索 登 - 萨 尔 明 斯 特 ( Bad   Soden-

疗温泉，患有骨质疏松症和帕金森病的患者可以在此

Salmünster)与巴特奥尔布(Bad Orb)相邻，位于施派斯

找到合适的治疗和康复方案。

阿特(Spessart)自然公园的山中央。这两个地方各有千

法 兰 克福莱茵美茵最美的温泉水疗地点
Wiesbaden
威斯巴登

Kaiser-Friedrich-Therme
凯撒-弗里德里希温泉
地址: Langgasse 38 – 40
65183 Wiesbaden
www.wiesbaden.de

Thermalbad Aukammtal
奥坎谷温泉
地址: Leibnizstraße 7
65191 Wiesbaden
www.wiesbaden.de

Bad Homburg
巴特洪堡

Taunus-Therme
陶努斯温泉
地址: Seedammweg 10
61352 Bad Homburg
www.taunus-therme.de

Kur-Royal Day Spa
im Kaiser-Wilhelms-Bad
威廉大帝浴场-皇家都市水疗中心
地址: Kaiser-Wilhelms-Bad im Kurpark
61348 Bad Homburg
www.kur-royal.de

Frankfurt
法兰克福

THE SPA im Steigenberger 
Frankfurter Hof
施泰根博格庭院酒店水疗馆
地址: Am Kaiserplatz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www.steigenberger.com

Meridian Spa & Fitness
Frankfurt Skyline Plaza
法兰克福天际购物广场
美利典水疗健身中心
地址: Europa-Allee 4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www.meridianspa.de

34

© Peter Bohot/pixelio

Titus Thermen
提图斯温泉
地址: Walter-Moeller-Platz 2
im Nordwestzentrum
60439 Frankfurt am Main
www.titusthermen-frankfurt.de

纯粹的放松：游览莱茵美茵地区的温
泉地或疗养地是一次全方位的体验。

秋，互补互足。巴特索登-萨尔明斯特专门研究风湿性疾病、肌肉骨
骼疾病和骨科方面的治疗。矿物疗养温泉凭借着其独有的冰室冷冻房
而获得了国家认证。尤其是受疼痛、风湿病和压力困扰的患者，将从
这里的-110℃冷冻疗法中获益。冷冻房位于施派斯阿特温泉(Spessart
Therme)里，该温泉是少数几个可在医院外进入的设施之一。
黑森州的温泉小镇巴特奥尔布作为一个国家认证的疗养地已有
悠久的历史。无论是住院式康复疗养，门诊护理，私人度假式健康
疗养还是休闲住宿，巴特奥尔布的三家内含骨科、心脏病学、神经
病学和心理学的专业医院都能为客人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在市
内疗养公园的中央便是托斯卡纳温泉(Toskana Therme)。在这个温
泉桑拿中心里极具未来主义风格的圆形屋顶下，客人们可以在音乐
中体验独特又放松的“液体声音”式水疗，因为这里的音乐能在水
下听到。透析患者也可以在巴特奥尔布进行治疗或度假。KfH肾脏中
心就位于市中心附近，能提供34个透析位置。
位于佛格斯山(Vogelsberg)的温泉疗养地巴特萨尔茨豪森(Bad
Salzhausen)更像是一个“公园城市”。疗养公园本身就拥有许多稀
有而古老的树木，是一个完美的休闲度假胜地。为治疗各类疾病，
这个风景迷人的疗养地的盐泉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被用在水疗、饮用
治疗和吸入治疗上。我们建议您参观历史悠久的制盐塔，它对治疗支

优秀的
医疗资源
与自然环境
黑森州
温泉与
疗养地

气管炎、哮喘或过敏症有较好的疗效。赫尔佐格医生专科诊所(Fach
klinik Dr. Herzog)专攻治疗综合癌症。除了传统疗法和常常出现副作
用的疗法外，天然疗法、生物癌症疗法、心理学、运动和营养疗法也
会作为补充的治疗方法被运用在整体的癌症治疗里。 ●

你的
中心
高质量的医疗项目配合
源于大自然的健康治疗方式

Photo: Kai Miano/Pixaby

电话: +49 (0) 611 26 24 87 87
www.hessische-heilbaed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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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自然的治愈宝藏

采访

黑森州温泉协会位于威斯巴登，其会长阿尔穆
特•博乐(Almut Boller)女士在此就黑森州的温泉
与疗养地，自然疗法与水疗的作用稍作浅谈。
为什么温泉与疗养地在黑森州如此独特？
Photo: Hessischer Heilbäderverband e.V.

因为这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然宝藏，所以黑
森州的温泉与疗养地才如此别具一格。土，
火，水与气通过特殊的交融和结合便构成了
自然疗法，合理而专业的运用自然疗法能强
健身体，放松身心。健康中心里所使用的自
然疗法同样也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治
疗方法则参照了塞巴斯蒂安•克奈普(Sebastian
Kneipp)牧师所提出的方法，即水的运用在治疗过程
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自然疗法或自然疗程是一个城市能
被称为“温泉”城市的基本先决条件。前缀巴特/巴德的冠名标志着
该城市拥有着独特的医疗氛围，这样的氛围则涵盖了高水平的医疗应
用技术，出色的医疗范围与服务和极具吸引力的基础设施。这样客人
们才能在温泉或疗养地有一个既充分又完整的体验。

关键词—水：这个元素的神奇疗效在哪里？
水不仅是人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日常生理需要，也是一种极有
价值的治疗方式。在水中失重的感觉可以缓解关节疼痛，放松肌肉，
刺激血液循环。水中的营养物质可增强免疫系统，减轻身体不适。无

新浪漫艺术风格的合奏：巴德瑙海姆的水疗机构矿泉园
(Sprudelhof)。

论是温泉水，盐水，矿泉水，氡水还是海水，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
格。每种水都具有独特的成分和疗效。而治疗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
可以以药浴的方式，也可以用饮用或雾化的方式治疗。

如何知道哪种治疗方式可以缓解
哪种病症呢？

在黑森州有哪些疗养方式？

许多不同治疗手段的区别在于使

黑森州的保健温泉包含盐水温泉，矿物温泉或普通温泉，另外还

用的自然疗法种类与应用方式的不

有克奈普温泉及疗养地。例如，在巴特奥尔布的托斯卡纳温泉中心，

同。医生会根据病人症状采取不同的

伴随着柔和的音乐，客人们可以在充满了细盐的温泉池中惬意地漂

治疗手段。每个温泉中心和疗养地的

浮。在巴德瑙海姆还有一种饮用式的治疗设施，该设施中富含矿物质

特色在病人的不同适应症里都能充分

的泉水可以起到刺激，强化和保健的作用。在威斯巴登的市中心甚至

地显现出来。病人可以与医生一同讨

有 26个从地面冒出来的喷涌不断的温泉眼。

论各种治疗方式的效果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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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疗养地

