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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萨德以其整洁、彼德罗瓦拉丁堡垒- 
‘多瑙河上的直布罗陀’、说不同语言的 
居民、节日、集市以及慢悠悠城市节奏吸 
引了大量的游客。在这里，甚至堡垒的钟 
楼会提醒你,有时侯时间为片刻的美丽而 
等你、为亲切的交谈而等你、 
为多瑙河沙滩的闲逛而等你、为春 
雨后或周日午餐后漫步的喜悦而等你。

诺维萨德正宗的轻松融洽的氛围也蔓延到城
市周围，在‘salaš’（萨拉斯）农场，多 
瑙河‘čarda’(著名的河鲜餐馆)，沙滩亦或 
是弗鲁什卡山上。这里的生活品尝起来就 
像在‘salaš’（萨拉斯）农场家庭午餐后 
突如其来卷饼和甜点， 
温暖起来就像男女老少在冬天围聚 
在火炉旁的恰意。

带走诺维萨德的意思是一种在多瑙河过春 
日或在雪景骑铃铛雪橇马的感 
觉、‘salaš’（萨拉斯）客人酒足饭饱后吟 
唱的声音的感觉。这也是亲切交谈，或者 
味蕾中充斥着各种伏伊伏丁那美食美味佳 
肴和弗鲁什卡戈拉山的葡萄酒-雷司
令、Neoplanta、Sejmon、Sirmium（赛美蓉）
、Slankamenka（斯兰科梅克）和 
Bermet（贝尔美特）的温暖记忆。

带走诺维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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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萨德 10个大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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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是一座建于1895年纪念新文艺复兴的建筑。
这座惊人的建筑有四个穹顶和一个阳台与
塔楼，由建筑师乔治·莫尔纳设计。建设
时，在塔顶部放置了预防火灾的警钟。这
个诺威萨德人称之为“明德”的钟在战时
回炉了。市镇厅外立面的最显着人物，是
由诺维萨德雕塑家Julije Anika设计的。。

玛利亚罗马天主教教区教堂

也名称大教堂，建于1893年至1895年之
间，这座新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由吉乔治·
莫纳尔项目建设。这三中殿巴西利卡高73
米在城市中是最高的教堂。这座教堂有四
个祭坛，一个主要的是由蒂罗尔风格雕刻
装修的。该窗口在佩斯（匈牙利）制成彩
绘玻璃装饰，表示圣经故事和诺维萨德突

出的天主教家庭徽章。教堂有自1895年以来的风琴，而当今在该天主教中常
常组织音乐会。

塞尔维亚东正教巴奇卡教区的主教教堂

位于Zmaj Jovina街和Dunavska街十字路
口。这座建筑建成于1741年。在1849年从
彼德罗瓦拉丁堡垒轰炸诺维萨德时拆除
的。主教教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
的建筑，风格不拘一格，浪漫主义和新艺
术混合物。由雕塑家Julije Anika设计的
门面装饰元素使之印象难忘。

塞尔维亚东正教堂“圣乔治”-公理教会

献给于圣乔治，是最重要和最大的诺维萨
德东正教教堂。教堂是一中殿的建筑包
括三重后殿的半圆形后殿和在教堂的西部
高新巴洛克式的钟楼。该教堂于1853年建
成。彩色玻璃窗户装饰教堂的内部，对访
问者有很大的影响。在墓地是诺维萨德最
古老的保存古迹-粉红色大理石的圣十字
像。

DUNAVSKA街道

是行人区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连接多瑙河
岸和Zmaj Jovina街道。在街道的开头是
城市最古老的居住“白狮房”和城市图书
馆。大量的街道内隐藏着众多商店，纪念
品店，糕点店和餐馆。

塞尔维亚文学，文化和科学社会马蒂察·
斯尔普斯卡（Matica srpska）

是塞族最古老，最负盛名的文化和科学机
构。在布达佩斯成立于1826年，并在1864年
移至诺维萨德。出版是马蒂察·斯尔普斯卡
最古老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为证明“马蒂
察·斯尔普斯卡年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
学杂志自1824年连续出版。今天也包括图书
馆和画廊。

1 0大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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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沙滩什特兰德（Štrand）

