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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由于这部电影，年轻的罗密·施耐德出了名。她刻画过，其实
到今天还在刻画着茜茜的形象，一位年轻，不驯服的“茜茜”，只是
这和事实上的人物皇后伊莉莎白只有那么一些相吻合。
现在让我们来接近历史上的伊莉莎白：
37在巴伐利亚的青年时代

茜茜博物馆
1854年四月，为了和表哥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结婚，这位还差一点才
满16岁的巴伐利亚公爵公主来到了维也纳。在婚礼之后，她迁居入住
霍夫堡，走进了维也纳宫廷的帝国世界中。
请您进入茜茜博物馆 – 在后面的六个房间体会“茜茜- 传说与真实”
请允许我们提醒您，从这里开始不允许拍照。

183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伊莉莎白出生在慕尼黑。她的父亲是巴伐利亚
的马克西米里安公爵，母亲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女儿路德维卡。茜茜
- 正如家里人这样称呼伊莉莎白 - 在很多方面都像她父亲 - 这个大众化
的公爵喜爱自然界，是一位骑士迷和旅行家。茜茜和她的七位兄弟姐
妹在慕尼黑和斯坦贝尔格湖边的琶圣霍芬宫里自由和无拘无束的长
大，远离宫廷礼仪，典礼仪式和宫廷约束。对她小两岁的弟弟，卡
尔·特沃多，家里人叫他“嘎格尔”，伊莉莎白一生都有着一种特别
紧密的关系。在左边的陈列柜里您看到一幅水粉画，画上是他们兄弟
姐妹。伊莉莎白在画上穿的小衣服，作为遗物，您可以在这间房间里
看到。

31死亡

38在伊舍尔的订婚典礼

1898年九月十日这条消息震惊了整个欧洲：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被刺
杀了！

1853年夏，茜茜陪伴着她母亲和姐姐海伦 - 也被称着蕾蕾 - 去伊舍
尔。她们去参加庆祝她的表哥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23岁生日。

伊莉莎白悲惨的死是一个非同寻常人物动荡，不幸和常常被误解的一
生的终结。这样的死为传奇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伊莉莎白在世
时打破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为传奇的产生推波助澜。那么这个茜茜传奇
是如何产生的呢？怎么可能让一个天真，自然，美丽的少女变成了一
位失望，无休止寻觅的，渴望死亡来到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探寻皇后
这个人物吧。

其实这次旅行真正的原因是婚礼计划。这是由双方的母亲，她们是亲
姐妹，来撮合的。弗兰茨·约瑟夫一见钟情，爱上了十五岁的茜茜。

32传奇的产生
在您前后两边的面板上是报纸摘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
记者是如何看待伊莉莎白的。那些充斥头版的文章清楚的告诉我们，
伊莉莎白在她活着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备受各方喜爱，欢呼的美丽
皇后。事实是，报道伊莉莎白的新闻非常少。因为她很早就逃避作为
皇后应该起到的公共角色的责任，在后来几年她很少在维也纳。因为
在帝国内部对报纸有很严厉的新闻检查，所以要公开批评皇后几乎是
不可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位“
年长的好皇帝”深入老百姓的人心，赢得所有人的爱戴。这点在皇后
去世之后的报纸报道上也看得出来，大部分是同情皇帝的，他必须又
再一次需要经受得起命运的打击。而只是在她悲惨的死亡之后，伊莉
莎白才被描绘成一个受人尊敬，自我牺牲的好皇后。其实，也就给我
们了一个错误的画面。

在八月十九日举行了喜庆的订婚典礼。茜茜一言不发，她被人们所有
的注意的目光吓得不知所措 - 弗兰茨·约瑟夫兴高采烈。他的母亲，
女大公爵索菲很理解被吓坏了的茜茜。此外，她其实完全不是像外界
常常说道的那样反对他儿子的选择，而是很高兴看到他是如此幸福。

