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复活节奥地利之旅 

――领略 4 月的阴晴雨雪 

来德国有半年多了，可惜最远的地方只到过科隆（我们在 GIESSEN），还是乘着狂欢节的有利时机。

话说这种 stay home 的做法实在对不起德国 9 个邻国的优势位置，也对不起国内朋友们的厚望与嘱托。更

可恨的是本来平静的心时常是被周围人的各种游历和玩乐冲击，巴黎、威尼斯、巴塞罗那、布拉格。。美食

美景以及美女。虽然自己会把出游前没做好功课做为放弃的借口，但事实证明在下决心前是不会主动去做

了解的，不然大家也就不需要导游了。之前的圣诞长假除了去感受下马尔堡老城（火车只需半小时），其他

时间几乎都荒废在毫不欢乐的阴雨天气中了。德国能连起来的公共假期屈指可数，4 天的复活节便是来得

最早的了。乔帮主曾经教导我们"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但我觉得有点饿坏了，是时候出去觅食了。近

水楼台，瑞士不是我等消费得起的天堂，于是奥地利就成了第一个下手目标。先和朋友制定了一个慕尼黑

－国王湖－萨尔茨堡－维也纳的 6 日游计划并预定了旅馆。不过直到出发前两天才悲催地发现除去路上的

时间，6 天远远不够啊。 

     3 月中下旬天气转暖，阳光明媚，春的气息浓郁，开始让我有理由相信复活节的天气应该相当给力，不

过当我提及出游并向老板请假时，他用中文的“阴阳”解释 4 月的天气并警告我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拭目以

待吧，至少当时的阳光晒得我懒得去想了。 

  

     过了愚人节（其实没听说谁过这个节），老天开始捉弄人了，4 日我重新穿上了棉服，看样子真的要受

打击了，但没办法索性拿了几件厚衣物准备出发。 

     5 日坐上火车奔向慕尼黑，为了省钱我们买了州票（拜仁的 29 欧可以 5 个人同时用一天），车上人比

较多，其实在 Friedburg 应该下来转车，这样比较省时间，不过也许是人太多不愿动，我们直坐到法兰克

福。后果是少转一趟车，但要多坐一小时。好吧，能到就行。 

     沿途没什么好看的风景，大约 7 小时 40 分后抵达幕村，可能也是阴天的缘故，到处灰突突，没有想像

中的阳光和新新气息。晚上去了家土耳其肉夹膜店，一个字贵，两个字难吃。不过伙计居然会说“你好”，

英文也比较流利，看来幕村国际化程度高多了。 

     晚上住的开元客栈，15 欧一晚，上下铺还算干净，遇到一沈阳哥们聊了会，太累就睡了。早上被雨滴

的声音打醒，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得，游玩改度假了，室外是没可能了，转战博物馆。 

    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取消了国王湖的行程，要知道从幕村去国王湖再去维也纳很折腾，再加上阴雨天，

实在划不来。临时找了萨尔茨堡的一家宾馆，4 人间 149 一晚，有点小贵，好在近火车站，这样可以好好

玩玩萨堡了，这可是音乐天都莫扎特的出生地和居住地，还有建了 600 多年的城堡，花园和博物馆，还是

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地。 

     话题回到幕村，我们先来宝马世界，免费参观体验，BMW 大牌不是盖的。 



  

     新能源、新技术，寓教于乐。 

   

     里面还有商店卖宝马纪念品，价格就比较贵了。 

  

     总部高楼，气缸形状。旁边是博物馆。 

 
     博物馆入口，展览着 3 辆五六十年代老爷车，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宝马的神话。 