是最流行的城市沙滩始于1911年。
这是一个小的城市，沿着700米绵延的沙
滩。
一个多瑙河上最美丽的沙滩配备了
所有必要的游客舒适和愉快时光的设施。
每年夏季时其是诺维萨德最活跃的地区之
一。

犹太教堂

是塞尔维亚四座犹太教堂之一。
犹太教堂区伴随学校和犹太社区，是于
1906年至1909年建成根据布达佩斯建筑师
利波特·包姆霍恩的设计。诺维萨德犹太
教堂是三中殿的建筑，其核心部分上升为
40米高度的圆顶。整个建筑群始建于新艺
术风格，外立面由饰品装饰。

彼德罗瓦拉丁要塞

从来没有征服，彼德罗瓦拉丁堡垒-“多瑙
河上的直布罗陀”，是于1692至1780年建
成，由侯爵塞巴斯蒂安·沃邦的系统设计。
堡垒由上城和下城组成的。
在上城有一独特的长针显示小时而短针显示
分钟的钟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利奥
波德门与

巴洛克式的门面和一个吊桥。门上写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座右铭“Viribus 
Unitis”（统一力量）也有他们的纹章。地下军事画廊都在四层高的通信和防
御系统16公里长以及是堡垒的独特景点。在诺维萨德市博物馆的专家指导的服
务下参观者可导游 

中国城

是一个朋克、摇滚和金属音乐、各种节目
和
另类活动汇集球迷的地方。
中国城的新的和创作的干劲是思想和活动
的一部分
诺维萨德被提名成为2021年的欧洲文化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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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和画廊

伊伏丁那博物馆伊伏丁那博物馆, 
地址：Dunavska街35-37号。展览：
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伏伊伏丁那地
区保留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遗产。  
开放时间:  
周二-周五：上午9点-晚上7点， 
周末：上午10点-下午6点  
网站：www.muzejvojvodine.org.rs

918年总统博物馆918年总统博物馆

地址：Dunavska街35-37号。

项目：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
史和艺术品收藏

 
伏伊伏丁那当代艺术博物馆伏伊伏丁那当代艺术博物馆 
地址：Dunavska街37号。 
展览：当代艺术作品.开放时间：  
周二-周五：上午10点-晚上6点 
周末：上午10点至下午2点， 
网站：www.msuv.org 

 
诺维萨德市博物馆诺维萨德市博物馆 
地址：Petrovaradinska tvrđava街道4
号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上午9点-下午5点 
收藏品：  
国外艺术收藏品（地址：Dunavska
街29号）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
故乡收藏品（Patrijarha Rajačića街
16号，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
Jovan Jovanović Zmaj（约万•约万诺
维奇）纪念收藏品（地址：Jovana 
Jovanovića Zmaja街1号，斯雷姆斯
卡卡梅尼察）。永久展在主楼和附
楼展出，包括18世纪至20世纪诺
维萨德居民生活，文化等的历史
痕迹。网址：www.museumns.rs

 
伏伊伏丁那省自然历史收藏馆伏伊伏丁那省自然历史收藏馆 

地址：Radnička街20a号，展览：伏
伊伏丁那的自然遗产，开放时间： 
周一-周六：上午8点-下午4点 
网站：www.pzzp.rs

塞尔维亚文学， 塞尔维亚文学， 
文化和科学社会马蒂 文化和科学社会马蒂 
察•斯尔普斯卡画廊察•斯尔普斯卡画廊 
地址：Trg Galerija街1号，展览：
从17世纪到20世纪塞尔维亚民族的绘
画和图形，开放时间： 
周二-周六：上午10点-下午6点  
周五：中午12点-下午8点 
网址：www.
galerijamaticesrpske.rs

 
Pavle Beljanski（帕夫莱•别扬斯Pavle Beljanski（帕夫莱•别扬斯
基）纪念收藏展基）纪念收藏展 
地址：Trg galerija街2号，展
览：20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民族美
术收藏品 
开放时间： 
周三-周日：上午10点-下午6点， 
周四：下午从1点至9点 
网站：www.pavle-
beljanski.museum

 
美术画廊-美术画廊-RAJKO MAMUZIĆRAJKO MAMUZIĆ（拉伊科•（拉伊科•
马姆兹奇）礼物收藏品马姆兹奇）礼物收藏品 
地址：Vase Stajića街1号， 
展览：当代南斯拉夫艺术家的收藏
品，网址：www.galerijamamuzic.
org.rs，开放时间：  
周三-周日：上午9点-下午5点  
网址：www.galerijamamuzic.or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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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址：诺维萨德市旅游组织  
Jevrejska街10号  