在订婚典礼结束后，茜茜回到了巴伐利亚，开始了婚礼的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茜茜还必须准备以后她作为奥地利皇后的角色 - 茜茜感到
不舒服，她对维也纳宫廷的恐惧与日俱增。她感觉到，在伊舍尔为背
景的订婚典礼之后她步入了世界历史舞台，为此必须放弃她个人的自
由。
伊莉莎白的衣物保留至今的很少。其中有所谓的闹婚之夜晚礼服。您
可以看到一件复制品。原件保存在艺术历史博物馆，但是由于保管方
面的原因不能够做展示了。估计伊莉莎白在前往维也纳之前，曾经穿
上这件不同寻常的衣服参加告别晚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件衣服的
披风上有中东韵味的装饰，除了一个的苏丹标志外，还用阿拉伯语绣
了一行字，翻译过来就是：“哦，我的主人啊如此美丽的一场梦”。
40婚礼

伊莉莎白在世的时候，人们很少对这位深居简出“很少见”的皇后感
兴趣 - 而在她去世之后，人们认识到了把她市场化的可能性，她是一
位美丽和不幸的皇后，悲惨地死于非命。很快无数纪念像，纪念硬币
和其他的纪念皇后的物品流传开来。

对伊莉莎白来讲，伴随着1854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婚礼，她的生命开始
了新的阶段。典礼般的庆祝活动，陌生人的目光和巨大的期待使她力
不从心。当她作为皇后第一次接见客人时，因为精疲力尽，眼泪夺眶
而出，她离开了大厅。

34纪念像

伊莉莎白在一开始时试图满足人们对她给予的期望。皇帝夫妇生了四
个孩子。大女儿索菲两岁时夭折。伊莉莎白感到绝望，但是她必须压
抑自己的感情，因为那些重要的义务优先于个人的感受。

35克罗茨塑像
萨尔茨堡简单的站立塑像激发了维也纳雕塑家海尔曼·克罗茨的灵
感。他要让他的蓝本展现更丰富的动感时刻。这尊“无比尊严 – 缓
行者”做成真人大小和小雕像。他的诠释得到广泛认可。一个小雕像
的复制件甚至装饰着美泉宫皇帝办公室。
这里展示的真人大小雕像是皇后的女婿弗兰茨·萨尔瓦多大公爵送给
共和国的礼物。
36电影里的伊莉莎白
直到电影题材的问世才使得伊莉莎白成为全世界有名的受人尊敬的“
茜茜”。对此，贡献最大的要数50年代杨斯特·马列西卡拍的茜茜三

49中心

皇后为其自身利益越来越有意识地使用她的美貌所赋予的权利。对现
实政治她不太感兴趣。她只有唯一的一次搀和到她丈夫的政府事务中
来。那是为了匈牙利。

在1889年她唯一的儿子鲁道夫自杀之后，伊莉莎白越发孤苦伶仃，她
深居简出，不愿见人，无法接近，只穿着黑色衣服。

伊莉莎白对奔放骄傲的匈牙利民族很有好感。在1849年革命被镇压以
来，匈牙利被专制统治。她是一位匈牙利利益热心的代言人，与匈牙
利代表的上层有密切联系。毫无疑问，弗兰茨·约瑟夫最终签字同意
合并，承认匈牙利历史上的权利，成立奥匈帝国，都在很大程度上有
伊莉莎白的贡献。1867年，最终在布达佩斯马加斯教堂举行了加冕的
庆祝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伊莉莎白也加冕成为匈牙利王后。
44匈牙利加冕时的服装
在伊莉莎白作为匈牙利王后的画像前，您看到第二套衣服。这是匈牙
利加冕服的复制品。这套衣服是在巴黎的沃特服装店剪裁的。当伊莉
莎白穿上这套优美的白-银-锦缎衣服，配上黑-蓝丝绒紧身衣和珍珠紧
身带，展示给皇帝观赏时，他是如此的欣喜若狂，在她的额头上亲
吻。
当弗兰茨·约瑟夫和伊莉莎白，在加冕仪式之后，从马加斯教堂走出
来时，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高呼“诶跟”。伊莉莎白尽可能快的离开
了，为的是要换掉沉重的袍子，穿上一套简单的薄纱礼服。
在衣服傍边柜子里您看到匈牙利加冕首饰的复制品，原件如今已不复
存在。