保健或者复健—今日哪种方式

且高质量的医疗与疗养项目，这些

环境和独特的氛围。远足小径深隐

在温泉和疗养地中地位更高？

服务项目均由顶级的医生和经过精

在拥有迷人景色的美丽大自然中，

预防总比治疗好。黑森州的温

心培训的专业人员研究开发。其医

疗养公园邀您前来漫步，赤脚按

泉与疗养地是给身体能量充电的

治范围涵盖了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治

摩小道甚至还能增强人们的环保意

理想选择。病人能与医生和理疗师

疗，从肝胆肠疾病到心理疾病及其

识。一个个温泉小亭保护着公园里

一起制定完全符合自身需求的全面

它特殊疾病(如口吃)的治疗。

涌出地面的矿泉，病人们多饮一口

个人化疗养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

泉水就离健康更近一步。此外，黑

方面则在于解除患者本身的痛苦。

这些温泉和疗养地除了医疗服务

森州的温泉与疗养地也展示了一幅

至于复健和康复，比如病人在经历

外，还有什么其它可提供的吗？

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象，提供从展览

了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之后，可以

无论是预防还是病后疗养：这

在各大温泉与疗养地中找到多种类

里的温泉和疗养地还能提供出色的

到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再到绘画课
程等的各种精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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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感受这里的热情好客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的酒店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有各式各样的
特色酒店。客人在这里的选择范围极
为宽广：您是想住在有各种餐厅，可
以欣赏到城市天际线风景的国际豪华
酒店？还是自带厨房的现代公寓式酒
店？或是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公园内，
有个性化装饰客房的精美设计型酒
店？无论是著名的品牌酒店，私人经
营的高级住所还是酷尚时髦的旅馆—
该地区的酒店以其热情好客的特点吸
引了各方来客。
要论法兰克福的传统酒店，还得数靠近罗马广场和
保罗教堂的法兰克福施泰根博格庭院酒店(Steigenberger
Frankfurter Hof)。这家豪华酒店建于 1876年， 302间客房
和套房颇为现代又不失经典风格，静候来自四面八方的
客人下榻。这里也有精致的美食，从提供法式风味菜品
的星级餐厅弗朗索瓦餐厅(Français)到舒适的奥斯卡小
餐馆(Oscar’s)，均让人赞不绝口。客人也可以在面积为
1000平米的水疗馆“The Spa”放松身心，体验土耳其

浴，泥浴及男士修发。www.steigenberger.com
此外，黑森霍夫大酒店(Grandhotel Hessischer Hof)
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家私人经营的豪华酒店拥有 121
间客房和套房，装饰风格颇有艺术感，室内装饰的古
董 均 来 自 黑 森 伯 爵 和 王 子 们 的 收 藏 。 180 平 米 的 总 统
套 房 加 上 侧 房 和 额 外 的 房 间 面 积 可 扩 至 300 平 米 。 其
它亮点：有着旧时俱乐部氛围和现场钢琴音乐伴奏的
塞夫勒美食餐厅(Sèvres)与吉米酒吧(Jimmy’s Bar)—
60多年来，这里都是喜爱夜生活的客人们的最佳去处。

www.hessischer-hof.de
15个位于法兰克福美茵河岸的博物馆距离优雅的洛克

福特肯尼迪别墅酒店(Villa Kennedy)仅有几步之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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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优雅，活力现代，与众不同：
法兰克福的酒店业能为每位宾客提
供合宜的氛围。此图为林德纳酒店
及美茵广场豪华公寓。

饮食与住宿

国际酒店品
牌和各类
私人酒店
酒店的三个新部分与1904年建造的别墅部分相结合，构成
了这家极具魅力的拥有 163 间雅致客房和套房的五星级酒
店。酒店里的水疗中心分为四层，其中包括室内浴池和漩
涡浴池，多个桑拿室和8间理疗室。水疗团队专注于有效又
奢华的面部与身体护理，仅使用精心挑选的产品为客人服
务。若天气不错，酒店餐厅会在别墅花园里提供具有地中
海风味的精致意大利美食。www.roccofortehotels.com
在法兰克福市边上，有一家小型酒店邀您来放松身心：
这就是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酒店(Kempinski Hotel Frankfurt)。
这家典雅的酒店地理位置优越，坐落在距离法兰克福市中
心和机场不远处拥有田园般风景的公园内，拥有 225 间宽
敞的客房和套房。酒店内部有乡村俱乐部和水疗中心，英
式乡间别墅风格的酒店装饰典雅脱俗，是远离城市喧嚣的
世外桃源。超过 2000平方米的桑拿区设有 8个桑拿浴室，
其中2个专供女士使用，此外这里还设有俄罗斯浴室，蒸汽
浴室和红外线桑拿浴室。
www.kempinski.com/gravenbruch
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如莫斯酒店(Roomers Frankfurt/
拥有116间客房和套房)里著名的鸡尾酒酒吧邀您来度过美妙
的漫漫长夜。这个备受明星喜爱的建筑凭借其酷炫的设计，
具有国际特色的美食餐厅以及可观赏到法兰克福天际线美景
的水疗中心吸引了不少客人。www.roomers-frankfurt.com
位于法兰克福欧洲街区(Europaviertel)的辉盛凯贝丽酒
店(Capri by Fraser)注重现代设计和高科技的运用。在城市
中心的时尚酒店提供也适合长住的宽敞式服务型公寓，旁
边就是展会区。客人可在全天任何时间去健身中心锻炼身
体。在凯贝丽美味餐厅(Caprilicious)享用德国和亚洲的特
色菜品或在会议区进行商务会议。
www.frankfurt.capribyfraser.com
美因茨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Mainz)靠近美因茨莱
茵河岸老城区的地段，拥有 268间宽敞又现代的客房和套
房。酒店坐落在19世纪修建的要塞马拉科夫里面，设计高
雅又独具历史气息。美因茨凯悦酒店是商务和休闲旅客的
理想休憩地，因为莱茵美茵地区的娱乐区就近在咫尺。

© Lindner

© Fotgrafi?????

www.hya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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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精致的展会酒店(Hotel an der Messe)则位

心(Talise Spa)还将这果味蜂蜜用来去死皮，连酒店里

于法兰克福的西区尽头(Westend)。对任何想在该区

的安伯休闲酒吧(Ember Bar & Lounge)也用这蜂蜜作为

寻找酒店的商务或私人旅客来说，这家酒店都会是让

配料用在一款蜂蜜鸡尾酒里。www.jumeirah.com

人充满惊喜的选择。您能在不同客房里找到如非洲，

在林德纳酒店及美茵广场豪华公寓(Lindner Hotel &

印度，泰国的艺术装饰风格或比德迈尔风格的主题设

Residence Main Plaza)可以获得别致的体验。该酒店

计，风景优美的花园露台犹如这座都市里的一片小型

位于美茵河畔的黄金地段，提供 118间时尚典雅的客

绿洲。www.hotel-an-der-messe.de

房、套房、复式公寓和顶层公寓。 20世纪 30年代的纽

客人们可以从法兰克福卓美亚酒店(Jumeirah Frank-

约建筑风格，注重细节的雅致氛围，屡获殊荣的New

furt) 看 到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的 大 都 市 美 景 。 这 家 豪 华 的