地址：Bulevar Mihaila Pupina大街9号 

修道院

诺维萨德及周边
地区交通线路图 1

2

3

4

5

1. 切内伊及其周边地区;

2. 去往弗鲁什卡戈拉山向; 

3. 富托格及其周边区域;

4. 科维利及其周边区域;

5. 斯雷姆斯卡卡梅尼察;

游览路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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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内伊和周边区域

馆，陈列着过去在salas使用过的物品。

‘米兰·彼得洛维奇’教育营地‘米兰·彼得洛维奇’教育营地ČenejČenej小学和中小学和中
学教育学校学教育学校， 
地址：Međunarodni put街238号必须预订, 
网站：www.smp.edu.rs 
来自诺维萨德‘米兰•彼得洛维奇’学
校的小学生等在营地里种花，药草和蘑
菇等，以及通过在一起劳作学习在园艺
和蔬菜种植领域的各种日常技能。

‘在马鞍‘在马鞍’康复，娱乐，休闲和教育马术中康复，娱乐，休闲和教育马术中
心，心，SalašSalaš（萨拉斯）341号（萨拉斯）341号，网站：www.usedlu.
org.rs。‘在马鞍’马术中心是一个独特的
概念，它包括为特殊需要儿童和成年人提供
Equine-assisted疗法的活动（认证EAHAE成员）
， 
也提供各类马术相关的活动和理念以及
包括团队建设，领导力课程等。这里可
以租用整个酒店，选择一个全方位服务
或量身定制的概念。治疗方法是按具体
过程安排的。提前预约是必须的。

营地‘农场47’营地‘农场47’， 
地址：Međunarodni put街道， 
电子邮件：salasmirisdunja@gmail.com;  
网站：www.agrotourism-novisad.com 
‘Bulać’餐厅与住宿， 
地址：Međunarodni put街道80号；
网站：www.pansionbulac.com

如果你出发走苏博蒂查老路，会来
到Sentandrejski路，然后沿着乡村
驾驶大约10公里，变来到了切内伊，
一个古老的巴奇卡村庄，现在已经
成为一座‘salaš’乡村农场。

在那里，时间仿佛停滞了，尽情地在
果园的树荫下用伏伊伏丁那的美食与
美酒享受典型的农村家庭气氛。

Salaška bašta Čenej 3Salaška bašta Čenej 3号*/‘salaš’（萨拉号*/‘salaš’（萨拉
斯）137号斯）137号，地址：Međunarodni put街137
号；周一不开放。需要预订。 
网站：www.salas137.rs  
在舒适、友好及轻松的氛围中，可以
骑马，乘坐马车，享受丰富多样的伏
伊伏丁那特色食品，最后在一个德式风
格（Alt Deutsch）的房间里休息。

Pajin salaš（萨拉斯）Pajin salaš（萨拉斯）， 
地址：Međunarodni put街道325号， 
网站：www.pajinsalas.com  

Pajin salaš（萨拉斯）是和平与安宁的
绿洲，家庭和商务午餐，家庭和商
务庆典的最佳选择。以好吃的食品
（Mangulitsa火腿，鸡片等）和良好的
坦布拉琴演奏（周末）。需要预订。

Brkin salaš（萨拉斯）Brkin salaš（萨拉斯）， 
地址：Međunarodni put街312号； 
必须预订；网站：www.brkinsalas.rs。 
Brkin萨拉斯是马蒂奇家庭的一个房子， 
在那里，你可以体验农庄生活中的从
容气氛。或也可以组织伏伊伏丁那传
统的美食和坦布拉琴演奏纪念庆典。