50扇子和吊唁装饰展示柜
扇子，纱巾和太阳扇很早就已经一直陪伴皇后，用以遮挡好奇者的目
光。伊莉莎白厌恶被人目不转睛的盯着看。十五岁的她写到：“也许
以后我一直要围着披巾出去，好让就是在我跟前的人也看不到我的
脸。”
皇后带用黑色玻璃珠和黑玉做成的葬礼装饰来配她的丧服。这在当时
很典型，不用昂贵宝石来加工，以使用材料的简单来衬托出自己哀伤
的心情。
51避难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莉莎白学会了在宫廷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开
始过上了一种与她自己的想象相吻合的生活。她现在只做那些自己想
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拒绝皇后的角色。弗兰茨·约瑟夫和伊莉莎白
开始形同陌路。伊莉莎白感觉到自己被漫无边际的大海像磁铁般吸
引，幻想着成为一只自由翱翔的海鸥：
“我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海鸥。。。。。。”

伊莉莎白总是很不情愿地履行作为皇后的义务。接见对她来讲感觉不
舒服，宫廷礼仪令人厌烦，她厌恶古板的等级结构和维也纳宫廷的阴
谋诡计。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伊莉莎白踏上漫漫旅程，寻找避难地，在那
里，她可以自由生活。属于这些地方的有布达佩斯郊外的匈牙利咯德
勒宫，维也纳莱因茨动物园里的海尔默别墅以及希腊科夫岛上阿茨隆
别墅。这是座用希腊神话中她最喜爱的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富丽堂皇的
别墅，带有庞贝风格，皇后花了很多心血，用贵重的古希腊艺术品装
饰而成。在建成之后，越来越不安份的皇后对它去失去了兴趣，拿出
来出售。可是，是在她去世之后才卖了出去。

46骑马

52 泰安尼娅

皇后为了逃避维也纳宫廷，转而去运动，美容和旅行。从她的幼年时
代，伊莉莎白最大爱好之一就是骑马。从她父亲那里她就学会了骑
术。现在，皇后练习得异常艰苦，把自己描绘成欧洲最好最勇敢的女
骑手。她的极速骑马常常到达可能的极限 - 我们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伊
莉莎白的个性，她有意识的寻求她的极限 - 此外在最高体育成绩方
面，她也有意识的让自己进入危险状况。

伊莉莎白从青年时代就写诗，现在越来越多的逃避到幻想的诗歌中。
她喜爱荷马史诗，在她的偶像海因内西·海涅的启示下，她写了大量
诗歌，这些诗歌反映了她的失望，她的忧郁和她的渴望，但是也反映
出对人的蔑视和日益增长的孤立。她开始把自己和莎士比亚笔下仲夏
夜之梦里的仙女女王泰坦尼娅等同起来 - 为了让他深爱的女人开心，
弗兰茨·约瑟夫甚至把仲夏夜之梦里的情景让人画在维也纳莱因茨动
物园里的海尔默别墅她的卧室里。这个别墅，皇后把它称着“泰坦尼
娅魔宫”。

45接见

39闹婚之夜晚礼服

33圣像

人们在伊莉莎白去世后树立了很多纪念碑。1901和1902年，还在维
也纳市之前，布达佩斯举行了两届伊莉莎白纪念像的竞赛。这一举动
和在萨尔茨堡的类似活动导致在维也纳也成立了纪念像委员会。为找
到合适的地方，在发生很多不同意见争论之后，皇帝决定将皇后的纪
念像建在大众花园里。为了使塑像广受欢迎，产生了两种基本式样。
一种强调个人的品质，就用发夹代替了真正的皇冠，而另一种则采用
了宗教题材。