   
     午饭时间，转向市中心，看了下哥特式教堂，走了几条街，还是人的基本需要把我们指引向教堂后身

的一家餐馆。我们很想尝尝慕村的特色猪肘子和白啤酒。餐馆里面很暖和，人多有气氛，德国人的特点就

是爱边喝啤酒边唠，不知是沟通感情还是八卦扯淡。点的这个 Schweinbraten 还不错。 

   
     吃完了饭已经快 4 点钟，本还想去河那边的德意志博物馆，不过这点应该差不多关门了。雨也停得差

不多了，可以转向室外，目标索定英国公园(Englischer Park)。幕村的景点还算集中，坐 U3/6 在比较集中

的几站。走走停停，路上也没多少人，呼吸雨后新鲜的空气也很是惬意。 

     公园里几只贪婪的鸭子向人们要抢食，两只大白鹅还是比较抢眼。远处的一只白天鹅独自悠闲，过了

一会估计也向人们展秀一下，游过来一圈便回去了，不过还真地有范。 

  
     我们正要往回走时看到一只金毛和主人在草坪上玩耍。想起哈尔滨哪个脑残的官员发布的禁狗令，国

外的狗儿们太幸福了。我们几个也很 HAPPY 地和小金毛玩了一会，他可能热了，自己跑水里泡了一会，

够聪明和温顺。国外养狗要经过培训和考核的，不会乱拉乱咬瞎汪汪。 



  
      天黑了，幕村的旅程也宣告结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好在这里的地铁站比较有特色，每个站都是不

同的风格，还算养眼。 

  
     从幕村到萨堡只要两个小时，不过车上再次验证了国人之多，短短的车厢内除了两个日本人，听到的

谈话都是中文，汗啊。萨堡有完善的中文介绍(salzburg.info)，是个真正的小型国际化城市。 

     到了萨堡火车站，果然如一位驴友所说有点脏乱差，不过这里是在扩建，有一些临时搭建的木板。大

厅还是很干净和敞亮的，反正比德国同等程度的火车站要先进很多。出站看见了德国少有的现代楼房，像

个国际化城市。令人不爽的是又开始下雨了，赶紧拿出 ipad 看地图，結果还是绕了一圈才找到宾馆所在的

街，最后一看就在火车站旁边。印度人开的，服务态度很好。 

     放好了行李，抓紧进城，旅游就是这样争分夺秒。沿着 Rainerstrasse 向老城挺进，城市很小，步行足

矣。这里都是有轨电车，不过路上走的人更多些。路过米拉贝尔花园(Mirabell Garden)，在门口驻足就被

迷住了，据说是主教献给为他生了 12 个孩子的情妇而建，大气而精致，更酷的是在花园中可以远看山上的

城堡，别有一番风景，不失于摄影拍照的最佳地点。被雨冲洗的花更显晶莹秀丽。 

  

  



     但我们的目标是在自然博物馆，据说这里有中欧最好的水族馆之一，实为雨天的最佳去处。大多数景

点都在萨尔茨河的另一侧。路上经过莫扎特故居(Mozart Wohnhaus)，同样是房子，看看人家的价值。 

   

自然博物馆(Haus der Natur)是小朋友的乐园，四层并连着一个科技馆，学生票只有 5 欧，可谓超值。

我们直到闭馆时间才出来，有点闷和累。 

  

开始找网上推荐的一家餐馆，城堡附近，沿着山脚下的路走就好了。迷路了就奔向人多的地方准没错。

老城区各种老建筑里的商品发散着现代气息。有谁能想到莫扎特的纪念品大都是巧克力呢？ 

   

还有大教堂 DOM。 



  

上了山才发现要找的餐馆已经不开了。买个 HOTDOG，阴冷的雨中登山需要很大兴致啊，女同志们已

经放弃了，打道回府。 

   

     回来发现落下了经典的莫扎特出生地，还有多个音乐之声的拍摄地，不过在城郊，留给下次吧。 

     第二天起床外面飘着大片雪花，这种变化也是可遇不可求啊。再次来到 mirabell 花园，品尝不一样的

味道。 

   

     从萨堡去维也纳用奥铁通票需要转车两次，长达 6 小时，因此也得早点出发。不过据说火车沿途风光

不错，可对这种雪天没有太大信心。 

     OBB 的火车比德国的要新，内部设备也很好，舒适程度不在国内动车之下，尤其是洗手间。 



  

     首先在 Linz 转车，中间等候近 1 小时，不如去转转，用好出游的每一分钟。城市整洁漂亮，比萨堡大，

多瑙河也流过，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知道的。30 块的老套头拍出来的色彩很赞。当然不能忘了喂鸽子的两位

好心 MM~ 

  

  

    上车后要到 St. Valentin 转车，这个地名跟情人节很像，不知有何历史渊源。火车刚停就有几个看样要

去划雪小伙子说着中文“你好”冲了进来，很激动啊。 

     下了车本想也去转转，不过发现这地方太小了 没啥风景，还是上车等发车吧。始发站，寥寥数人，甚

爽。 



   

  