Mitin Salaš（萨拉斯）Mitin Salaš（萨拉斯），地址：Vuka 
Karadžića 街53号；必须预订， 
电话号码：+381 21 714 712  
网站：www.novisad.travel šalas有一
个可以归类为两星级的乡村风格的住
宅。旁边的小屋子则是个茅草屋博物

i
诺维萨德

Rumenka

Stepanovićevo

Kisač

切内伊

Bački 
Jarak

富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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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城市中心，Beogradska街道， 
Preradovićeva街道穿过彼得罗瓦拉丁堡垒
就来到弗鲁什卡戈拉山。一路上有下列教
堂：建于1714年的 罗马天主教会 
‘圣尤拉伊’（地 址：Štrosmajerova街
道20号），建于1922年的塞尔维亚东正教
堂‘圣保罗’ 
（地址：Vladimira Nazora街道），建于
1800年的罗马天主教会‘圣十字教堂’，
建于2011年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堂‘圣佩特
卡’ 
地址：Palmotićeva街道bb），建于
1808年的罗马天主教教区‘圣罗克教
堂’（Preradovićeva街道160号）。

罗马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Snežna Gospa na Snežna Gospa na 
TekijamaTekijama’’是最重要的和宏伟的教堂，一
个基督教圣地，其中8月4日和5日 举行宗
教游行，以纪念彼德罗瓦拉丁战役（1716
年）和基督教军队战胜土耳其军队。
教堂今天的外观是由Hermann Bollé（
赫曼•博勒尔）于1881年设计完成。

各类住宿： 
Varad Inn宾馆Varad Inn宾馆，地址：Štrosmajerova街
16号，网站：www.varadinn.com 
Petrovaradin公寓Petrovaradin公寓4星级， 
地址：Vladana Desnice街道38号 
网站：www.apartmentspetrovaradin.com

去弗鲁什卡戈拉山方向
斯雷姆斯基卡尔洛瓦茨斯雷姆斯基卡尔洛瓦茨在1308年被初次提
及因为一个名为卡罗姆的要塞。这个城镇
是塞尔维亚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城市，
因为它是塞尔维亚主教教区的场所，有一
个神学院-在东正教世界第二古老的神学
院，以及卡尔洛瓦茨中学-第一个塞族中
学。斯雷姆斯基卡尔洛瓦茨的以主要出
现在18和19世纪的文化遗产和机构：主教
住所-建于19世纪的一座宏伟的建筑，卡
尔洛瓦茨中学最古老的塞尔维亚学校，公
理教会-巴洛克神殿‘圣尼古拉斯’，和
平礼拜堂-建立于1699年在签署‘卡尔洛
瓦茨和平条约’的地方上，神学学院，一
所寄宿制神学校，‘四只狮子’喷泉-为
纪念第一条公共输水管道建成而建。全市
有种植葡萄和生产葡萄酒的悠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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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餐地点野餐地点        

斯雷姆斯基卡尔洛瓦茨附近是Stražilovo，
在于国家公园弗鲁什卡戈拉山有名的
野餐地点。在这里也有塞尔维亚诗人
Branko Radičević的纪念碑和坟墓。

PopovicaPopovica 是诺维萨德附近在弗鲁什卡山
区域内最著名的野餐地点。其位于斯雷
姆斯卡卡梅尼察附近。这里是爬山中心，
也是著名的弗鲁什卡山马拉松的起点和终
点。每年四月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活动会
汇聚数以千计的大自然和远足的爱好者。

在Stari LedinciStari Ledinci，Miljević（米尔耶维
奇）家种植葡萄和养牛。他们生产勃
艮第和Traminac葡萄酒和自制的羊奶
酪。除了自制美食，游客可以在等同
于三星级的私人乡村住宅中住宿。

AntonijevićAntonijević（安东耶维奇）家庭酒（安东耶维奇）家庭酒
厂厂，地址：Fruškogorska街道1号。

‘‘MiljevićMiljević’（米尔耶维奇）酒窖’（米尔耶维奇）酒窖  
3星级，地址：Sime Šolaje街41号， 
网站：www.podrum-miljevic.co.rs

‘‘VidikovacVidikovac’饭店’饭店， 
地址：Samarski put街， 
网站：www.vidikovac.rs

‘‘Ranč Dobro praseRanč Dobro prase’’2星级， 
地址：Jovana Dučića街1号， 
必要预订 
网站：www.rancdobroprase.rs