Brick餐厅，让人放松的哈里纽约吧(Harry’s New York

酒店拥有 217间高雅的客房和观景套房，一家黎巴嫩

Bar)，都能让人满意而归。这里还有特别的一个亮点

特色餐厅“El Rayyan”和一家免费健身俱乐部“第

就是可以欣赏到法兰克福天际线那与众不同景观。

一健身白金游泳俱乐部”(Fitness First Platinum Swim

www.lindner.de

Club)。 另外， 60000只蜜蜂在酒店自家28楼的屋顶

林德纳会议酒店(Linder Congress Hotel)位于法兰克

露台上筑了巢，它们从法兰克福植物棕榈园和其它绿

福的霍希斯特(Höchst)区，是一家以将吸引力、舒适度

地的鲜花中采蜜，于是酒店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天际

与功能性完美结合而闻名遐迩的酒店。酒店拥有274间客

线蜂蜜。早餐时，客人们尤其喜爱在一级马克思餐厅

房、套房和公寓，配有温暖的装饰色调和清晰的现代设

(Max on One)点一份新鲜的蜂蜜，此外泰丽丝水疗中

计，可提供短期或长期的舒适住宿。www.lindner.de ●

为您带来舒适感受
·内城核心位置
·无障碍客房，窗户可以打开
·免费享受 SPA 区 (1,000 m2) 和使用健身房
·瑜伽课
·客房和套房配备网络连接
·礼宾服务/24 小时接待
·洗衣服务
·摆渡车服务
·国际化、丰盛的自助早餐，选择丰富的茶饮，
让您神清气爽地开始新的一天
·中国电视台
·4 处餐厅，以及一处美食餐厅

STEIGENBERGER FRANKFURTER HOF
法兰克福施泰根博格庭院酒店
STEIGENBERGER FRANKFURTER HOF
地址
Am Kaiserplatz
Frankfurt
am· Germany
Main · Germany
Am Kaiserplatz
· 60311·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 德国 / 德国
+496969215
215118
118
· www.steigenberger.com
电话
Tel.: +49
· www.steigenber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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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林德纳酒店及体育学院的总经理卡特琳﹒卡施女士提的三个问题

采访
林 德 纳 酒 店 及 体 育 学 院 ( Lindner
Hotel & Sports Academy)要接

法兰克福以及莱茵美茵地区有什么特别值
得吸引您的地方？
我很欣赏法兰克福与该地区之间许多特别的

Photo: Private

待不少国际客人，其中包括许
多体育爱好者。您的酒店能

联系。除了著名的摩天大楼外，法兰克福还有许多城

为这些客人提供什么服务？

市的角落也很值得探索。这种都市气息与国际风格的相

林德纳酒店及体育学院

融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我觉得这点非常吸引

位于法兰克福城市森林的中心

人。另外，多亏这里有德国最大的机场，才让游客能从

地带，是提供户外运动的理想

法兰克福出发，迅速地前往全世界其它地方。

场所，如我们为客人准备的宣传
单里就推荐了景色优美的慢跑路线。

您的建议：造访该地区的客人最不应该错过什么？

如果客人喜欢在酒店内进行运动，我们也可

当然，作为一个忠实的球迷，法兰克福队的每场主

以为他们提供许多健身设备，如跳绳、哑铃、瑜伽垫

场比赛都是必须要观看的，种类繁多的博物馆如锡恩艺

和健身带，或者还可以在我们的功能训练室里健身和

术厅以及哈里纽约吧等其它酒吧也绝对值得体验。还有

锻炼。从墙上的运动员照片集，到我们的房间类别“

最近才开放的“新”的老城区也是必游景点之一，小市

铜牌”、“银牌”和“金牌”，再到酒店露台上的目

场(Kleinmarkthalle)是所有传统美食和国际美食爱好者

标墙、乒乓球台以及标注了营养信息的菜单，都体现

的天堂。如果您更喜欢自然美景，我则强烈推荐去莱

着整座酒店无处不在的运动主题。体育爱好者们也特

茵高(Rheingau)看看。

别喜欢直接去会定期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银行运

建议零售价 | 2 参加活动精品店购物村价格。请在威尔特海姆购物村（Wertheim Village）游客信心中心出示此函来
获得您的游客VIP天票。
© Wertheim Village 2018 10/18 FFM Gesundheit

动场和附近许多重要的体育协会。

欢迎前来探索超过110多家引领潮流的品牌，
全年折扣四折1起，囊括Bally, Furla, Samsonite,
Wolford等诸多品牌。

1

乘坐购物巴士Shopping Express®即可获得购物
九折特惠。请在以下链接预订车票：
WertheimVillage.com/shopping-express-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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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伙伴
肯尼迪别墅酒店
肯尼迪别墅酒店(Villa Kennedy)是德国三家洛克福特(Rocco Forte)酒店中最早建立的
一家，位于美茵河南岸的法兰克福肯尼迪大道上。这家五星级高级酒店的中心建筑为
建于1901年的施派尔别墅(Villa Speyer)，它曾是法兰克福银行家族的住所，今日被认
为是这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大都市里名副其实的绿洲。欢迎您造访我们宽敞的客房，体
验全新设计的名人套房。位于肯尼迪别墅酒店中心，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别墅水疗中
心分布在四个楼层里，隐没在万籁寂静的幽幽绿荫之中，是远离城市快节奏生活的绝
佳休憩场所。此外，别墅花园也令人流连忘返。酒店距离法兰克福机场仅有10分钟车
程。酒店附近就是博物馆，画廊和各大城市景点。我们贴心又诚挚的服务让酒店承载
了别墅里昔日的温馨。我们所有的服务都能让您感受到安心与放心。预订我们家庭大
套房或宽敞的连通房之一的客人们还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隐私与舒适。请您充分利用
德国高超的医疗技术，享受完全放松的逗留。欢迎您在安排前往法兰克福的健康之旅
时预定洛克福特肯尼迪别墅酒店。
更多详情可致电肯尼迪别墅酒店—预订部电话：+49 (0)69 717 121 430
电邮：reservations.villakennedy@roccofortehotels.com
www.roccofortehotels.com

Villa Kennedy | Kennedyallee 70 |60596 Frankfurt

法兰克福钓鱼台美高梅酒店
欢迎来到新开放的豪华酒店“法兰克福钓鱼台美高梅酒
店”(The Diaoyutai Mansion Frankfurt)。酒店地理位置优
越，位于法兰克福购物区和国际机场之间，为客人提供正
宗的中国服务文化。宽敞的214间客房和套房供您选择，
我们餐厅和酒吧供应种类繁多的美食，您还能在我们的水
疗中心尽情享受，在我们的泳池畅游，在桑拿区放松。该
酒店将大城市生机勃勃的气氛与度假胜地的休闲特色完美
地结合在了一起。
www.dytfrankfurt.com

展会酒店
我们优雅的四星级精品酒店特别适合携带家人陪同自己前往法兰克
福接受医疗的客人。
酒店位于西区尽头别墅区的中心位置，您可以快速抵达大学医院及
其它知名诊所。陪同您前来的家庭成员也能在这附近找到各种各样
的活动：在天际广场(Skyline Plaza)购物，参观棕榈植物园或森根堡