43匈牙利女王

41纳布
在墙上您看到一幅乔治·纳布作的画，画面上是皇后1879年为了纪念
银婚庆祝活动戴上了著名的红宝石首饰。这件红宝石首饰今天不再属
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家首饰。在画旁边的石柱上您看到这件著名首饰
的复制品。
42云特哈特
年轻的皇后越来越多的受失眠的折磨，没有食欲并不断地咳嗽。为了
避免患上肺病，遵照医嘱，她被送到了马德拉岛。第一次茜茜又自由
了，没有了各种的义务，享受远离宫廷约束的生活。
当离开两年之后又回到维也纳宫廷，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妩
媚但却羞涩忧郁的小姑娘成为了自信和骄傲的大美人。在这段时间也
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肖像画，画家是弗兰茨·科萨维·云特哈特。最著
名的无疑是各位面前的这幅，1865年伊莉莎白身着晚会礼服 - 所谓的
群星服 - 以及头发上展现的著名钻石星。伊莉莎白拥有一套钻石星，
共27颗，后来由她的孙女，鲁道夫的女儿，女大公爵伊莉莎白继承
了。在玻璃柱里面您看到这个钻石星的复制品。

47美貌
伊莉莎白属于她那个时代最美的女人之一，对此，她自己也十分清楚
和自信。她的美容护理占据了她一天大部分时间。伊莉莎白尤其是对
自己浓密的，几乎拖到地面的头发感到自豪。每天她花2-3个小时梳
理它们。对此，在皇后原装的卫生间和洗澡间您会听到更多这方面的
信息。
为了保持她被许多人赞赏的美丽，伊莉莎白试验了数不清的美容处
方，在您的面前，您看到她的几张处方原件。伊莉莎白也坚信罕见的
方法，例如生的小牛肉，她将它们铺开在皮面膜上，然后整夜带着。
直到今天还行之有效的处方，如：草莓面具或者玫瑰花瓣润肤膏。和
那些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不同，伊莉莎白拒绝浓妆艳抹和刺鼻的香水。
她只给她华丽的头发喷上一点点香气。
伊莉莎白特别注意她纤细的身材。她身高1米72，体重在45和47公斤
之间。她的腰围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51厘米。除此之外，为了保持体
重，伊莉莎白还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对此，磅秤起着一个决定
性的作用：伊莉莎白每天称体重，随着年龄增加，越发过度的减肥。
除去斋戒日，在有些日子里，她只喝牛奶，或者只吃一只橘子，或者
只喝一碗肉汤。
人们传说她喝生牛肉汁，这是不对的 - 生的小牛肉先是用压榨机压
烂，撒上调味料，然后去煮熟，给伊莉莎白吃。同样，还有人传说伊
莉莎白为了苗条总是饿肚子。各家甜品店的账单显示，伊莉莎白尤其
喜欢吃零食，小糕点和冰冻的食物。
48健康
皇后看重自己的身体，喜欢运动。她同时也时刻接受医生的照料。她
知道，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面庞也需要一副整洁的牙齿。她的私人牙
科医生的牙医用具和与她的密友费冷茨伯爵的通信可以证明，她定期
看牙医。

53旅行
“只是不要在一个地方坐的太久”。。。伊莉莎白写道。
伊莉莎白旅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 离开维也纳越远她就感觉得越舒
坦。以她受损伤的健康作为托词，皇后踏上了一次次的旅程，想要去
认识别的国家，了解陌生的文化。她特别喜欢坐海船到大风大浪中去
旅行，这样她感到离那些自然要素特别近。在她游艇的顶部有一个玻
璃小亭子，从这里她可以欣赏到整个海景。在这里，当大海咆哮不止
时，全体海员都在为她的生命担心，她却让人把她绑在一张椅子上，
说：“我这样做就像欧德莎，因为海浪吸引着我。”
54旅行药箱
这个63件套的皇后旅行行李中的手提药箱包含了除很多创口贴，医用
纱布，药膏和小瓶子外，还有一样对我们这个时代很有趣的可卡因注
射器。那个时候，毒品在医学上和现在使用得不一样。因为人们知道
可卡因有解除痉挛和活跃情绪的作用，所以当来月经和在更年期时会
进行静脉注射。
55宫廷沙龙车厢
伊莉莎白在航海旅行时的装备是如此的简单，而专门为她打造的宫廷
沙龙车厢却是装修得极尽奢侈。她乘坐这个车厢游遍了全欧。请您从
这个宫廷沙龙车厢的起居室的复制品走过。原件您可以在维也纳技术
博物馆里参观到。
56旅行目的地
“之所以这些旅行目的地值得一去，是因为旅行经过这些地方。如果
我到达随便一个地方，便知道，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地方，那么即便
是让我逗留在天堂也是地狱”，伊莉莎白写道。