  修道院          

在诺维萨德附近的两个小地方Rakovac和
Beočin有两个和地名一样的修道院。塞尔塞尔
维亚东正教修道院Rakovac维亚东正教修道院Rakovac，相传是由公
爵Jovan Branković（约万•布兰科维奇）
Raka
Milošević（拉卡•米洛舍维奇）建造。 
在1545年被初次提及其在17世纪末期修
复。修道院的教堂献给廉施圣人。
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BeočinBeočin的第一 
个书面记录是从16世纪。本修道院教 
堂，献给基督升天，建于18世纪。教 
堂圣象价值巨大，由Teodor Dimitrijević 
Kračun（特奥多尔·迪米特里耶维奇）
，Janko Halkozović  
（扬科·哈尔科佐维奇）和Dimitrije 
Bačević（迪米特里耶·巴切维奇）绘画
的。修道院附近的公园是园林建筑的保护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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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富托格的短途旅行从多瑙河上最美丽
的沙滩开始。
‘Štrand’（什特兰德）是诺维萨德城
市沙滩始于1911年。夏季时在这里有音
乐会，节日，体育赛事等。
在多瑙河的斯雷姆一侧有‘‘Čarda Čarda 
Aqua DoriaAqua Doria’’（地址：Kamenički put
街BB）和‘‘Kafana tako je suđenoKafana tako je suđeno’’
（地址：Ribnjak, Gornji put街
道15号）。其他受欢迎的休闲娱乐
的地方也包括Ribarsko ostrvo和
Kamenjar。‘Ribarsko ostrvo’
和‘Kamenjar’。‘Ribarsko 
ostrvo’是诺维萨德的一个拥有下
列餐馆和小海鲜餐厅的周末度假胜
地：‘Kućerak na Ribarcu’（地
址：Ribarsko ostrvo街道bb）
和‘Piknik bar & restoran’ 
（地址：Ribarsko ostvo街道bb）。

另外还有一家与此同名的4星级旅游度假旅游度假
村‘Ribarsko ostrvo’村‘Ribarsko ostrvo’，网址：www.
ribarskoostrvo.rs。他们的三家餐馆分
别是‘Ribarac’Ribarac’， ， 
‘Alaska barka’和‘Alaska ‘Alaska barka’和‘Alaska 
terasa’。Kamenjarterasa’。Kamenjar是个有知名海鲜餐
馆：‘‘Čarda MačakČarda Mačak’’（地址：Kamenjar

街道bb）和民族餐厅‘‘Bata PežoBata Pežo’’
（Kamenjar V，21号）。
 
各类住宿：
‘Drevna’民族建筑群 
（地址：Podunavska街道6号）； 
网站：www.drevna.com；‘Kamenjar’‘Kamenjar’
（Kamenjar I 95号） （Kamenjar I 95号） 
和‘Panorama Aqualux’‘Panorama Aqualux’
（Kamenjar街道5/41号）; （Kamenjar街道5/41号）; 
网站：网站：www.panoramaaqualux.rswww.panoramaaqualux.rs

富托格富托格是个老城区，今天已经成为诺维
萨德城市的一部分。在富托格中心有罗
马天主教会‘耶稣圣心’包括教堂。原
本的教堂是于1776年由伯爵Hadik（哈迪
克）建造的。在旧教堂的地方上伯爵夫
人Kotek来建设一个新教堂纪念耶稣圣
心。该项目由弗兰茨韦尼杰主持修建。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 
‘廉施圣人’在富托格始建于1776年，
圣像壁是由Arsenije Teodorović 
（阿森涅·特奥多罗维奇）于1799年绘
画的，壁画归因Janko Halkozović 
（扬科·哈尔科佐维奇）。教会保留了
Pavle Simić（帕夫莱·西米奇）绘画的
宗教标识。

富托格和周边区域境

著名的富托格的餐馆包括： 
‘Plavi Dunav’‘Plavi Dunav’（地址：Ribarska街道
2X号），‘Dunavac’‘Dunavac’ 
（地址：Dunavska街道000号） 

Begečka jamaBegečka jama是一个自然公园，并是一
个建在多瑙河上旧河床上的受欢迎的
度假胜地。它占地379公顷。这个地
方也有有垂钓产所，沙滩，平房村，
渔民中心，餐馆。Begečka jama是在
多瑙河畔从巴奇卡帕兰卡到贝什卡地
方，重要的鸟类筑巢栖息地之一。

Cvejin salašCvejin salaš 3星级***Begeč，  
地址： Nikola Tesla街道2号；必需预
订。 
网站：www.cvejinsalas.com 
Cvejin salas是一个真正的农村家
庭，其中游客可以在私人住宅和3
星级的乡村旅游设施中住宿。