     路上发现雪越来越小，有的地方甚至地面都没湿，照这看来，维也纳的晴天可待了。 

     终于到 Wien westbahnhof 下车，24 小时通票不错，市内公共交通可坐，U6 两站后(Niederlestrasse)

走到住宿地点 Kolpingsfamilie Wien Meidling，这是一个有 135 年历史的家庭旅馆。前台服务非常热情，

给了我们钥匙和几份中文的旅游小册子。130 欧 3 个人两晚上，相当实惠，并且交通方便，极力推荐。 

  

     屋子很大，有阳台和独立的浴室厕所，上下铺结构。简单收拾一下准备出去走走，把通票发挥最大限

度。打开手册，见封面赫然写着“此时不游，更待何时”，我想我们来对了。 

     正所谓“一票在手，维也纳遍地走”。上了 U-bahn 转 Strassenbahn，车上踫到一位维也纳大姐和她的

儿子，很是热情。我们想身她询问维也纳的特色食物炸猪排(spare ribs)，可能她没太听明白，倒向我们介

绍了下 Cordon bleu(一种 schnitzel, 好像法语)。并把我们带到了市中心购物街旁的一家名叫 Wienwald(维

也纳森林)的餐馆，从排除的人看得出来这家很出名。不过到了我们发现服务员态度不怎么好，份量也很小，

吃个味吧。结账，小费也不给了。 



  

    可能是因为阴天，晚上特别冷，我们刚来不熟悉地形，看了几个壮观的建筑物夜色后一顿狂找地铁站。 

    第二天我醒得比较早，拉着窗帘感觉外面特别明亮，果然不一会出晒出了阳光，我们窃喜，这下阴晴雨

雪全赶上了，也是一种幸运吧。 

正是复活节当日，早上的旅馆餐厅里还有彩蛋，不过貌似鸡蛋糕更容易消化，就放弃了吃彩蛋。早餐很

丰富，我感觉有些吃多了。再赞下旅馆的早餐，能提供这么多的种类真的是太超值了。 

  

   维也纳必去的一站就是美泉宫(Schloss Shönbrun)，尤其是晴天。正好离住的地方很近，走过去就可以

了，这样 24h 天票稍后买还可以用到明天。走走转入 Shönbrun straße，发现前方多了些宣传板，人也剧

增，应该就到了。 

  

拍个外景。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亚洲面孔，听到了親切的中国口音，有这么多国人，回家的感觉出来了。 

正门入口处，守门人彬彬有礼：Guten Morgen. 我们也打声招呼。进了门瞬间震撼，如果说萨尔茨堡

是处处精致的小家碧玉，那维也纳就是不拘小节的大家闺秀。作为帝王夏宫的美泉宫，真的是太壮观了。 

  

      后花园。 

  

      更大的公园(Shönbrun Garden)。远眺山上的凯旋门。 

  



      这种美只有亲身去才会感受到。    

  

  

      登上山，可以俯瞰全城。 

  

     还有一个 250 多年历史的动物园，不过没有时间去看了。 

     正好朋友在北京认识了维也纳的一个女孩，非常乐意做我们的导游，出门在外多认识几个朋友还是很

值得的。我们在美泉宫门口汇合，向市中心出发。我们在 Karlsplatz 下车，她领我们参观了卡尔教堂

(Karlskirche)，附近有著名的金色大厅。然后进入中心，斯特凡大教堂(Stephanskirche)和以环保为主题的

Economy University。 

  



  

     维也纳环绕老城(alte Stadt)有一条林荫大道(Ringstrasse)，可以乘坐 1 路有轨电车游览游览环城街上

的所有重要景点,如城堡剧院、市政厅、议会、艺术史和自然史博物馆、霍夫堡(Hofburg)和国家歌剧院，乘

坐这条线路,还可以直接抵达百水屋和普拉特(Prater)。2 路有轨电车在环城街上驶经议会, 艺术史和自然史

博物馆, 霍夫堡, 国家歌剧院, 沿着城市公园, 穿过 MAK(工艺美术展览馆), 经过 Urania, 直到瑞典广场。

(以上信息摘自维也纳目的地导游手册 2012)。公交天票只要 5 块 7，还是很值得的。当然更值得坐的是马

车游览，估计感觉会大不一样。 

  

  

