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读者： 

我诚挚地邀请您来了解我们的德累斯顿市！这座
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是曾经分裂的德国成功统一
的标志。欢迎您在历史建筑中体验著名的瓷器和
艺术藏品。享受充满活力的音乐和文化氛围、轻
松的饮食、餐厅和购物文化。惊讶于德累斯顿的
文化魅力与经济实力的完美融合。 
德累斯顿位于欧洲中心，在柏林和布拉格之间。
直接位于易北河河畔的这座城市风光迷人：草地、 
葡萄园和自行车道、蒸汽船、桥梁、塔楼、城堡
和公园 — 所有这些都是独特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它已经存在了 800 多年，而同时又还很年轻。 
约有 563,000 人在德累斯顿生活和工作，包括许
多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数千名科学家和大学生。德
累斯顿拥有德国最大的研究人员密度，并成功投
资了高科技产业。其特别优势在于：研究机构和
公司之间的良好网络联系以及跨学科国际合作。 

这座城市已经作为德中关系桥梁发展了几十年。
从传统角度而言，德累斯顿与中国在文化方面有
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与商业方面也是如此。 
与华东友好合作城市杭州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全球网络化的世界中，人们有着强大的共同利
益 — 在文化联系和交流、科学与经济合作以及
传统与高科技之间的生活平衡方面。 

我们德累斯顿再见！

Dirk Hilbert

德累斯顿 — 文化魅力与经济
实力交相辉映

市长 Dirk H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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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我一直想为我的城市做点好的

贡献。作为 "中国中心和杭州-德

累斯顿联络办公室",我在促进德

累斯顿和中国之间涉及经济&科

学&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姚豫杰教授
中国中心和杭州-德累斯顿联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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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累斯顿拥有众多的中餐馆。“Sonne” (太阳) 餐厅供应传统美食。 

2 电影项目的照片展示的是德累斯顿 (Vitzthum 文理中学) 和济南 

(济南实验学校) 的学生在德累斯顿的最后一个研讨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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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传统的联系 

德累斯顿与中国有着悠久的联系。在 17 和 18 世
纪，欧洲人对遥远的中国文化进入欧洲产生了极大
的钦佩之情。萨克森州选帝侯强力王奥古斯都在将
德累斯顿重新规划成巴洛克式居住城市时允许许多
来自中国的建筑风格元素流入。萨克森州的瓷器生
产也可以追溯到强力王奥古斯都：在他的敦促下, 
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研究了来自中国的这种 
“白金” — 德累斯顿成为了欧洲瓷器的摇篮。
如今，梅森瓷器 (Meissen) 已成为最高品质瓷器的
代名词。中国风格后来也影响了德累斯顿，特别是
城市景观方面：最著名的是皮尔尼茨城堡 (Pillnitzer 
Schloss) 和中国亭。今天，德累斯顿与中国之间仍
然存在着活跃的文化交流。萨克森国家管弦乐团和
德累斯顿爱乐乐团每年都会在中国巡回演出。作为
回报，中国国家马戏团会定期在易北河畔表演。自 
2009 年以来，杭州和德累斯顿成为友好合作城市。
定期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交流使这种伙伴关系充满
活力。经济和科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德
累斯顿。该地区拥有近 3000 人主要从事语言、书法
和气功方面的交流工作。中国烹饪艺术在德累斯顿
居民中也很受欢迎。

具有 500 年历史的德累斯顿圣十字合唱团会定期访问中国。2017 年，小十字团员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数千名观众面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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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科学主题的国际交流是德累斯顿网络的强项，

例如市长 Dirk Hilbert 与黑龙江省省长王文涛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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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德累斯顿： 
从 1843 年开始的经济渊源  

德累斯顿与中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萨克森商人 Richard von Carlowitz 在广州
成立的贸易公司 Carlowitz & Co. 一百多年来代表着德
国领先工业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今天，中国已成
为萨克森州经济最重要的外国市场。带着“萨克森制
造”质量印章的汽车和机械工程、轻质结构建筑、
汽车和电子产品以及环境、农业和食品行业的产品
都出口到中国。诸如英飞凌和格罗方德之类的集团
以及众多中型公司都在中国有分公司。作为回报，
中国的企业集团，例如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asic)、德昌电机和汇顶科技，以及诸如 CG Rail  
等德中公司都有在德累斯顿投资。德累斯顿的特
点是：靠近一流的研究机构，例如德累斯顿工业大
学以及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和亥姆霍兹研究所。德累斯顿中国联络处和德累斯
顿市经济促进局从一开始就为公司和投资者的个性
化需求提供专业建议。