附近有著名的餐馆：‘Kod Braše’  ‘Kod Braše’  
地址：地址：(Begečka jama街道56号) ‘‘čarda čarda 
na jamina jami’ ’ 
地址： （ （Begečka jama街道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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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奇卡奇离诺维萨德8公里远。在卡奇中心有
建于1840年至1844年塞尔维亚东正教堂‘
圣尼古拉斯’，还有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
献给基督复活的修道院。对于钓鱼爱 好
者那里还有一个渔场-‘Crni vir’。

Budisava（布迪萨瓦）Budisava（布迪萨瓦）在诺维萨德的
郊区。罗马天主教会‘Crkva Velike 
Gospe’在城市中心，在它附近有民族房
子，地址：Cara Dušana街道107号；必须
预订： 
budiszava.petefi@gmail.com

科维利和周边地区

科维利-彼德罗瓦拉丁沼泽是位于诺维
萨德，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因吉亚
和提特尔占地4840公顷的一个特别自然
保护区。沼泽由多条多瑙河之流形成，
是珍稀鸟类的栖息地，被列入IBA区
域。Arkanj 
（阿坎伊）是著名的垂钓场所。

科维利是巴奇卡地区位于科维利-彼德罗
瓦拉丁沼泽边缘的村庄。在13世纪第一
次被提及。村内有两座教堂和一个修道
院。相传，科维利塞尔维亚正教教堂和
修道院是由圣萨瓦为纪念圣天使长米迦
勒和加百列而建立。其在17世纪第一次
被提及。自18世纪中叶以来修道院一直
保持着现有的外观。该圣像壁由Aksentije 
Marodić（阿克森蒂耶·马罗蒂奇）绘
画，由Jovan Kistner（约万·基斯特纳
尔）雕刻。 塞尔维亚东正教‘基督升天
教堂’ 
（Gornjokoviljska）始建于1829年。
塞尔维亚东正教‘圣使徒托马斯教堂’
（Donjokoviljska）在1845年建于原旧
寺址的地方。Gornjokoviljska教会边
则是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拉扎尔
科斯蒂奇（1841-1910年）的出生地。

旅客可以参观：‘Do kraja sveta’酒
厂，地址：Žarka Zrenjanina街道13号

‘Sava Graorc’ 
农场（要预订）电话号码：29 88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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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的另一边        

斯雷姆斯卡卡梅尼察   

斯雷姆斯卡卡梅尼察斯雷姆斯卡卡梅尼察是诺维萨德市位于
弗鲁什卡山脚下的一部分。它以舒适的
气候条件而闻名。市中心是教会和Jovan 
Jovanović Zmaj 
（约万·约万诺维奇）的纪念碑。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圣母玛利亚
的诞生’是一座巴洛克式建筑于1758年
在旧寺址 上建造。该圣像壁是于1802年
由Stefan Gavrilović 
（斯蒂凡·加夫里洛维奇）绘画。
罗马天主教堂‘Našašće Svetog 
Križa’位于Zmajev trg广场始建
于1811年。在斯雷姆斯卡卡梅尼
察有以下古迹和文化机构：
Marcibanji-Karaconji城堡Marcibanji-Karaconji城堡位于
Kamenicki公园。该建筑自1836年以
来一直保持着这个外观。Kamenički
公园原本是在城堡周围形成一
个宽敞的园林公园。昔日宫殿花
园的雕塑装饰这个公园。

Jovan Jovanović Zmaj（约万·约万诺维

奇）的纪念碑(1833年至1904年）-诗
人，医生和塞尔维亚皇家科学院会员，
是我们阅读最多，风靡几代人的儿童诗
人。为纪念他从1958年开始每年在诺维
萨德举行Zmaj儿童游戏节。这个著名诗
人和医生从1875年至1905年住的房子被
变成了博物馆。 
其位于Jovan Jovanović Zmaj街道1号，
网站：www.museumns.rs

各类住宿：
‘‘Vila EvanđelinaVila Evanđelina’’过夜住宅，
地址：Branislava Bukurova街道2号， 
网站：www.vilaevandjelina.com 
‘Zmajevo gnezdo’‘Zmajevo gnezdo’过夜住宅，
地址：Zmajev trg街道15号，
网站：www.zmajevognezdo.rs，
‘‘IlidžaIlidža’’过夜住宅，
地址：Ledinački put 街道1号,
电话号码: 462-860