     总之维也纳的可去之处太多，几乎所有类型的景点都涵盖了：皇家宮殿(哈布斯堡家族巨大遗产)，博物

馆，自然，音乐，艺术收藏，美食，购物，动物园，阿尔卑斯山，多瑙河，各种哥特和巴洛克建筑，天才

莫扎特贝多芬马勒海顿施特劳斯。。提前做好功课还是有必要的。weiyena.info 有最新手册下载，几乎涵盖

了所有信息。最为壮观的要数作为夏宫的美泉宫，冬宫的霍夫堡和美景宫(Schloss Belvedere)了。当然还

有著名的金色大厅，艺术史博物馆和国家歌剧院。许多国际组织总部也在这，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过我

对多瑙运河没有太大感觉，可能没到精华之处吧。 



   

     民以食为天，温饱后也开始追求特色。维也纳的 Zaha Torte 糕点和咖啡比较出名，当然对国人来说还

有炸/烤猪排(spare ribs)，以及体验各种异域美食的纳旭集市(Naschmarkt)。极力推荐一家名叫 Centimeter 

VII 的餐馆，有很长的历史了，量大实惠，馆内桌椅音乐配上窗外射进来的缕缕阳光会让你体验到电影里

的感觉，服务员很热情，别忘了给小费～ 

  

女孩有事先离开了，我们继续上路，经过了 Universtät，回到市政厅(Rathaus)，终于从 Volksgarden

进入了真正的霍夫堡，伴着蓝天阳光和休闲拍照的游人，我们也放慢了脚步慢慢欣赏感受。霍夫堡景点比

较集中，不过我们途中没有发现茜茜公主(Sisi)博物馆。 



   

 

   

     晚上去河边的瑞典广场(Swedenplatz)，发现街边一个供路人饮用的小喷泉(美泉宫也有类似的)，尝了

下甘甜凉爽，我念念不忘以至于后来又特意接了一杯，当时有几个人不太放心问我喝完会不会 die。 

  

      又尝了这家的冰淇淋，有点太甜了。 



    

     经历了一天，我们都比较累了，我发现拍照已经让我的右眼产生了不少血丝，看来要训练用左眼对焦

了。粗看了下，这几天已经照了千多张了，16G 的卡还能照 400 多张，用 RAW 就爆了。时间宝贵也不能

太玩命，打道回府。 

     第二天吃完早饭还有些时间，我们又去 Stephansplatz，挑了几张明信片，印刷质量不敢恭维，权当留

念吧。 

     回来坐的是快车(IC)，每人 19 欧，网上提前订好打印出来就行了，到萨堡只要 3 小时。二等座 6 个人

一个小隔间，在国内也算小豪华吧。快到萨堡意外发现不少有雪的山，配上蓝天白云绿地小屋，随便拍一

张都可以当桌面了。 

 

     对我来说更爽的是从萨堡到慕尼黑，火车的窗户可以拉下，大利于拍照啊。行驶中拍摄也很赞，特别

是云已经成了烟的感觉。火车再快也赶不上快门速度，哈哈。 

  

     车上有美国一家四口，两个小孩吃得地上很多面包渣，少了许多欧洲人的沉稳风格。 

     慕尼黑的晴天稍微改善我们对其的破旧印象，不过更美的留给啤酒节吧。  

     转 4 趟车后半夜回到 Giessen，旅途宣告结束。 



     小总结下，这次奥地利更多的应该算是文化历史之旅：宫殿，城堡，教堂，博物馆，花园。当然不能

少的还有诱人的湖光山色和艺术气息。对于当地人来讲，应该是在用心守护先人的财富并将其发扬光大。

国内我没什么旅游经历，至少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人类与自然之间真正的和谐。(END) 

Tips: 

1. 奥地利境内推荐坐火车旅行，沿途风光美不胜收；短途用通票(EINFACH-RAUS-TICKET)28 欧可以 5

人同座，在http://fahrplan.oebb.at/bin/query.exe/dn 可查此票的火车timetable； 

2. 奥铁的售票机貌似只能买票，不能打印 timetable？不过萨尔茨堡到维也纳的时刻表可以在 DB 的售票机

上打印。 

3. 四月份天气变化很大，阴晴雨雪我们都遇上了，如有需要备好四季的衣服吧； 

4. 维也纳的德语是 Wien，英文是 Vienna；很多景点都有英文说明，在维也纳说英语就够了； 

5. 攻略仅作参考，主观色彩很浓。旅游信息推荐去官方网站(地名.info)查询。 

                By Zhigang Lu 

                 201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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