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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lemensfranz   

市场教堂 

"城市扩张中心"

作为新哥特式建筑的经典范例，Marktkirche建于汉诺威市中心，为该地区的
劳动人民提供服务。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高挺，其风格经常被模仿。由于一
系列的二战轰炸袭击，原来的炮台被夷为平地，原来的情况与以前一样重
建。着名的艺术家格哈德·马尔克斯（Gerhard Marcks）因其在德国的战争
纪念作品而闻名，为重建的马克特教堂（Marktkirche）的新门户做出了贡献
。

 +49 511 36 4370  marktkirche-hannover.de/  Hanns-Lilje-Platz 2, 汗挪威

 by BENCE BOROS on Unsplash
   

布鲁恩豪斯恩斯特八月 

"黑啤酒"

这是一个真正的啤酒厂，其天然浑浊的啤酒Hansch是用有机种植的粮食制成
的。白天，人们在布置适当的客房内安静地品尝啤酒。中午时分，恩斯特八
月酒店供应汉诺威土豆汤，啤酒烤肉串或烧烤臀部牛排伴随客人的啤酒。在
晚上，后面的房间是打开的啤酒和快速流动的啤酒水龙头。音乐是在室内乐
器上演奏的，让人们在桌子上摇摆，唱歌跳舞并不是一般的事情 -
这里不是一丝北方的保留！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49 511 36 5950  www.brauhaus.net/  info@brauhaus.net  Schmiedestrasse 13, 汗挪威

 by Axel Hindemith   

莱布尼茨豪宅 

"历史的豪宅"

一旦Gottfried Wilhem莱布尼茨的家。建于1499年的这座古老的文艺复兴时
期的房子是16世纪的宝石，值得一游，如果你在汉诺威。坐落在Holzmarkt地
区，它包含像朱迪思与Holofernes，亚当和伊娃在树下和大卫和歌利亚头的
美丽的图片。现在的房子是原来的房子在二次大战爆炸中被摧毁的复制品。
它在1981年重建在现在的位置。房子有巴洛克风格的门面，象征着当时的地
区建筑风格。如果您决定前往汉诺威，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49 511 762 4450  leibnizhaus@uni-hannover.de  Holzmarkt 4-6, 汗挪威

 by Christian A. Schröder
(ChristianSchd)   

历史博物馆Hohen Ufer 

"汉诺威750年的历史"

历史博物馆Hohen Ufer致力于汉诺威历史悠久的丰富历史。涵盖750年的多事
历史，包括公国，王国和法院的兴衰。明星景点包括君主的豪华物品，委托
肖像，旗帜，服装和奖牌。但是，博物馆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专注于皇室，其
他展品向老百姓致敬，突出林业，狩猎，铁路旅游，采矿，大学，邮政和法
律等领域。

 +49 511 1684 3945  www.hannover.de/Kultur-
Freizeit/Museen-Ausstell
ungen/Museumsf%C3%BChrer
/Museen-von-A-bis-Z/Hist
orisches-Museum-Hannover

 museen-kulturgeschichte@
hannover-stadt.de

 Pferdestrasse 6, 汗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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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hristian A. Schröder 

Beginenturm 

"Poise堡垒"

从Beginenturm可以看到汉诺威古老的防御工事。这座建筑是战争时期最后留
存的建筑物之一，以确保有适当的保护。它最初建在beguines的花园的地方
，但现在是一个道路。今天仍然很少有结构，但你仍然可以看到强大的堡垒
，它设法捕捉你的注意力的平衡。

 +49 511 1684 3949  www.hannover.de/login  Am Hohen Ufer, 汗挪威

 by ChristianSchd   

KUBUS画廊 

"精心策划的当代艺术展览"

KUBUS画廊自1965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汉诺威的艺术界掀起波澜。展览面积达
340平方米（3659.73平方英尺），每年举办8次展览，主要集中在当代艺术方
面。宽敞的场地灵活多变，可以轻松容纳混合媒体艺术品，雕塑，绘画和古
怪的装置。虽然聚焦通常是在本地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画廊也有偶然的新兴
和成熟的国际艺术家的显示。