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historischen Museum Senckenberg)。我们来
自五湖四海的客人特别欣赏45间装饰独特的客房里讲究的风格，所
有客房均配有浴缸或淋浴，桌椅，卫星电视，免费无线网络，迷你
吧和咖啡机/茶壶。我们美味的自助早餐和在夏季里开放的优美的花
园露台让所有客人都能感到宾至如归。
www.hotel-an-der-mes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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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伙伴
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酒店
独具乡村庄园的魅力，犹如身处绿地的绿洲，提供国际和地道的当地美食，拥有丰
富的温泉保健和体育设施，另外也是私人和商务旅客舒适又理想的歇脚处—这就是
位于法兰克福市边上的凯宾斯基酒店(Kempinski Hotel)。这家五星级高级度假酒店
共有225间客房，其中38间为套房。所有客房和套房均为园景房或湖景房。酒店的客
人可在酒店内的四个餐厅享尽美食—从颇有特色的黑森州菜品到精致的黎巴嫩/阿
拉伯菜，菜肴满目琳琅，应有尽有。客人还能在占地2000平方米的乡村俱乐部和水
疗馆放松身心，其中的设施包括2个室内和室外的恒温泳池，8间桑拿室，多个休息
室 和 提 供 按 摩 与理疗服务的房间。此外，水疗中心的附属美容院齐默尔曼医生美容
院(Aesthetic Institute Dr. Zimmermann)还专为客人提供医疗抗衰老治疗，激光治疗
和深度美容等服务。
www.kempinski.com/gravenbruch

法兰克福施泰根博格庭院酒店
这家传统大酒店位于银行金融区和历史悠久的老城中间。自1876年以
来，不少政治家或王室成员曾多次在该酒店下榻。在261间宽敞的客房
和42间套房中，您能享受到豪华的氛围和一流的服务。客人可免费进
入 酒 店 内 的 水 疗 馆 THE SPA！ 屡 获 殊 荣 的 水 疗 馆 占 地 共 1 0 0 0 平 方 米 ，
为想放松休息的当地客人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法兰克福施泰根博格庭
院酒店为满足客人的一切愿望，不仅安排了明星理发师穆尼尔﹒达姆齐
(Mounir Damlkhi)招待客人，还提供其它种类丰富的美容护理，按摩和
瑜伽课程。如果您想寻找美食亮点，则可以前往星级餐厅弗朗索瓦餐厅
或奥斯卡时尚啤酒屋。
www.frankfurter-hof.steigenberger.de

区域性
合作伙伴

法兰克福酒店联盟协会—
在法兰克福与莱茵美茵地区
崛起的酒店联盟
法兰克福酒店联盟(FHA)包含了法兰克福和莱茵美茵地区60多家酒店，代表了该区域酒店业的共同利益。该行业
联盟的目标是合力积极支持法兰克福的城市发展，使其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在过去几年中，法兰克福
酒店联盟与其合作伙伴一同在法兰克福市推出了许多特别的活动。无论是邀请法兰克福“自己城市的客人”，还
是把为国际汽车展IAA和书展的参与者定制的访客套餐作为举办活动的重点，联盟都在积极塑造法兰克福这个旅游
城市的美好形象，同时也为法兰克福的酒店业开辟了更多的商业平台。
www.frankfurt-hotel-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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饗食畅饮

餐饮盛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从美味汉堡到星级菜单—美食爱好者能在法兰克福及其周边地区轻而易
举地找到物美价廉的小食。该地区令人惊叹的国际与多样化的特点也体
现在了餐饮业上。一部分顶级的餐厅不是荣获了米其林星就是享有高特
米鲁(Gault Millau)的美食评鉴，提供
一切能让美食爱好者们心满意足的美
味佳肴。
另外，喜爱美食的朋友们还可以选择风格迥异的各类菜
系—从经典的传统菜肴到新颖的创新饮食，从法国菜到意
大利菜，再到美味的地方菜，不胜枚举，应有尽有。即使是
那些想吃素食或纯素食，清真食品或犹太食品的朋友们也能
在这里找到价格合理的美食。

令人愉悦的清爽感：法兰克福绿酱配煮牛肉
和土豆或传统吃法—配上煮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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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提前预订：
因为顶级餐馆的
座位很快就被一
抢而光了！
最棒的法国餐厅
40多年前，厄诺小吃店(Erno’s Bistro)
就在法兰克福的西区尽头开始营业了。
厨师长瓦勒里·马蒂斯(Valéry Mathis)和
店长埃里克·胡博(Eric Huber)打造的这
家餐厅拥有独特的小吃店风格，吸引了
不少食客：美味可口的法国菜和醇香醉
人的法国葡萄酒都让客人们赞不绝口。
厄诺小吃店自 1998年以来一直都被冠有
一颗米其林星，并荣获了 16分的高特米
© Peter Niepagenkemper/Restaurant Heimat

鲁美食评鉴积分。
www.ernosbistro.de

优雅的意大利菜
位于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区(Sachsenhausen)的星级餐厅卡梅罗·格雷克
餐厅(Carmelo Greco)提供地道又创新
的米其林级别的意大利菜。在用饱满的

高空餐厅

金灰色装饰的高雅又舒适的餐厅里，餐

俯瞰整个城市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在赫宁格尔塔(Henninger

厅经理卡梅罗·格雷克会在可容纳 48位客

Turm)上的弗兰西斯卡餐厅提供令人惊叹的 360度全景：美丽的郊区

人的餐厅里准备最棒最新鲜的食物。菜

景色和令人难忘的法兰克福天际线。典雅的餐厅以精致的食材和独

单以季节性菜品为主。该餐厅已荣获米

特的烹饪技术为特色，对外供应极有代表性的新式德国美食。这个

其林一星。在夏日，餐厅会开放漂亮的

观景餐厅里还有个自带合成灶台的可观开放式厨房。

露台供客人在室外用餐。

www.mook-group.de/franziska

www.carmelo-greco.de

植物棕榈园里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星级素食餐厅

拥有两颗米其林星的拉弗勒餐厅(Lafleur)位于植物棕榈园里的

七天鹅餐厅(Seven Swans)坐落在法

社交会所内，是德国最顶级的餐厅之一。厨师安德里亚斯﹒克罗里

兰克福美茵河畔最狭窄的一座高楼里，

克(Andreas Krolik)还被高特米鲁美食评鉴评为“年度厨师”。拉

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客人们可以

弗勒餐厅中午和晚上都供应经典的国际名菜和地中海菜，另外也提

在两层楼高的餐厅里边欣赏河畔美景，

供地方菜。餐厅最有名的还数它和鱼有关那香飘四溢的菜品。它家

边享受美味的素食，尽情放松，怡然自

的午餐十分值得品尝，餐厅会提供特别的午餐菜单。

得。餐厅周到的服务，时髦的装潢以及

www.palmengarten-gastronomie.de

带有私人空间感的座位让人倍感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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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恋不舍。米其林指南对这家餐