她的不安分与日俱增，家人和密友都为忧郁的皇后越发感到不
安。1897年她的女儿玛丽·瓦乐丽在她的日记本里写道：“很遗憾，
妈妈越来越只想一个人独处。。。。。。只谈论那些令人忧伤的事
情”
在1898年五月：“。。。。。。那种深深的忧伤，以前妈妈还只是间
或出现的，现在再也不会离开她了。今天妈妈又说，她常常渴望死
亡。。。。。。”
57刺杀和葬礼
1898年九月伊莉莎白在梦特洛附近的特里特进行几周的疗养。 九月
九日这天，她和宫女伊尔玛·斯塔莱去普勒尼郊游，访问男爵罗特希
尔德。晚间伊莉莎白坐车前往日内瓦，在那里过夜，以便第二天返回
梦特洛。因为伊莉莎白是私人旅行，她便使用霍恩恩贝斯伯爵夫人的
名字，这也是她的一个头衔，入住贝尔内瓦热酒店。有人泄露了这个
秘密，第二天一份日内瓦的报纸报道了奥地利皇后入住贝尔内瓦热酒
店。这个消息，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基·路切尼也读到
了。他来日内瓦是准备刺杀奥尔良的王子。王子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旅
行路线，并没有来到日内瓦。但是这点丝毫没有影响到路切尼 - 他通
过这个偶然的机会已经选好了一个更加有名的牺牲者。
九月十日早晨，伊莉莎白还去买了东西，然后造访了她最喜欢的甜品
店。中午时分，她准备乘船返回梦特洛。在去船码头的路上，路切尼
盯上了她。他突然对着皇后冲过去，把一把锉刀插入了她的胸膛。皇
后倒了下去，然后又站了起来，为了不要误船。她还以为只是被人撞
到了，想快点上船去。之后不久她昏了过去，在打开她的紧身胸衣
时，人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刀刺伤口。游船立即返航，人们把身负重
伤的皇后送回到酒店，在那里，不久她离开了人世。
当弗兰茨·约瑟夫得到这个消息时，他说了如下的话：
“您不知道，我有多么地爱这个女人”

皇帝居室

62工作厅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皇帝很有责任感。他认
为，他的任务不是单单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接见，而是他终生是一个
有五千六百万人口的帝国的第一公务员。他把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
了他的办公间，用以阅读那些需要他签署的文件。他每天早晨五点就
开始工作，在公共晚宴，接见或者舞会之后，深夜才结束工作。
弗兰茨·约瑟夫也是一个情系家庭的人。他的周围有很多皇后的画片
以及纪念物和他孩子和孙子们送给他的小礼物。在写字桌的后面和左
边的墙上您看到伊莉莎白的肖像画，这些画是由画家弗兰茨·科萨维
尔·云特哈特绘制的，画面上皇后绣发披肩，弗兰茨·约瑟夫把他的
爱妻称作“天使茜茜”，这幅画是他最喜爱的一幅肖像画。
后面打开着的用墙纸裱糊的小门通向欧根·科特尔的房间，他是皇帝
贴身侍者，他负责安排好弗兰茨·约瑟夫个人生活起居，随时为皇帝
服务，为皇帝安排早餐，并把点心送到他办公桌傍。
63卧室
当皇帝夫妻搬入各自卧室的时候，人们把这个房间布置成了皇帝的卧
室。弗兰茨·约瑟夫就睡在这张简单的铁床上。这反映出皇帝简朴的
生活方式。弗兰茨·约瑟夫在天破晓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大
部分是在早上三点半钟，只有在大型庆祝活动之后他才赏赐给自己多
睡一个钟头。皇帝以前是在一种橡胶浴缸里面由一位“洗澡侍者”给
他洗澡，这个浴缸得每天在卧室里搭建起来。在床前您看到这个简单
的梳洗台，这是皇帝每天梳洗的地方。由此您可以看出，弗兰茨·约
瑟夫不仅在私人房间愿意简单的陈设，而且把任何一种奢侈当做多余
加以拒绝。皇帝在穿好衣服之后，对着小祷告台，您在床的右边可以
看到，跪下开始早祈祷。哈布斯堡家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虔诚和相
信上帝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他们把他们的统治理解成“是上帝的恩
赐”。接下来，皇帝在工作厅用早餐。
64大沙龙厅