抱着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研精

神的憧憬我们踏上了这片土地，

正是这样一个集历史、文化、教

育、经济、自然于一身的城市吸

引着我们最终留在了这里，也希

望有更多的中国同胞能够认识这

座美丽的城市。

德累斯顿，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这座历史悠久
洗净铅华的城市是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1 杭州国际友好城市市长峰会

2 CG Rail 在 Innotrans 2018 展会上展示了全球首款 CFRP 轻质火车 

CETROVO。从左至右：王军先生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裁)， 

Werner Hufenbach 工程学博士教授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史明德 

(时任中国驻德国大使），孙永才先生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总裁)， 

马云双先生 (中国中车四方总裁）

3 2017 年 7 月，wks 集团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asic) 合并 — 高峰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第 7 研究院院长，左)  

和 Petra Räuber（wks 集团董事总经理) 象征性地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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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北河畔著名的“卡纳莱托景观”(Canaletto-Blick) 
展现出以巴洛克和古典主义建筑为特征的德累斯顿
这座历史名城如画的全景。中间矗立的是举世闻名
的德累斯顿圣母教堂 (Frauenkirche)。重建时精确到
每一个小细节的历史名城德累斯顿如今闪耀着新的
光芒。巴洛克时期的宏伟城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艺
术藏品不断吸引着国际游客，50 多家博物馆展示
着各种独特的杰作。这些历史悠久的地点有许多都
变成了德累斯顿音乐节（欧洲最大的古典音乐节之
一）的有趣场所。森珀歌剧院 (Semperoper) 是德国
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剧院，也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之一 — 音乐史上的名人，例如理查德·瓦格纳和
卡尔·马利亚·冯·韦伯都曾在此演出过。如今，
享誉国际的萨克森国家管弦乐团、技艺精湛的德累
斯顿爱乐乐团和德累斯顿圣十字合唱团将这些音乐
传统推向世界。

世界级文化名城

几乎每年我都会与国家管弦乐团

一起作为萨克森州的文化大使应

邀访问中国数周。由此产生的紧

密联系和文化交流丰富了我们所

有人的生活。

Christian Thielemann
萨克森国家管弦乐团首席指挥

1 德国联邦军事历史博物馆承载着德国军队的文化和社会历史。 

该博物馆是德国最大且最现代化的历史博物馆之一。

2 森珀歌剧院 (Semperoper) 建于 1838 年至 1941 年，自 1985 年以来

再次成为萨克森州国家歌剧院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的演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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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皇冠门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宫 (Zwinger)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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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著名高校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中，每五名学生中就有一名来自国外。中国人历来都是最大的学生群体。  

2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轻质工程和聚合物技术研究所开发出了混合结构的批量生产工艺。  

3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轻质工程和聚合物技术研究所的旋转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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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没有哪个地方比德累斯顿的科学家多。
在欧洲，只有少数几座城市像这里一样在不断地
进行密集的跨学科研究。德国所有主要研究机构都
在德累斯顿开展生机勃勃的研究，众多的研究所其
中包括弗劳恩霍夫 (Fraunhofer) 研究所、马克斯·
普朗克 (Max-Planck) 研究所，亥姆霍兹 (Helmholtz) 
研究所和莱布尼兹 (Leibniz) 研究所。优秀的大学
和学院为不同国籍的学生提供最佳条件，其中包括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TU Dresden) 和德累斯顿国际
大学 (DIU)。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自 2012 年以来一
直是德国卓越大学联盟的成员，致力于为未来的重
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技术合作、众多交流计划以
及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的具有吸引力的资金，
为德累斯顿特别活跃的德中合作铺平了道路。中国
学生和科学家协会是一个交流联络点，为您在德累
斯顿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咨询。这座易北河名
城对国际学生和高素质专家的吸引力使当地的公司
大为受益。

优秀的教育和前沿研究  

德累斯顿拥有贯穿全国的科研关

系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思想交流活跃。在这里我感觉能

以个人以及华人群体一员的身份

尽我所能，无需争取获得认同。

饶芃
马克斯·普朗克复杂系统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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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elbots 公司孵化于德累斯顿