换的食物新鲜美味，每道菜成分的挑选可谓是尽善尽

厅的评价是“环境舒适，菜品匠

美，烹饪过程也别出心裁。这家不同凡响的餐厅也提

心独具，别有风味”，并授予厨

供获奖数次的各种葡萄美酒。

师长杨·霍夫曼(Jan Hoffmann)

www.heimat-restaurant.de

米其林一星的荣誉。大多数食

火车站附近的精品美食

材都由餐厅自家种植。
www.sevenswans.de

酒吧餐厅斯坦利﹒戴蒙(Stanley Diamond)以 20
年代的黑手党命名，隐喻着法兰克福火车站区这些

杂技中的美食

年惊人的变化。这个曾经惨不忍睹的街区如今早已改

著 名 的 虎 牌 杂 技 团 ( Tiger

头换面，不仅提供高档的住宅，还提倡创新的美食概

palast)的附属餐厅虎牌高级餐

念。斯坦利﹒戴蒙餐厅内部装饰以大理石，金属和木

厅(Tiger-Gourmetrestaurant)位

材为主，敞开式的结构明亮大气，氛围高贵典雅。在

于法兰克福的市中心。荣获米

餐厅中心有一个建材源自天然石材的酒吧，除了饮料

其林1星的厨师长科斯昆﹒尤达

之外，客人也可以在此点餐，随意小坐。餐厅在传统

库(Coskun Yurdakul)被认为是

食谱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不少现代口味和季节食材的元

法兰克福的精英名厨。他主厨

素，其中包括莱比锡大杂烩，芬肯维德式比目鱼，意

的这家餐厅提供传统的法式菜肴，同时又从其它国家

式炖小牛骨，浓香鱼汤或杏肉丸子等经典菜肴。斯坦

的菜品里吸收了不少灵感。该餐厅可接纳 50位客人，

利﹒戴蒙餐厅将其精致的餐饮与火车站区背街的宁静

格 调 高 雅 ， 气 氛 舒 适 ， 还 提 供 约 1000 多 种 的 高 级 美

巧妙结合，备受好评。www.stanleydiamond.com

© Mali Maeder/Pexels

酒。www.tigerpalast.de

清真牛排馆
麦迪纳牛排馆(Medina Steaks & More)是一家位

家居式餐厅
这座前水上建筑建于 1956年，距离保罗教堂和歌

于法兰克福市中心的清真餐厅，以美味的肉类菜品闻

德故居不远，是一座典雅的“美式餐厅”风格的亭式

名遐迩。餐厅向肉类爱好者提供自家肉店出品的烤牛

建筑。备受喜爱的乡情餐厅(Heimat)就座落在这个建

排。这里有肉眼牛排，西冷牛排，T骨牛排或者加大超

筑里。该餐厅气氛舒适活跃，格调休闲。根据季节更

厚牛排供客人选择。除此之外，客人也可以在这家现
代餐厅的菜单上找到海鲜，贝类，自制清真汉堡和意
大利面食等其它菜品。
www.medina-steakhouse.de

西区尽头的犹太餐厅
索哈餐厅(Sohar’s Restaurant)是法兰克福犹太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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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Niepagenkemper/Restaurant Heimat

中的最佳典范。在餐厅不断更新的菜单上，美味的以色
列菜，其它来自五湖四海的菜肴与精选的以色列葡萄
酒首当其冲。该餐厅位于Westend城区中心的犹太社区
中，方便易寻。www.sohars-restauran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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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igenberger Frankfurter Hof

黑森州地方菜—美味又健康
无论是“法兰克福大排骨”(Frankfurter Rippsche)，“苹果酒”(Äppelwoi)，
“音乐奶酪”(Handkäs)，还是像“法兰克福王冠蛋糕”(Frankfurter Kranz)这类的
甜品—百吃不厌的黑森菜油而不腻，五味俱全。而传统的法兰克福苹果酒屋和莱茵
美茵地区精致的农家小馆则是享用这种地方菜最合适的地方。欢迎您踏上这美食探索
之旅，品尝遍地的山珍海味。
其中最著名的特色菜要数“法兰克福绿酱”(Frankfurter Grüne Soße)了,它由七种

法兰克福市施泰根伯格庭院酒店
的高级厨师菲利普﹒亨克斯

在春天生长的健康草本植物构成：欧芹，琉璃苣，酢浆草，雪维菜，水芹，地榆草和韭
菜。将酸奶油，奶油和香料与其混合成一种冷的鲜草酱—配着煮熟的鸡蛋，炸猪排或
煮牛肉食用，一道精致美味的菜肴就完成了。美味可口的法兰克福绿酱是著名的法兰克
福施泰根伯格庭院酒店菜单上备受喜爱的一道菜品。法兰克福市中心传统酒店里的高级
厨师菲利普﹒亨克斯(Philipp Henkes)也极力推荐这道名菜。

黑森式藜麦沙拉
适用于4人食用
200克藜麦
200克与法兰克福绿酱混合的佛格斯山野草沙拉
1千克圣女果(迷你番茄)
50毫升本地菜油
1瓣大蒜
3枝百里香
石榴籽
沙拉汁
1茶匙中辣的本地芥末
100毫升蔬菜汤料
20毫升来自莱茵高的白葡萄醋(Balsamico)
100毫升特级初榨橄榄油
青柠汁(1个青柠)
盐，胡椒，卡宴胡椒

提前一天给西红柿去皮，切成四分之一并去籽。
加少许盐和糖稍微调味。用少许菜油腌制，再加入粗
略切碎的大蒜和百里香，将食材铺在烤盘上，放入
70°C的烤箱中，将烤箱的门打开一点间隙，好让水
分溢出。三小时后将食材翻面，再过三小时后，番
茄片应该变软并入味了。

Photo: Sarah Schneider

水里加许多盐后开始煮藜麦，直到藜麦籽浮起
来，用筛子滤掉水然后等待藜麦冷却。现在开始做沙
拉汁，将芥末，蔬菜汤料，调料，酸青柠汁和白葡萄
醋混合，然后加橄榄油搅拌。
用一点调好的沙拉汁加在藜麦里调味，然后将藜
麦摆在盘子中心。最后将野草沙拉与法兰克福绿酱混
合并加沙拉汁搅拌入味后放在藜麦上，用百里香与石
榴籽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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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这里有购物爱好者想要的一切
从奢侈品到时尚单品，从复古商品到精美配饰，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的
商店都能让购物爱好者们满载而归。无论是商品齐全的大型购物中心，还
是格调优雅的百货大楼，抑或是遍布引人注目的品牌店和奢侈品的时尚购
物街，缤纷多样的商品种类能为游客们提供最大限度的购物体验，满足游
客们的不同需求。
购物中心“我的采尔”(MyZeil) 坐落在法兰克福

见的连锁店吸引了无数在法国梧桐树下漫步的游客。

著名的购物街采尔大街，是德国境内最与众不同的购

距离采尔大街不远处是新法兰克福老城区，这也

物体验点之一，里面商店、餐馆、电影院、健身房应

是一个极受欢迎的购物目的地。除了小型时装精品店

有尽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更是让人过目难忘。在这

和精品珠宝店外，这里还有一家Steiff毛绒玩具店和鲍

个阳光普照的六层购物天堂里有超过 80多家的各类商

尔陶器店(Töpferei Bauer)。在历史悠久的调料园之家

铺。顶层为专门的美食层，提供不断更新的各种国际

(Haus Würzgarten)有一个跨越了从 18世纪中叶到第

和地区美食，以及高质量的酒吧。

二次世界大战的“药品，材料和颜料店”。在这里，

法兰克福主要购物街采尔大街(Zeil)被认为是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曾为他的科学实验购买过