从这里您进入到历史性的皇帝夫妇居室 - 首先来到的是弗兰茨·约瑟
夫皇帝的房间，紧接着他的房间是伊莉莎白私人的居室。

房间的布置和所有的皇帝居室一样，大部分都要追溯到18世纪，只有
那些家具是弗兰茨·约瑟夫那个时代的。和霍夫堡皇宫所有房间一
样，大沙龙厅也是用陶器暖炉来取暖的。最早的时候，为了不让大厅
被炉灰弄脏，皇家宫廷暖炉师在大厅后面的走廊里用木材往炉子里加
火。1824年开始安装了麦森教授空气暖气系统，这样一来，通过铺设
的管道向所有房间的暖炉提供热空气。

59等待接见厅

65小沙龙厅/ 墨西哥皇帝马克希米利安纪念厅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选择了帝国办公厅侧翼作为他的居室。在这里除
了办公房间还有他的私人住房。直到1916年去世，他都在使用这些房
间。

这个厅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是供男士们使用的吸烟室，因为那时他
们不便在女士面前吸烟。今天，人们把这个厅作为弗兰茨·约瑟夫的
弟弟，墨西哥皇帝马克希米利安纪念厅。在右边的墙上您看到他的肖
像画。1864年，墨西哥政治形势异常险恶，马克希米利安在他雄心勃
勃的妻子夏洛特·冯·比利时的催逼下戴上了墨西哥皇帝的皇冠，和
他妻子一起去到了墨西哥。左边的墙上您可以看到她的肖像画。不
久，法国背信弃义收回了许下的支持承诺，这样，无异就是把马克希
米利安供了出去，他被本尼托·尤拉茨为首的革命者抓获，於1867年
被枪杀。

58卫兵室

皇帝每周有两次接见。时间表刊登在维也纳日报上。当人们得到一个
约见日期之后，就可以经过华丽的皇帝台阶进入到这个等待大厅，等
待允许进入接见厅。大厅的墙上装饰着三幅宏大的油画，它们都是
1832年约翰·彼得·克拉夫特的作品，讲述了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
祖父弗兰茨二世/一世在世时发生的事件。
60接见厅
皇帝站着在这里接见来访者，然后发表讲话。在讲台上有一张接见
表，上面罗列着来访者的先后次序以及来请求接见的理由。在此，人
们可以向皇帝作自我介绍，感谢他的一项嘉奖，为自己或者亲属请求
赦免，或者讲述一些私人事情。皇帝一个上午要接见近百人，因此，
接见一般只有几分钟，当皇帝对您微微点头就意味着接见结束了。

大理石的半身塑像以及后面壁柜右边的荣誉佩剑都是为了纪念拉德斯
基陆军元帅，他是帝国最著名的军事家。老约翰·施特劳斯一曲以他
名字命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使这位陆军元帅得到永生。
油画展示了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战争场面。弗兰茨·约瑟夫在他年轻
时期对资产阶级革命毫不手软的加以镇压，因而在他的帝国并不太受
人欢迎。但是，伴随着他长时间的执政，他获得了人民的爱戴，成为
受到各方尊敬和喜爱的皇帝。
透过背景上打开着的门您可以看到所谓皇帝衣柜，在弗兰茨·约瑟夫
的年代，那里就是他的衣柜和抽屉柜，里面存放着皇帝的衣物。弗兰
茨·约瑟夫几乎只穿制服。他只有在私人旅行时才着便装。他在打猎
时穿皮裤，配绿色西背，着登山鞋，戴斯太尔人帽子。