 +49 511 1684 5790  www.hannover.de/en/Tour
ism-Culture/Culture-Leis
ure/Museums-
Galleries/KUBUS-Gallery

 kubus@hannover-stadt.de  Theodor-Lessing-Platz 2,
汗挪威

 by ChristianSchd   

博物馆八月Kestner 

"过去之旅"

奥古斯特·凯斯特纳博物馆（August August
Kestner）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凯斯特纳（August Kestner）是一位着名的外
交官。展出的大部分展品来自埃及，罗马和希腊的艺术品收藏。当博物馆开
放时，汉诺威人弗里德里克·库勒曼（Friedrich Culemann）的作品也在展
出。古典希腊和罗马古董，花瓶，黄铜，兵马俑和青铜制品，以及珠宝，雕
塑甚至木乃伊都展出。博物馆还藏有珍贵的手稿，古代纺织品，铜器，象牙
等古老的文物。

 +49 511 1684 2730  www.hannover.de/museen/
museen/kestner/index.htm
l

 museum-AugustKestner@han
nover-stadt.de

 Trammplatz 3, 汗挪威

 by Tim Rademacher   

犹太教堂纪念馆 

"纪念犹太人"

汉诺威犹太教堂历史悠久，基本上是1994年遭受国家社会主义迫害的所有犹
太人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在他们的记忆中建立起来的，内部墙上有1900
名犹太人的名字所有这些人被驱逐到无情的灭绝营并被屠杀。纪念碑一直是
这座城市的主要建筑和文化部分。

 Rote Reihe 6, 汗挪威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eginenturm_tower_history_museum_Am_Hohen_Ufer_Mitte_Hannover_Germany.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986225-beginentur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UBUS_art_gallery_Hanover_Germany.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984765-kubus画廊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seum_August_Kestner_Trammplatz_Hanover_Germany.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362777-博物馆八月kestner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2019-11-11_123134_Gedenkveranstaltung_Gedenkort_Neue_Synagoge_Hannover_cropped.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986237-犹太教堂纪念馆


 by Thomas Wolf, www.foto-
tw.de   

新市政厅 

"有趣的城市历史"

这个辉煌的市政厅建于1901年，橡木桩，看起来像一座城堡，自此成为城市
的着名地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于1913年开幕。除了建筑景点
之外，它还拥有巨大的大厅，雕刻精美的门和美丽的肖像。该镇的四个小模
型描绘了建筑物，其破坏和重建（1865年，1939年，1945年，今天）。游客
还可以从特殊的观察点欣赏汉诺威的美景。导游可应要求提供。经过有趣的
旅游，您可以在其Gartensaal餐厅享用美味的国际美食。

 +49 511 1680  www.hannover.de/Tourismus/Sehens
w%C3%BCrdigkeiten-Stadttouren/Seh
ensw%C3%BCrdigkeiten/Neues-
Rathaus

 Trammplatz 2, 汗挪威

 by Axel Hindemith   

Kestner Gesellschaft Hannover 

"现代艺术展"

Kestner Gesellschaft成立于1916年，是20世纪艺术的画廊。
1936年被纳粹禁止的Kestner
Gesellschaft于1948年在Warmbüchenstrasse重新开放了画廊。Kestner Gese
llschaft开始寻找合适的画廊，因为旧建筑太过时了，无法满足现代艺术展
览的技术要求。新的画廊的理想地点是在前Goseriede公共浴场的市中心。
Kestner Gesellschaft展出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托米·温格勒（Tomi Ungerer）等着名艺术家的作品。

 +49 511 70 1200  kestnergesellschaft.de/
en/#!

 kestner@kestnergesellsch
aft.de

 Goseriede 11, 汗挪威

 by Losch 

下萨克森州博物馆 

"跨越九个世纪的展品"

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收藏了九个世纪以来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及有趣的考
古，民族和自然历史展品。博物馆的艺术收藏品包括伦勃朗，鲁本斯和阿尔
布雷希特·丢勒的作品以及众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德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的艺术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老主人和杰作并存。包含兰德博物馆收
藏的绘画和雕塑的44个画廊中，几乎一半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品，从
浪漫主义到印象派。