国境内盈利最多的购物街之一。大型的百货商店及常

不少化学用品。今日，这座位于加冕路上的房子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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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茵美茵地区
购物将是一种
特殊的体验。

奥特莱斯—格调购物
威尔特海姆购物村

个精美的珠宝设计廊。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位

来场购物旅行怎么样？高级奥特莱斯
中心—威尔特海姆购物村(Wertheim

于法兰克福市中心欧洲社区的

Village)距离法兰克福附近的维尔茨堡市

“天际广场”(Skyline Plaza)，该购

(Würzburg)仅有50公里，客人可以在最

物中心拥有 170多家专卖店和服务商。在顶层有市内最

短的时间内自驾或乘坐奥特莱斯专车轻松
抵达。在这里，您可以在愉快的氛围中享

大的美食广场。大型屋顶露台与保健中心美利典水疗让

受一天轻松的购物日。各大商店出售的时

客人的休闲娱乐体验更加完美。

尚和奢侈品牌超过110多个，其中包括各

歌德大街(Goethestraße)周围的区域是在法兰克福

大国际国内的知名品牌—全年优惠的价

采购奢侈品的第一去处。一家家高级的时尚品牌店，

格吸引了不少客人。当然，购物村里也设

奢侈品店，珠宝店与钟表店紧密相连，从阿玛尼到路
易威登，再到范思哲，各大品牌可谓是应有尽有。歌

有美食区，让客人们能饱餐一顿，尽兴
而归。
www.wertheimvillage.com

德大街与其相邻的步行街“小吃巷”(Freßgass)，歌剧
院广场(Opernplatz)和席勒大街(Schillerstraße)是这个
城市最棒的购物大道。由于这个格调高级的区域越来

在威斯巴登购物

越受欢迎，与歌德大街平行的其它街道也成为了火热

独特而优雅—威廉大街，陶努斯大街，

的购物街。在老歌剧院与罗斯集市(Roßmarkt)间的新

泉水区

罗特霍夫大街(Rothofstraße)由一条支路与歌德大街相

在威斯巴登购物的游客们同时也是在造访

连，也是一条提供各种高级品牌和美食的精致街道。

欧洲最古老的疗养温泉之一。这座黑森州
的首府拥有约15个矿泉和温泉，使充满购

法兰克福西部的美茵陶努斯中心(Main-Taunus-Zen-

物乐趣的威斯巴登也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

trum)是德国最早成立的一个购物中心。 170家商店提

力的温泉保健疗养地。在黑森州首府历史

供独特的选择，能满足客人的各种购物需求。您也可

悠久的林荫大道上购物也是一次与众不同

以在美茵陶努斯中心里找到诸多国际时尚品牌，前来

的体验。备受欢迎的威廉大街(Wilhelm-

体验此处极具吸引力的美食餐饮区。另外，这里还有

straße)购物街上聚集了出售各大名牌的
商店，一流的美食餐厅和精彩的文化活

各种其它的服务项目，如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中心、

动。在这里，仿佛生活中所有美丽的事

邮局、多厅影院、加油站和洗车服务。

物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约一公里

霍希斯特瓷器制造厂在新的法兰克福
老城区设有一家概念店。这家位于
36号集市(Markt 36)“金色主楼”

(Goldenes Haupt)里的企业曾经是

长的华丽大街上，您能享受到尽善尽美的
服务，获得心满意足的体验。如果您只是
想随便逛逛，顺便欣赏下街上漂亮的新艺
术风格建筑的话，那么可以在陶努斯大街
(Taunusstraße)散散步，那里有许多古董

作为美因茨选帝侯瓷器制造厂于

店。相邻的泉水区(Quellenviertel)遍布

1746 年 而 成 立 的 ， 该 企 业 提 供

贩卖各种时尚流行品牌的商店，也是值得

从古代瓷器复制品到当代设计
品的最优质的瓷器艺术品。是
人们选购各类高档礼品、配

闲逛的地方，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许多能
满足所有人胃口的各类风味小吃店。
www.wiesbaden.de

想场所。●

© HMF, Photo: Uwe Dettmar

饰、人像艺术品和雕塑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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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建议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的文化活动精彩丰富，别具特色
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展览厅，剧院还是舞台，假日还是节日，无论是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中还是在背街小巷
的小型艺术馆里—任何人都能在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找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每年，这里的文化活动
都吸引了数百万来自德国本土和海外的游客，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前卫的展览，轰动一时的歌剧和戏剧作品或
精彩的历史文化景点作为游览项目带给游客们不少惊喜。

在凯撒大教堂和罗马广场间的新法兰克福老城区

老城区(neue Frankfurter Altstadt)一直往前，邀您在

被重建的中世纪老城位于圣巴特洛莫斯凯撒大教

这里漫步闲逛，在舒适的餐厅里品尝美食，在该区琳

堂(Kaiserdom St. Bartholomäus)和罗马广场(Römer)

琅满目的商店里购物。无论是鸡肉市场，考古花园还

之间，即自 15世纪以来坐落在罗马贝格广场的市政厅

是“金色天秤之家”(das Haus „Goldene Waage“)，

和法兰克福的象征性地标之间。35座房屋—其中 15

新建的这个老城区都有许多亮点等您发掘。

座为重建楼， 20座为后修的新建筑—矗立在了于第

圣巴特洛莫斯凯撒大教堂(Kaiserdom St. Bartho-

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坏的旧城区历史悠久的土地上。

lomäus)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筑之一，这里曾是

古色古香的小巷，浪漫无比的广场，风景如画的庭院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和加冕的教堂。矗立在大教堂

与壮观宏伟的房屋经过工人们的精心重建，变成了一

广场上的教堂所在位置的历史可追溯到罗马时代。

个生机勃勃的住宅区和购物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

www.domroemer.de

加冕大道沿着城市规划中这座意义非凡的新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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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建议
法兰克福卡
持有法兰克福交通优惠卡的游客可以在法兰
克福轻松地规划自己的行程，以便宜的价格
在城市里自由使用公共交通，同时也可以体
验各种多姿多彩的文化项目。

FRANKFURT
CARD
Einzelkarte
Individual Ticket

1 Tag/1 Day

©#visitfrankfurt, Photo: Holger Ullmann

除此之外：
法兰克福(含机场)市内所有公共交通免费，
半价参观法兰克福26家博物馆，植物棕榈
园，动物园，歌剧院及其它多个剧院。另外
也可以在特定的餐馆和商店里凭此卡打折。
更多关于优惠和价格的信息请根据以下链接
查询：
www.frankfurt-tourismus.de/frankfurtcard

法兰克福歌德故居
来到法兰克福，就不得不去看一下这个城市最骄傲的著名儿子约翰﹒
沃夫冈﹒歌德( 1749 – 183 2)的出生地。歌德一家人在位于席尔希格拉本
(Hirschgraben)小巷的歌德故居(Goethe-Haus)一直住到 1795年。这座始
于 18世纪的建筑里古老的家具和图画生动地展现了歌德青少年时期的生活
景象。歌德故居旁边就是歌德博物馆，里面汇集了歌德时期的各种画作。
www.goethehaus-frankfurt.de

