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博物馆
历史有繁荣-德国历史博物馆自从其建馆以来，通过起无数不定期展览积累了这样的经验
并且自 2006 年开始其常规展览以来得到了加强。在巴洛克式的柏林兵器库以“照片和文物
中的德国历史”为主题展示并介绍了在欧洲关联内 2000 多年变化多端和充满紧张的德国历
史。在 8000 平米的展览面积上从德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中挑选出的 8000 多件具有珍贵历史
文物价值的展品展现了一个生动和形象的历史画卷。在国际关联中记述了德国的历史，也
关注到和诸邻国间的交流以及政治和文化历史相互交叉联系变化多端的过程。
在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I. M.Pei ）所设计的现代展览馆中不定期举行的特殊展览丰富了
常规展览。
这座宏伟的建筑有一个玻璃和钢结构的前厅以及一个引人注目的徊转楼梯，在 2003 年启用
并且通过兵器库内庭也可以达到这里。在四层展区介绍了德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件和文物
及图片。
德国历史博物馆以不同的题目和专门为各个年龄和参观团体量身打造的展览方案表现出一
个开放的并且进行对话的展览馆。与此相配合还有在各个展区使参观者深入了解的多媒体
站，博物馆教育的讲解和录音讲解以及研讨会和序列报告会等科学辅导节目，直至为儿童
和年轻人举办的讨论会。

成立
在德国前总理赫尔姆特 科尔（Helmut Kohl）的倡议下，在 1987 年 10 月 28 日适逢庆祝柏林建
市 750 周年之际由联邦德国和柏林市共同成立了德国历史博物馆。1988 年意大利建筑师阿
道日夫 洛斯（Adolf Rossi ）获得了为在帝国议会大厦附近史普雷河湾馆址的招标。但是这个
建筑物由于而后的历史事件，德国的和平革命，没有得以实施。随着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
统一，联邦德国政府将前民主德国德国历史博物馆的收藏以及场地转交给德国历史博物馆
使用。原民主德国德国历史博物馆在 1990 年 9 月被最后一届民主德国政府所关闭。在这些
历史事件的条件下 1695 年建成的兵器库，在“菩提树下”大街上的最老建筑，成为德国历
史博物馆的馆址，并汇集了来自东西德国的男女工作人员。
由于 1999 年至 2003 年对兵器库进行修缮德国历史博物馆在王储宫（Kronprinzpalais）举办特殊
展览以及自 1990 年始在马丁 - 格罗皮欧斯博物馆（Martin- Gropius Bau ）举办较大型的展览。也
在国内外其它地点举办过几个展览，有几个仅仅在那里展出过。

改建和新建
1994 年和 1998 年间兵器库的正面墙按照历史资料进行了修复，而后直至 2003 年对兵器库的
内部也进行了修复。整个修复工作是由温弗里德 布雷纳建筑设计室（Architekturbuero Winfried
Brenne）实施。这样能够实现 21 世纪博物馆的技术标准并且能够为常规展览提供 8000 平米
的展览面积。
兵器库建筑上的小瑰宝，即用安德烈阿斯 史律特(Andreas Schlueter )所制作的头部面具装饰的
内廷，在 1998 年至 2003 年间在建筑师贝律铭建筑新展览厅过程中又得到一个玻璃顶，如同
在 1878 年和 1945 年间曾有过的那个玻璃顶一样，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新的不定期展览馆有 2700 平米展区，分布在四层。她竖立在申科日（Schinkel ）所设计的建
筑，如老的博物馆和新英烈纪念堂（die neue Wache ）近旁，是古典主义建筑柏林和现代古典
主义的桥梁。

馆藏
在兵器库，普鲁士军事博物馆，德国历史博物馆（民主德国）和德国历史博物馆总共 300
多年收藏历史过程中将 80 多万件文物汇集在一起。早在 18 世纪早期在柏林兵器库就开始
了收藏活动并且直至 19 世纪末成为德国最有名的军事历史文献文物收藏。1952 年民主德国
在兵器库成立了德国历史博物馆并且在修复了兵器库后就作为展览馆。这个博物馆有德国
工人运动历史的最丰富的收藏，除了军事收藏外直至 20 世纪的广告招贴画收藏也具有国
际影响。通过德国历史博物馆在 1987 年以后的收藏活动又为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增添了珍贵
的文物。

图书馆
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关于德国历史，通史以及博物馆学的科研专门图书馆拥有 20 多万册书
籍，其中 1 万册为珍本，4 万册报刊杂志，5 千册关于军事方面的书籍和 1 万册博物馆展览
目录。公共开放的图书馆在兵器库后的博物馆行政楼内，这栋楼房在 1899 年至 1945 年属于
普鲁士中央合作社财务部并且尔后属于民主德国国家企业米诺日（Minol ）。以前的银行出
纳大厅有大理石柱作为建筑上的装饰，上方的灯光配有金色的椭圆镶砖图案，表现商业和
农业的人物，如今作为阅览大厅。
开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9 时至 16：30 时
入口：铸造楼（Gießhaus）后
电话：＋49（0）20 30 4－321