塞尔维亚东正教
教堂‘圣母玛
利亚的诞生’

罗马天主教会 
‘Našašće Svetog Kri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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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aj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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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维萨德及其周边地区会举行许多体育和娱乐活动，会和伏
伊伏丁那的美食和民俗传统活动和节日相关。其中有： 
• 3月或4月，Rumenačka pihtijada节，鲁门卡
• 3月，诺维萨德春天，诺维萨德
• 4月，养蜂博览会，诺维萨德
• 4月，弗鲁什卡戈拉山马拉松赛，波帕维察
• 4月，5月，9月，10月，花卉市场，诺维萨德
• 5月，弗鲁什卡戈拉山山地车马拉松赛，波帕维察
• 5月，Đurđevdanski uranak活动，布科瓦茨
• 6月，科维利白兰地节–‘Parastos dudu’活动，科维利
• 6月，Zlatna Brana儿童民俗节，基萨茨
• 6月，‘‘伏伊伏丁那水’’帆船赛
• 6月，舞蹈和音乐国际艺术节‘Zov ravnice’，Štrand（什特兰德）
• 6月，富托格夏天，富托格
• 6月，在伏伊伏丁那河岸自行车赛
• 6月29日，多瑙河日，诺维萨德
• 7月或8月，Vip沙滩排球大师赛，Štrand（什特兰德）
• 6月或7月，国际沙滩排球手球赛，Štrand（什特兰德

节日，民族节日与教育活动-娱乐活动  

• 7月,‘Vladimir Francisković’（弗拉蒂米尔•弗兰切什科
维奇）纪念网球锦标赛，Štrand（什特兰德）

• 7月或8月，TID赛船会，Štrand（什特兰德）
• 9月，世界山地滑板挑战赛，布科瓦茨
• 9月，布科瓦茨马拉松，布科瓦茨
• 9月，蜂蜜节，诺维萨德
• 10月，‘Biserna grana’服装和首饰节，富托格
• 10月，富托格大白菜节，富托格
• 10月，诺维萨德秋天，诺维萨德
• 11月，猪皮节，卡奇
• 11月，伏伊伏丁那金合奏节，诺维萨德
• 11月，新酒日，诺维萨德
• 12月，‘金坦布拉琴’节，诺维萨德，11月或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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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萨德一直是有好吃的食物，并且可以慢慢
享受的城市。如果你想享受当地美食，喝优质
的葡萄酒和水果白兰地，听坦布拉琴音乐我们
建议去参观在多瑙河上的‘čarda’（匈牙利国
家餐馆）或在村庄周围的‘salaš’农场。可以
品尝来自弗鲁什卡山的葡萄酒：雷司令，赛美
蓉，斯兰科梅克，贝尔美特等配以当地的美食。
坦布拉乐手很会营造气氛，可以在城市里，彼
德罗瓦拉丁堡垒，酒窖，多瑙河岸的‘čarda’
餐馆，‘salaš’农场听到他们欢快的演奏。

当地农民的新鲜产品可以在城市的绿色市场购
买，最热门的地方是：Futoška，Limanska和
Riblja，而相同的东西也可以在郊区找到比
如(富托格贝格奇, 鲁门卡,科维利等）。

从六月到九月，在诺维萨德每周会举
办‘我的农场’集市，在那里你可以买
到‘salaš’农场的有机农业产品。

烹饪与娱乐

AUTOTURIST,
地址：Mite Ružića街道 2号,
电话号码：+ 381 21 523-863, 451-156
邮件：info@autoturist-ns.com, 
autoturist.ns@gmail.com 
网站：www.autoturist-ns.com

BONVOYAGE,
地址：Železnička街道 40号,
电话号码：+ 381 21 6621-244,
6611-944,
邮件：office@bonvoyage.co.rs, 
网站：www.bonvoyage.rs

KOMPAS,
地址：Bulevar Mihajla 
Pupina街道 15号,
电话号码： + 381 21 522-528,
邮件：booking@kompasnovisad.com, 
网站：www.kompasnovisad.com