68洗手间
从盥洗间出来您可以像当年伊莉莎白一样进入到皇后的卫生间。在走
廊上往右手边，您可以看一眼皇后的洗手间。这个用画有图案的瓷器
做成的抽水马桶是个海豚形状，傍边是个小洗手盆。
69洗澡间
1876年，伊莉莎白作为皇室第一个成员，让人在盥洗间的后面按照今
天的标准安装了一个自己的洗澡间。洗澡间的墙壁用带花的裱糊布装
饰，镜子的边框描上了花加以点缀。左边，皇后的洗澡盆到今天还在
这里，它是用镀锌的铜皮做成，可惜配套的水龙头和其它的部件都没
有保留下来。皇后在这里入浴 - 常常是用蒸汽或者油，为了帮助血液
循环她也洗冷水澡。皇后洗头也是在这里。她有一种专门为她用蛋黄
和法国白兰地调制而成的洗发液。整个洗发的过程需要花费一整天的
时间。这种历史性的漆布地面也是特别有趣的，一种当时很时髦的新
发明。穿过这道门您就来到了这两间所谓的“贝尔格厅”。这里也许
以前是皇后更衣的地方。
70贝尔格厅
“贝尔格厅”是用画家约翰·贝尔格的名字命名的。1766年，他把这
两个房间妆点成这样。整面墙上都被画满了茂密的植物和动物，人们
好似来到了一个幻想的异国情调的世界。您在这儿呆上几分钟吧，您
会发现那些丰富的细节，小鸟，蝴蝶，热带的水果，它们让这个梦幻
般的风景分外生动起来。
从这里您会进入到皇后的小沙龙厅。在您往右转离开这里之前，不妨
先看一眼您的左边，皇后的大沙龙厅 - 第71号房间。
71皇后的大沙龙厅
伊莉莎白把这个厅主要用作接见客人。在大厅角上，您看到一座雕
像，这是穆斯，波利希穆尼亚，雕刻家是安东尼奥·卡洛瓦。这是
1816年伦巴都威尼斯王国送到维也纳，呈献给弗兰茨二世/ 一世的礼
物。
您看到一张铺好的早餐桌，这让人们想起在这里有时候皇帝夫妻一起
共进早餐，就像呈现在您面前同时代的展示一样。
72皇后的小沙龙厅

75红色沙龙厅
这个厅最后被用作是卡尔一世皇帝的接见大厅，大厅是用珍贵的巴黎
哥白琳双面挂毯装饰的，这些挂毯编织於1772 - 1776年间。圆形雕饰
里面的小画像是弗朗索瓦·布热的画。家具，屏风和暖炉护热板也都
是用哥白琳面料做的装饰。所有这些全部都是法国国王路易16送给他
的小舅子约瑟夫二世皇帝的礼物。
76餐厅
在这个厅您看到一个宴会的装饰布置，这是在弗兰茨·约瑟夫的时
代，小范围的家庭晚宴最高级别的布置了。大型宴会只在官邸的大节
日大厅举行。这个宴会布置是按照“最高级别宫廷宴会”的规格来安
排的。即便是在最紧密的家庭成员的范围举行的晚宴，也是遵循一套
严格的礼仪。宴会布置得总是充满节日气氛，中间摆放着镀金宴会装
饰，上面有鲜花，水果和甜品。在银质底盘上是折叠得很有艺术性的
锦缎餐巾。餐桌上只准备一道菜的刀叉，汤和甜品用陶瓷盘，其它的
各道菜都用银器器皿，宴会的银器刀叉都有双头鹰的标志。每一道菜
都配有不同的酒，不同的酒用不同的酒杯，绿色酒杯是专为莱茵河葡
萄酒准备的。每个人还额外有一个自用的小葡萄酒罐和小水罐以及一
个自用的小盐碟。为了保证每道菜的新鲜和温度，侍者们用保温箱将
菜品从御厨房运送到不同的居室，然后在隔壁房间再用煤炉 - 后来用
煤气炉保温。
皇帝坐在宴会桌的中央，他对面是他的贵宾，然后按照亲属关系的远
近或者等级依次落座。女士们和男士们总是交叉着坐，谈话只允许在
邻座之间进行。同时给客人和皇帝上菜，他总是立即就开始吃起来。
因为有一个规定，只要皇帝放下了刀叉，就意味着这道菜吃好了，然
后就撤走所有人的菜，所以，皇帝总是很注意，看是否他的客人已经
用好了这道菜，他才放下刀叉。一次晚餐有9到13道菜，最多只持续
45分钟，然后接下来在另外一个房间品尝咖啡和利口酒，在那里就允
许男士们抽烟了。
我们对皇帝居室的参观就此结束。如果您还想对维也纳宫廷的皇家住
所有更多了解的话，我们衷心邀请您参观皇家家具博物馆，在那里有
众多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各个官邸的家具和内部装饰期待着您。在皇帝
居室出口的对面是三号地下铁的站，您乘坐三站（五分钟）就可以便
捷地到达皇家家具博物馆。我们尤其还想提醒您参观美泉宫的皇家居
室，那里曾经是皇家夏宫。我们的工作人员很乐意回答您进一步的问
题。在您离开皇家居室时，您到达了巴豪斯广场 - 奥地利联邦总统办
公室的入口就在傍边 - 而对面就是联邦总理府。为了方便您认路，在
出口处您会看到一张地图。
最后，我们感谢您的光临，您的到访帮助我们保护皇帝居室这一文
物。祝您维也纳之旅愉快。