图片文献库
博物馆的图片资料档案馆拥有 50 万关于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复印件，重要的照片文献和新
闻图片社的文献以及馆藏的文献记录。能够自己在图片资料中查询或通过计算机经互联网
了解德国历史博物馆所收集的馆藏。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9 时－16 时
查询请预订日期
入口：铸造楼（Gießhaus）后
电话：＋49（0）30－20 30 4－220 221 222

兵器库电影资料馆
自从兵器库作为展览馆开放以来，有 165 个座位的兵器库电影资料馆就是德国历史博物馆
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的首要目标是将历史题材和电影历史题材结合成一个节目。这个节目
的特点是除了配合展览的序列外主要根据题目所保存的影片资料。电影资料馆的任务是提
供一个从整个电影史所提炼出的影片节目。新闻片，故事片，有音乐伴音的无声片，新发
现的或新评估的影片组成的收藏品，从中可以编排出影片序列。
入口：菩提树下大街 2 号（史普雷河一侧）
影片资料馆电话：＋49（0）30 －20 30 4－444
影片售票处：＋49（0）30 20 304 －770（星期二至 星期四，19 时始，星期五至星期日 18 时
始）
www.dhm.de/kino
博物馆教育和观众服务
博物馆教育和参观者服务是博物馆收藏品，展览和参观者之间的接点。按照有关团体的需
求，联系客观实际并且以有关题材为方向将展览介绍给参观者。博物馆在博物馆教育安排
上面向成年参观者，儿童和年轻人，可单独或小组来接待。
参观者应该通过讲解，历史工作室，多媒体制作认识到博物馆作为一个学习，对话和体验
的场所。工作的目的是支持博物馆的工作，唤起对历史和历史展览的兴趣并且为政治教育
做出贡献。
讲解预约
传真：+49 (0)30 - 20 30 4 – 759：
fuehrung@dhm.de
常规展览 电话 ：+49 (0)30 - 20 30 4 - 751 (星期一至星期五， 9 时 – 16 时)
不定期展览 电话：+49 (0)30 - 20 30 4 - 750 (星期一至星期五， 9 时 – 16 时)
团体讲解 60 欧元
最多 25 人，另付参观票
学生班级，每个学生 1 欧元
请没有德国博物馆讲解的团体登记

互联网
德国历史博物馆以下列地址 www.dhm.de 运行一个网站，它以每天 3 万名访问者成为德国博物
馆互联网服务中最受青睐的网站。在网站上有超过 3 万页资料，16 万 5 千张图片以及录音
和录像资料提供使用。通过互联网邮址录“demuseum“组织起德国博物馆界的 1800 人间的电
子信息交换。一个在线数据库提供可以从博物馆的资料库直接检索 34 万 5 千份以上的资
料。这个在线数据库不断地得到更新和扩大。网络摄影提供柏林中心区王宫广场和菩提树
下大街勃兰登堡门的分钟实时照片 www.dhm.de
博物馆协会
在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协会每个人可以表示他如何强烈地感到和历史的联系，也通过
他对德国历史博物馆多种多样地介绍历史给以支持。特别应该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历史。
以前访问帝国大厦属于很多班级柏林之旅的访问日程。如今访问德国历史博物馆德国历史
的常规展览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进一步丰富从学校或自已所把握的历史知识。这种全面地介
绍德国历史和博物馆有趣的不定期展览为所有不同年龄的团体参观者传授历史作出卓越的
贡献。博物馆协会乐意帮助德国历史博物馆将其展出内容提高到可以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博
物馆相比的最高水平。
附属书店和博物馆纪念品商店
附属书店和博物馆纪念品商店提供的种类繁多。主要是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目录，但也
有宣传画，书籍，明信片，杂志，CD 盘， CD-Rom 盘以及历史文物的仿制品。这些也可以通
过信函，电话或互联网进行订购。
电话.: +49 (0)30 - 20 30 4 - 827
传真 +49 (0)30 - 20 30 4 - 543
E-Mail: verkauf@dhm.de
兵器库咖啡厅
每天 10 时 – 18 时
德国历史博物馆
菩提树下大街 2 号
10117 柏林
电话: +49 (0)30 - 20 30 4 - 0
传真: +49 (0)30 - 20 30 4 - 543
E-Mail: webadmin@dhm.de
www.dhm.de
开馆时间
每日 10 时-18 时
参观票

两个馆连同所有展览 6 欧元，18 岁以下免费
年票（包括一个随行人）30 欧元
残疾人免费
贝聿铭展厅建筑学讲解
团体登记
电话.: +49 (0)30 – 69815040
传真: +49 (0)30 – 6912689
E-Mail: peibau@berlininfo.net
交通联系
城市轻轨：S-Bahn-Stationen: Hackescher Markt und Friedrichstraße
地铁：
U-Bahn-Stationen: Französische Straße, Friedrichstraße und Hausvogteiplatz
城市巴士 Bus 100 und 200: Staatsoper oder Lustgarten

停车场
地下停车库：Tiefgarage unter dem Bebelplatz, Einfahrt Behrenstraße
停车场：
Parkhaus Dorotheenstraße
City Quartier Dom Aquarée, Einfahrt Spandauer Stra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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