 +49 511 9807686  info@nlm-h.niedersachsen.de  Willy-Brandt-Allee 5, 汗挪威

 by Christian A. Schröder
(ChristianSchd)   

汉诺威Sprengel博物馆 

"铆接当代艺术"

由汉诺威Sprengel博物馆展出由当地实业家Bernhard Sprengel策划的收藏品
，收藏了毕加索，查加尔，克利和诺尔德等人的现代艺术作品。整个部分专
门介绍达达主义艺术家Kurt Schwitter的作品，临时性的当代艺术展往往是
定期进行的。如果你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这个地方是一个必须参观。

 +49 511 16843875  www.sprengel-museum.de  sprengel-museum@hannover-
stadt.de

 Kurt-Schwitters-Platz 4,
汗挪威

 by Hannover gram   

马思湖 

"内城湖"

在1936年建成的一座人造湖靠近市中心，马斯湖是汉诺威最受欢迎的休闲区
之一。这个湖面积78,000平方米（839585平方英尺），但不超过两米，非常
适合帆船，帆板，划船，游泳和溜冰客栈的冬天。洗浴区包括一个300米长的
海滩，免费入场。夏季节日Maschseefest为全家提供一系列娱乐活动。

 +49 511 1234 51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hannover.de/de/kultur_freize
it/naherholung/maschsee.html

 Rudolf-von-Bennigsen-Ufer, 汗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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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hristian Hartlep   

Stadthalle＆Hannover国会中心 

"会议中心，音乐厅和公园"

汉诺威国会中心（HCC）由市政厅（Stadthalle），Niedersachsenhalle，Gl
as和Eilenriedehalle组成;很多会议和大事件的空间。市政厅是一个带古典
门廊的大型圆顶建筑。它由Paul Bonatz设计，建于1914年。在这里举行重要
的大会和庆祝活动，世界着名艺术家在这里举行表演。 Kuppelsaal的声学符
合最高标准。在市政厅后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和花园，有喷泉，池塘，草坪
，玫瑰花园和艺术品。 Stadtpark设计于1951年，当时Bundesgartenschau就
在这里举行。许多景点源自那个时代，如雕塑和通往城市森林Eilenriede的
桥梁。还有一个亭子和一个日本茶馆。检查时间，因为它们季节性变化。

 +49 511 8 1130  www.hcc.de/  info@hcc.de  Theodor-Heuss-Platz 1-3,
汗挪威

 by Christian A. Schröder
(ChristianSchd)   

威廉·布什博物馆 

"漫画的排序"

威廉·布希博物馆是赫伦豪森花园内的奇观。该博物馆成立于1930年，由德
国最伟大的漫画家之一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和传奇漫画人物的创造
者组成。这个博物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延伸，现在已经有一些德国和
国际艺术家如海因里希·齐尔（Heinrich Zille）的漫画和图像。

 +49 511 1699 9911  www.karikatur-
museum.de/

 mail@karikatur-museum.de  Georgengarten 1, 汗挪威

 by Benutzer:AxelHH   

动物园汉诺威 

"动物在自然栖息地"

汉诺威动物园从1996年开始运行，尽可能在自然环境中展示野生动物。游客
可以漫步在印度丛林宫，加拿大育空湾，赞比西河，大猩猩山等人的主题中
，体验野外生活。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农场，里面养着德国北部的动物。每个
主题区都有来自该地区的动物，如非洲赞比西族的长颈鹿，犀牛和其他非洲
本土动物。饥饿的游客可以在Meyers Gasthaus餐厅用当地特色菜加油。在冬
季，动物园还为爱好者提供溜冰和冰壶等活动。

 +49 511 280740  info@zoo-hannover.de  Adenauerallee 3, 汗挪威

 by HMTG   

Eilenriede 

"几乎是一个“森林城市”"