MAGELAN CORPORATION,
地址：Nikole Pašića 街道7号, 
电话号码：+ 381 21  47 24 088
邮件： office@magelan.rs 
www.magelan.rs,
网站：www.visitserbia.org 
www.serbianadventures.com

PANACOMP ZEMLJA ČUDA,
地址：Bulevar Cara Lazara街道 96号,
电话号码：+ 381 21 466
075, 466 076
邮件：info@panacomp.net， 
office@panacomp.net
网站：www.panacomp.net

MARKET TOURS,
地址：Bulevar Cara Lazara 街道55号, 
电话号码：+ 381 21 468-409,
邮件：market.tours.ns@gmail.com 
网站： www.markettoursns.com

OLIMPIA,
地址： Stražilovska 街道15号, 
电话号码：+381 21 6613 995,
邮件：office@olimpia.rs  
www.olimpia.rs， 
网站：www.vinsketure.rs

POKLONIK,
地址：Braće Dronjak街道 17号,
电话号码：+ 381 21 451 539
邮件：poklonik2011@gmail.com, 
网站：www.poklonik.com

PUTOKAZ 021, 
地址：Vojvode Bojovića
街道 10, lokal 3号
电话号码： 021/ 301 34 57 
邮件：office@putokaz.co, 
网站：www.putokaz.co

其他诺维萨德政府许可的旅游组织请查看YUTA，网站：www.yuta.rs

旅游组织



34 34 3535  www.novisad.travel www.novisad.travel

自行车租赁，出租车，接送，导游服务 词汇

NS（诺维萨德的首字）自行车是一个提供来诺维萨德的游客租自行车的系统 
（4月1日-11月1日），地点位于：在SPENS（伏伊伏丁那运动商务中心）， 
‘Štrand’沙滩正门，在火车站前 面，在塞尔维亚国家大剧院附近，在诺维萨德
大学的校园。租自行车前，游客需在SPENS或‘公共停车服务’公司Filipa Višnjića街
道47号买芯片卡（一次性费用，无限制使用）（上午8点-下午4点）。网站：www.
nsbike.rs 
信息：Dubl自行车俱乐部,地址：Sunčani kej街道39号； 
电话：504 548 服务，私人自行车租赁行：‘Fanatic’自行车商店， 
地址：Železnička街道56号，电话号码：6621 099;网站：www.fanatic.rs

Pan taxi电话号码：455 555
Maxi Novosađani电话号码：451111
Vojvođani电话号码：522333
Grand taxi, Dobro jutro taxi
电话号码：443 100,500 000
Autodata, SOS taxi, Dežurni taxi,
SOS Plus taxi电话号码：450 400,
455 666,500 650
VIP taxi电话号码：444 000

Delta NS plus taxi电话号码：553333
Crveni taxi电话号码：44 55 77 
Red taxi电话号码：52 51 50 
City plus taxi电话号码：450450 
MBR taxi电话号码：500 222 LUX taxi
电话号码：6300 000 Novus taxi电话号
码：500 700 Naš taxi电话号码：6300 
300 Halo taxi电话号码：444 9 44

导游服务可以通过旅行社获得或者通过诺维萨德导游协会。导游名单（联系方式，
语言或导游的专业）网可以通过网站：www.utvns.org/vodici.php查询。

电话号码：塞尔维亚+381；诺维萨德（0）21 

 

Dobar dan
Doviđenja
Hvala
Molim
Hteo/htela bih da rezervišem
Ručak
Doručak
Večera
Noćenje sa doručkom
Polupansion
Pun pansion
Izlet
Prevoz
Ujutru
U podne
Posle podne
Uveče
Jelo
Svinjsko meso
Teleće meso
Pileće meso
Bez mesa
Povrće
(krompir, paprika,
tikvice, grašak,
spanać, karfiol)
Salata
Hleb
Kolači
U koliko sati?
Koliko košta?
Molim Vas, račun

 

你好！

再见

谢谢

不客气

我要预定

午餐

早餐

晚餐

住宿加早餐

半食宿

全食宿

短程旅游

交通工具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食物

猪肉

小牛肉

鸡肉

素食

蔬菜

（土豆，辣椒，

西葫芦，青豆，

菠菜，花菜）

沙拉

面包

蛋糕

几点？

多少钱？

能把账单给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