工业大学，是德国杰出的创业企

业之一。作为 Wandelbots 大家庭

的一员，我正在负责与中国客户

和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曾丽敏博士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参与者，例如格罗方德、英飞凌
和博世，在“萨克森硅谷”投资数十亿，将其工厂
扩展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生产厂之一。欧洲微电子
学的心脏在德累斯顿跳动。无论是机器人技术、智
能材料还是人工智能：这里的高科技公司正在决定
全球的发展方向。
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其还在德累
斯顿透明工厂的软件开发生产中心开发自己的机
动出行 IT 解决方案。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顶尖科
学家们在德国 5G 实验室中研究人与机器如何在现
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实时交互。德累斯顿的初创
公司 Wandelbots 开发出了通过简单的学习软件来
指导工业机器人工作流程的技术 — 这是一场全球
生产革命。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 5G 实验室也关注
着数据的未来和速度：一个国际团队与行业合作伙
伴合作，进一步开发 5G 移动通信标准，作为物联
网的基础。 

欧洲智能制造中心

2 沃达丰 (Vodafone) 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专家们一起研发，

使工业机器人 Pepper 能够与人即时互动。Pepper 对手势的反

应与人类神经系统一样快。

1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Fraunhofer IWU) 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

能够确保工业环境中安全的人机合作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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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人机互动触觉互联网中心 (CeTI) 正在致力于改善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例如通过智能服装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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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德累斯顿老城的世界最大瓷壁画“王侯队列” 

(Fürstenzug) 前面的纯电动大众汽车 ID.3

2 演示而不是对机器人进行编程 — 与 Wandelbots  

公司的 TracePen 在一起 

3 在德累斯顿的中德公司 Joynext 的中央研发基地 

产生了众多信息娱乐和互联领域的创新产品。 

一位德累斯顿的工程师在此进行电磁兼容性测试。

4 ID.3 是在位于德累斯顿的大众汽车透明工厂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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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技术将决定未来的机动出行？德累斯顿的工程
师们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随着汽车行业日益增
长的数字化和联网化，英飞凌技术或 First Sensor AG 
等公司正在极大地扩展自己的相关能力。他们为汽
车电子中要求越来越高的系统提供芯片和传感器。
专家们继续开发新技术，例如燃料电池，以使我们
的交通系统在生态方面更具可持续性。他们在整个
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专家们还在开发氢技术，氢将
成为未来电动汽车的轻质能源载体。大众汽车将
其在德累斯顿的生产基地扩展成未来交通中心。
大众纯电动汽车系列的 ID.3 在市中心的透明工厂
完成生产。

革命性的机动出行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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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资源节约型建筑、高能效
机动出行和环保能源供应方面的新技术：德累斯顿
的机器和系统制造商以及可持续发展专家为与自然
和环境和谐相处的产业发展插上了起飞的翅膀。 
DAS Environmental Experts 公司的环境专家将他们用
于德累斯顿的现代废气和废水处理技术推向全世界。 
作为中国中车股份公司的合作伙伴，德中合资公司 
CG Rail 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碳纤维密集型轻质结
构列车。CG Rail 的碳纤维增强塑料转向架机框架获
得了欧洲创新奖“ERCI Innovation Award 2020”。 
德累斯顿拥有德国最大的轻质结构建筑集群和约 
2,000 名材料研究专家，是全球领先的新材料生产基
地之一。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领导的一个联盟正在演
示如何用碳纤维来增强混凝土，这种方式比常规钢
更节能。德累斯顿的绿色科技是可持续增长的保证  
— 受到全球的欢迎。 

通过绿色创新行动实现进步
和可持续发展

1

1 碳纤维建筑的总面积为 220 平方米，也打算用作大学的活动场地。 

2 CETROVO 是世界上首款几乎完全由 CFRP 组件组成的轻质地铁列

车的名称。新的轻质结构理念使重量减轻了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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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累斯顿，不仅公司的工作环

境让人舒心，而且有许多可以一

起发现这座城市自然与文化非凡

多样性的朋友。我在这里感觉很

开心！

水处理工艺工程师
戴思 DAS Environmental Expert GmbH

4

3

3 碳纤维被编织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轻质工程和聚合物技术研究所大

厅的高速径向编织系统上，例如其将用于飞机尖端。 

4 DAS Environmental Expert 公司的废气净化系统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得到广泛安装。 

15



1 德累斯顿海勒劳 (Dresden-Hellerau) 的德国工厂 (die Deutschen Werkstätten)  

正在扩建豪华游艇、别墅和会议室。结合使用最上乘的材料、高科技和工艺。

2 和这里的朗格手表 (A. Lange & Söhne) 一样，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格拉苏蒂  

(Glashütte) 的钟表厂，仍然在用手工制作掐丝细工奢华手表。 

3 梅森瓷器 (Meissen) 由熟练的工匠精心制造和绘制而成。

4 传统上，圣诞节期间会食用著名的德累斯顿史多伦蛋糕  

(Christstollen，一种带有葡萄干和香料的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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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入职位于海勤劳的 

Deutschen Werkstätten (德国工厂) 