现在您来到了皇后的小沙龙厅。以前这间小厅是用弗兰茨·约瑟夫皇
帝已及他们的小孩子吉色娜，鲁道夫和玛丽·瓦乐丽的画像来装饰
的。
73大前厅

66伊莉莎白皇后的居室：起居室和卧室
伊莉莎白从1857年开始，住在阿玛琳堡主楼，这个主楼与皇帝居室相
连。
伊莉莎白把这个房间当做私人的起居室和她的卧室。睡床放置在房间
的中间，用一个屏风遮挡着。在后面的窗龛边有一个写字桌，伊莉莎
白在这里写信，也写过好些诗。今天您在此看到她遗书的摹本。

皇后经过比邻的利物浦侧翼雄鹰台阶，穿过门房的房间和前厅进入到
居室。
墙上的油画把我们带回到了玛利亚·特蕾西亚时代的18世纪。在弗兰
茨·约瑟夫执政时，把这个时期的新洛可可风格当做是维也纳宫廷居
住艺术的榜样。

67盥洗间和体操房

墙上的两幅画，画的是格鲁克有名的歌剧“迷茫的诗坛”和噶斯曼
的“爱的胜利”。这些歌剧是由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孩子们来演出
的。在一幅画中您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最小的女儿，扮演芭蕾舞女
演员的玛丽·安东妮。

盥洗间和体操房是伊莉莎白最重要和最私人的地方。她在这里度过大
部分时间。

74历山大居室 / 过厅

61会议厅
大臣国务会议在这个厅里举行，就是所谓的“大臣会议”。在这个会
上，皇帝始终是会议主席。

除了体操，伊莉莎白还喜欢按摩。您可以看到，在您的右边是她的按
摩床。

左边您看到皇后的梳妆台，她每天坐着这张台前花2-3个小时梳理头
发。她利用这些时间来阅读和学习语言。除了英文和法文，伊莉莎白
还讲一口完美的匈牙利语。伊莉莎白尤其喜欢古希腊文化和希腊神话
- 在这个梳妆台边有张小椅子，大多数时候，在她费事耗时做头发
时，她的希腊语老师康斯坦丁·克里斯托马诺斯会给她朗读荷马史诗
中的奥德莎或者伊力阿斯，或者，他会检查皇后的希腊语作业。她也
在学旧和新希腊语。
皇后为了保持她纤细的身材，并保持精力充沛，在这个房间完成她每
天的体操项目 - 整个宫廷对此都不理解并且感到吃惊。在您的面前，
您可以看到墙上她当年用过的肋木，单杠以及固定在门框上的吊环。

在拿破仑被推翻后，1814和1815年在维也纳召开了维也纳国际会
议，讨论如何重新瓜分欧洲。欧洲所有头戴皇冠的领袖们云集维也
纳。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就住在这些面对巴豪斯广场的阿玛琳堡房间。
当伊莉莎白皇后在阿玛琳堡居住时，她在这里接见她的私人朋
友。1916 - 1918年间，这里是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卡尔一世办公的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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