博物馆河岸
法兰克福和它的博物馆：种类繁多的藏品和一流的展览。在所谓的美茵
河畔“博物馆河岸”(Museumsufer)边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比如施泰
德博物馆，当然还有利比希博物馆(Liebieghaus)里的雕塑收藏，电影博物
馆，建筑博物馆或者偶像博物馆，都是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 18岁以下的
©#visitfrankfurt, Photo: Holger Ullmann

青少年和儿童都可以免费参观城市博物馆。www.museumsufer-frankfurt.de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热门游览点：大教堂和罗马广场
间新的老城区里浪漫的小巷，历史性建筑和风景如画
的广场，独立的店铺和舒适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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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定期举行世界级的国际音乐会。在法兰克福老歌剧
院，每年的九月起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音乐节，其
中以音乐会为主，当然也会上演其它形式的艺术表演，
如舞蹈表演，电影，文学或戏剧表演等。老歌剧院同时

施泰德博物馆
非常值得一看的是德国最古老的博物馆基金会，
即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 Museum)，它拥有来自公元 7

也是大型会议、节日舞会和重要颁奖典礼的举行场所。
歌剧院里备受客人欢迎的餐厅有市里最大的露台。
www.alteoper.de

世纪的艺术作品和独树一帜的各种展览。这家扬名海
外的博物馆成立于 1815年，如今展出从 14世纪初到文
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古典现代主义时期及当代的重
要艺术作品。该展馆共有约 3100幅画作， 660件雕塑
©#visitfrankfurt, Photo: Holger Ullmann

品，超过 4600张的照片以及超过 100000 幅的图画和图
像。施泰德博物馆以其卓尔不群的各种特别展览而赫
赫有名，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www.staedelmuseum.de
锡恩艺术厅
锡恩艺术厅(Schirn Kunsthalle)是欧洲最著名的展
览馆之一。它没有自己的收藏品，但会根据特定的主

法兰克福英国剧院

题或个别艺术家的作品策划临时限期的展览和各种项

在30年前成立的法兰克福英国剧院是欧洲大陆上

目。锡恩艺术厅专注于与当代艺术和文化历史相关的

最大的一个以英文为表演语言的剧院。它凭借其顶级

主题与趋势，它的展览风格有着国际化，现代化和进

的戏剧制作以及作为各国客人社交聚会场所的特殊角

步化的显著特点。www.schirn.de

色一跃成为了莱茵美茵大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无论是英国喜剧团体巨蟒组(Monty Python)的《蒙提派

历史博物馆

森之火腿骑士》还是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

如果有谁想要了解法兰克福的历史，就该参观下

的画像》，这家剧院全年能吸引超过6万的观众前来

2017年在罗马贝格广场重新开放的历史博物馆。这是

观看丰富多采的表演：经典剧，喜剧，恐怖剧和音乐

关于美茵大都会的一个城市博物馆，里面陈列了与这座

剧，都能在这家位于市中心的优雅剧院里欣赏到。剧

城市及其公民联系紧密的各种展品，其历史可追溯到15

院的“詹姆斯酒吧”(James – the bar)还会定期举行派对

世纪。今日，博物馆丰富的展览涵盖了大量城市和地区

和音乐会，也十分值得一去。www.english-theatre.de

的文化艺术史，这里也经常为市民提供不断更换的与城
市历史有关的特别展览或读书会。翻修后的历史博物馆
也可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参观的可能性。
www.historisches-museum-frankfurt.de

第一航线在—莱茵美茵河上航行
在莱茵美茵河上游船是每位来到法兰克福莱茵美茵
地区的游客不得错过的体验项目。拥有不少亮丽轮船
的第一航线(Die Primus-Linie)游船公司位于法兰克福罗

带有大型露台的城市老歌剧院

马广场不远处的美茵岸边，等候着游客的光临。拥有五

坐落在典雅的歌剧院广场上的法兰克福老歌剧院

艘轮船的第一航线是黑森州轮船公司里最大最现代化的

(Alte Oper)里隐藏着一个活力四射的音乐厅，在这里

一个，其航运历史可追溯到1880年。除了提供在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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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
欢迎来到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

© AK Tourismus

© AK Tourismus

© AK Tourismus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在法兰克福这个充满了国际风情的大都会周围，聚
集了许多历史悠久，拥有中世纪半木结构建筑的城市和优雅的温泉小城。要塞与城堡，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点或景色宜人的风光，皆为游客每天的出游提供了多样化
的选择。愿您在这里能享受一个难忘的假期！

Bad Homburg v. d. Höhe

Vogelsberg

巴特洪堡

佛格斯山

www.bad-homburg-tourismus.de

www.vogelsberg-touristik.de

Hochtaunuskreis

高陶努斯圈
taunus.info
Main-Taunus-Kreis

Limburg-Weilburg-Diez

Wetteraukreis

美茵陶努斯圈

林堡-威尔堡-迪茨
www.landkreis-limburg-weilburg.de

维特劳圈

www.mtk.org

tourismus.wetterau.de

Rüdesheim am Rhein

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
www.ruedesheim.de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Bingen am Rhein

www.frankfurt-tourismus.de

莱茵河畔宾根
www.bingen.de

Mainz

Frankfurt am Main

Offenbach Stadt und Kreis

Wiesbaden

奥芬巴赫市区及周边

威斯巴登

www.offenbach.de
www.kreis-offenbach.de

www.wiesbaden.de

Spessart-Mainland

© AK Tourismus

www.rheingau.com

©#visitfrankfurt

© Rüdesheim Tourist AG

莱茵高-陶努斯圈

© AK Tourismus

Rheingau-Taunus-Kreis

施佩萨尔特-美茵兰
www.spessart-mainland.de
Hanau

Spessart

哈瑙

施佩萨尔特

www.hanau.de

www.info-aschaffenburg.de

Kreis Groß-Gerau

大盖劳圈
www.kreisgg.de

www.bad-kreuznach-tourist.de

© AK Tourismus

www.mainz-tourismus.com

巴特克罗伊茨纳赫

Aschaffenburg

阿沙芬堡

美因茨

Bad Kreuznach

www.spessart-tourismus.de

Darmstadt

达姆施塔特
www.darmstadt-tourismus.de

© AK Tourismus

Bergstraße-Odenwald

贝尔格街-奥登瓦尔德森林
www.tourismus-odenwald.de

法兰克福旅游工作组
转法兰克福旅游会展局
地址：Kaiserstraße 56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www.frankfurt-rhein-main.de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工作组其它
地方成员还包括：
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地区协会
法兰克福展会公司
法兰克福机场
法兰克福工商会
莱茵美茵交通联合会

53

休闲娱乐

©Taunus Touristik Service

福市区内的观光游船线路外，该公司也
提供其它线路的一日游服务，如从莱茵
© Daniel Kaiser

河至吕德斯海姆(Rüdesheim)以及到充
满浪漫色彩的罗蕾莱(Loreley)的线路
等。轮船上有餐厅供应食物。游客也
可在网上购票。www.primus-linie.de