公司，我们得以在这个城市安

家立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给

与我们极大的幸福感。这座城

市的魅力，更在于其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文化，以及艺术和音

乐氛围的完美结合。这是一座让

人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陈功
Deutsche Werkstätten 中国负责人，Dresden-Hellerau

2

3

4

它们代表着精湛的技艺、传统的手工工艺，最重要
的是代表着最高的品质：该地区的各种品牌产品在
世界各地享有特别的声誉，例如著名的梅森瓷器、 
朗格和格拉苏蒂原创的豪华手表或海勒劳德国工厂
的豪华内饰。克鲁什内山脉矿区的雕刻艺术也使
得传统文化在德累斯顿周边地区根深蒂固。德累
斯顿手工艺品一次又一次地重塑了自己，成为今
天的样子：萨克森州德国工艺和奢侈品大使。德累
斯顿也提供最优质的烹饪产品。德国最著名的啤酒
厂的瑞德伯格 (Radeberger) 啤酒或德累斯顿史多伦
蛋糕 (Christstollen) 等美味佳肴是具有独特魅力和
国际知名度的真正优质产品。沿着通往德累斯顿易
北河谷的萨克森葡萄酒之路，大大小小的酒庄在风
景如画的环境中拿出他们的美酒供您品尝。 

德国制造 — 德累斯顿的高
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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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年夏天，德国最大的露天电影节“易北河岸的电影之

夜”(Filmnächte am Elbufer) 就会在德累斯顿老城区正对面的

国王河畔 (Königsufer) 开幕。

2 堡垒是易北河砂岩山脉 (Elbsandsteingebirge) 的热门目的地，

即所谓的萨克森瑞士风。

3 矿区田园牧歌般的风光、独特的河谷和风景如画的村庄起源于 

800 多年前的采矿史，可以轻松地骑自行车对此进行探索。

在萨克森州的葡萄园漫步之路 (Weinwander weg) 

上，享受和体育活动结合在一起：圆满远足后， 

您可以在小酒馆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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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拥有五十万人口，是德国的大都市之一，
同时也是欧洲最环保的城市之一。易北河像一条蓝
绿色的丝带，贯穿城市约 30 公里。沿着通往德累
斯顿易北河谷的萨克森葡萄酒之路，大大小小的酒
庄在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拿出他们的美酒供您品尝。 
德累斯顿人热爱绿色城市，人们喜欢到大花园 
(Großer Garten) 或皮尔尼茨城堡花园 (Pillnitz) 等华丽
体面的公园放松身心。萨克森瑞士风格的迷人岩石
景观以及拉德博伊尔区 (Radebeul) 和梅森 (Meissen) 
周围的田园诗般的萨克森艾尔布兰德 (Elbland) 美
景都是自然景观方面的佼佼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克鲁什内山脉矿区 (Montan region  
Erzgebirge) 也距离德累斯顿不远。有家庭的人士尤其
喜欢德累斯顿贴近大自然的生活。各公司注重家庭 
关系、现代化的日托中心、对儿童友善的基础设施、 
大量的游乐场和休闲场所以及一流的医疗保健和对
所有人的支持都是这座城市的加分项。

独特的生活感觉

德累斯顿 (Dresden) 是艺术创作

的理想之地，这里就像一个大公

园，可以漫无目的散步；没有那

么多焦虑也没有太多压力，这里

的生活是舒适和暇意的。

艺术家-傅饒&陶宜妮
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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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来德累斯顿的第六个年头。我很喜欢这个易北河
畔安静美丽的城市。我在德国精英大学学习和工作，这里
环境舒适，实验设备完善，同事们也非常友好。我的工作
是设计出更环保节能的高强度材料，为更好的生活环境贡
献自己的力量。

刘远葸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轻量化研究所

作为一名文化管理人，我通过意义深远的文化项目与德累
斯顿这个城市结缘，并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他们热爱
自己的文化，同时对其它国家的文化也深感兴趣。无论是
德累斯顿的音乐家和戏剧演员在中国的演出，还是德累斯
顿和济南青少年的电影工作坊项目，都令人难忘。

王蕾
中德文化项目公司

我是孙嘉，是一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在德累斯顿的
semperoperballett 已经工作八年了。我们有大约来自17
个不同国家的舞者们，都是一些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
杰出艺术家。德累斯顿是一个学习和工作最佳的地方，
他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住着友善，思想开放
的居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被艺
术所包围。人们会被它独特的魅力和气息所吸引。

孙嘉
芭蕾舞演员，德累斯顿歌剧院芭蕾舞团

很好的生活和工作：  
德累斯顿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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