汉诺威的Eilenriede森林实际上是一个“森林城市”，它的真正的“绿色肺
”，在市中心占地650公顷（1606.18英亩），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
。伦敦着名的海德公园以及巴黎的布洛涅（Bois de Boulogne）都无法与之
竞争，因此，汉诺威市民非常以“他们的”Eilenriede为荣，有幸使用和培
养了Eilenriede作为他们的财产，1371年由Wenzeslaus萨克森州的阿尔布雷
希特（Albrecht）是萨克森州发展的基础，森林遍布城市，几乎延伸到市中
心，它的名字来自榆树（德国的艾伦（Erlen）或艾伦（Ellern）），它常常
生长在湿润，沼泽的土壤上。早期的“埃勒里德”（Ellernried）最终变成
了“埃勒里德”（Eilenriede），现在最常见的是橡树和山毛榉，松树，落
叶松，al木，桦树等物种也在这里大量生长，名单，而南Eil
enriede通过基希罗德远至瓦尔德海姆。

 www.hannover-park.de/eilenriede1  Hohenzollernstraße 28, 汗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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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enBenW   

Herrenhausen花园 

"美化的艺术"

HerrenhäuserGärten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66年，也是汉诺威的苏菲（Sophie
）统治时期，充满了树木，树篱，鲜花等等。顾客会在季节之后回来放松，
在喷泉，露天剧场，雕像，精心修剪的植物，当然还有石窟。把您的参观时
间准确无误，您也许可以在赫恩豪森节日期间的夏天欣赏众多节日，焰火表
演和表演。

 +49 511 16834000  www.hannover.de/Herrenh
ausen/Herrenh%C3%A4user-
G%C3%A4rten

 herrenhaeuser-gaerten@ha
nnover-stadt.de

 Herrenhaeuser Strasse 4,
汗挪威

 by Emőke Dénes   

海洋生物 

"最好的水生活"

海洋生物是这个大陆这边最大的盐水中心之一。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从远山
中的泉水到多瑙河和黑海的水生生物，并观赏最生动，热带的海洋生物。在
热带雨林中观赏水生生物，并观赏珍贵的食人鱼，婴儿rays鱼和淡水射线。
有几个有趣的景点，如游客可以实际触摸海洋动物的人造潮池和鳄鱼桥，鳄
鱼桥是一个完全透明的鳄鱼缸跨越的玻璃桥。总而言之，无论您是海洋生物
爱好者还是休闲旅游者，这里的访问都是绝对值得的。

 www.visitsealife.com/hannover/en
/

 hannover@sealife.de  Herrenhäuser Strasse 4A, 汗挪威

 by Zab Consulting on 
Unsplash   

蒂尔加滕 

"居住着大量的野生动物"

“动物园”一词经常用于“蒂尔加滕”，尽管这也不太合适。这个休闲森林
占地112公顷（277英亩），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成为汉诺威最受欢迎的
景点之一。从一开始就不是木材和水泥的生产，因为野生动物和森林的美丽
，站在前台。由于这种态度，树木种群得到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美丽和
宁静的风景。蒂尔加滕（Tiergarten）是由约翰·弗里德里希（John
Friedrich）公爵于1678 - 1679年创建的。 120只小鹿在森林里自由了。这
大约是直到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数。不幸的是，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不能
享受1680年组织的第一次狩猎活动。一年前，他去了意大利。

 +49 511 52 6653  www.hannover.de/Kultur-Freizeit/
Naherholung/Natur-
entdecken/W%C3%A4lder/Tiergarten

 Tiergartenstrasse 149, 汗挪威

 by losch   

Altes Rathaus 

"历史魅力"

Altes Rathaus酒店位于美丽的Einbeck镇中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
然而，当时的市政厅在16世纪的火灾中重建。迷人的结构拥有美丽的哥特式
建筑。 Altes Rathaus的矩形地下室原本是由石头制成的，而上层则经过了
几次翻修。早些时候，阿尔特斯市政厅（Altes
Rathaus）拥有精美的彩色玻璃窗，已经被转移到当地的博物馆。现在，Alte
s Rathaus是Eibeck的注册办公室。

 +49 5561 9160  Marktplatz 6-8, Einbeck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eartrax/21768883943/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66760-herrenhausen花园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broidei_-_Symphysodon_aequifasciatus_and_Pterophyllum_scalare.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385474-海洋生物
https://unsplash.com/@zabit?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66743-蒂尔加滕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tes_Rathaus_Einbeck_IMG_3654.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hanover/800125-altes-rathaus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