萨尔堡罗马要塞: 世界文化遗产 Limes边墙的一部分，巴特洪堡

一个提供特别展览的大厅，一个博物馆科教室和一个博

美茵塔观景台

物馆纪念品商店。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早在孩童时

在法兰克福也可以登高望远。在德国，几乎没有

期就造访过巴特洪堡这座疗养小城，自那时起就对萨尔

其它城市像美茵大都会一样拥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堡的考古发掘工作很感兴趣，于是他在1897年下令重建

这里的天际线景观是现代建筑爱好者的黄金理想地。

此堡。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上日尔曼-雷蒂亚

如果谁想从法兰克福的高处去一饱城市的眼福，那么

边墙线，即当年罗马帝国在今日德国境内的边界线列为

可以选择城市中心最高的观景台美茵塔(Main Tower)。

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边界线总体一部分的萨尔堡要塞及

这座高达 200米的玻璃建筑共有 56层，供游客参观的

其附属的纪念碑群便也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观景台位于最上面的两层。城市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化遗产的一部分。www.saalburgmuseum.de

能拥有如此美景的地方了。里面的餐厅也非常值得一
去，那里提供美味的食物和饮料。www.maintower.de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与圣希尔德加德修道院
圣希尔德加德修道院(Die Abtei St. Hildegard)建于
20世纪初，它位于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城市上游风景如

在位于萨尔堡关卡高处这座100多年前被重建的罗马

画的葡萄田中。修道院葡萄园的历史则可追溯到中世纪

要塞里，去陶努斯地区参观萨尔堡(Saalburg)的游客可

时期，当时的女修道院院长为希尔德加德﹒冯﹒宾根

以追寻到古罗马人的足迹。锯齿状的城墙曾经保护了罗

( 1098–1179)。自那时候起，修女们便开始种植葡萄用

马帝国的边界Limes。罗马村庄的废墟和重建的圣迹环绕

于酿酒了，这项传统被修道院酒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着要塞，展现了萨尔堡作为一个露天考古博物馆的辉煌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的理念也被今日的修道院所用。

的气势。诸多的古迹中，有曾经作为小作坊的Fabrica，

她相信大自然的治愈力，研发了以葡萄酒为主要作用的

翻新后被用作讲座、会议和展览的场所，另外堡内还有

自然疗法。www.abtei-st-hildegard.de

阿沙芬堡—巴伐利亚州的藏宝箱
无论是在春天欣赏著名的玉兰花，在夏天游览独特的波姆佩雅努姆宫(Pompejanum)，在秋日去巴伐利亚
最古老的英国景观公园里漫步，还是在冬日观看Cranach, Grünewald, Kirchner & Schad的展览—人们总
能在无心插柳间发现阿沙芬堡多姿多彩的一面。这里每年都有不断更新的
文化娱乐项目，提供许多大大小小的舞台表演以及传统和现代的活动，另
外还有各类餐厅和酒吧为其增添色彩。温和的，如地中海般的气候则使这
座城市被称作为“巴伐利亚的尼斯”。
信息
阿沙芬堡旅客信息中心
Tourist-Information Aschaffenburg
地址 Schloßplatz 2, 63739 Aschaffenburg
电话 +49 6021 395800, 传真 395888,
电邮: tourist@info-aschaffenburg.de, www.info-aschaffenbu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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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

小建议

莱茵美茵卡
以经济实惠的方式游遍整个地区！
凭莱茵美茵卡，您可以在70多个文化休闲场所获
得门票优惠，
并能在整个莱茵美茵交通联票区享受交通优惠。

2

Tage
Days

Card

RheinMain
2

Tage
Days

RheinMain

Card

#visitrhinemain
www.frankfurt-rhein-main.de/RMC

莱茵高与吕德斯海姆
莱茵美茵地区以西就是浪漫的葡萄种植区莱茵高，
此地以它著名的雷司令葡萄酒闻名遐迩。所有的酒庄都

bad），这里还提供一些美食，为内罗贝格山增添了更
多魅力。www.wiesbaden.de

提供品酒服务，另外游客还可以在葡萄田中漫步，欣赏
莱茵河谷的美丽景色和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莱茵高的

美因茨古腾堡博物馆

中心就是葡萄酒小城吕德斯海姆。这座小城以它梦幻般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印刷艺术，尤其是西

的小巷吸引着各方来客，同时它也是该区域理想的郊游

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其中

远足地，例如可以去造访下美丽的红葡萄酒产地阿斯曼

背后的功臣就是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斯豪森(Assmannshausen)，或者去莱茵中游地区数不胜

他于15世纪在美因茨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并凭此改

数的城堡和宫殿游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莱茵河谷

变了世界。游客可以在美因茨老城区中心—世界上最

中上游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而吕德斯海姆则被认为是

古老的书籍印刷博物馆“现场”体验印刷、书籍和文字

游览该世界文化遗产景点中的起点。在吕德斯海姆游玩

的历史。古腾堡博物馆由美因茨市民于1900年创立，目

的亮点之一是坐缆车去下森林区的纪念碑处。在那里可

的是为了纪念约翰﹒古腾堡及其所有发明。博物馆中最

以欣赏到吕德斯海姆老城壮观的全景：漂亮古老的贵族

伟大的宝藏之一是源自15世纪中叶的两部原创古腾堡圣

庭院，带有绿色小岛的莱茵河，在这葡萄山上的美好体

经。重建的古腾堡工作室也是主要景点之一。这里每小

验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该地区气氛浓厚的葡萄酒

时都会展示一次古腾堡所在时代的印刷场景。

节也非常值得参加。www.Rheingau.com

www.gutenberg-museum.de

内罗贝格小火车与内罗贝格山，威斯巴登

格林兄弟与童话之城哈瑙

内罗贝格小火车(Nerobergbahn)被认为是威斯巴

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谁不认识这些童话人

登的一个浪漫的标志，这也是欧洲第二古老的由水力

物呢？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年代的老

钢丝绳架运作的火车线路。自 1888年以来，这个历史

老少少。但几乎没有人知道， 18 世纪末，雅各布和威

悠久的交通工具就一直在内罗贝格山 245 米高山上的

廉兄弟二人正是在法兰克福的门前看到了童话创作的曙

车站间运行了，所需时间刚好3分半钟。在威斯巴登

光。童话爱好者们可以去他们的家乡哈瑙追寻这对颇有

本地的山上，游客可以欣赏到莱茵河至奥登瓦尔德森

创意的兄弟留下的印迹。自 1983 年以来，该市为纪念

林山尖（Odenwald）壮丽的美景。内罗贝格亭背后风

这对童话兄弟及语言学家设立了备受瞩目的格林兄弟文

景如画，亭下流淌着来自山的另一边内罗贝格小火车

学奖。 30 多年来，美丽的哈瑙巴洛克式宫殿菲利普斯

经过的内罗贝格水库的水。内罗贝格山也是徒步旅行

鲁尔(Philippsruhe)的圆形剧场从每年的五月到七月都

的理想起点，这条成熟的徒步线路会将您引向广阔而

是格林兄弟节的举办场地，至此，来自四面八方共有约

宁静的莱茵陶努斯自然公园。想要做短途旅行的话则

100多万名宾客参加了这个盛会。哈瑙是个十分值得游

可选择德国最美丽的室外泳池之一，欧宝温泉（Opel-

览的城市。www.han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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