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种植和酿酒

萨利姆的葡萄长在 Fruška Gora 山上，此地的种植
传统可追溯至罗马时期。多个世纪以来，卡洛维奇
一直是著名的葡萄酒中心，这里出产的葡萄酒享誉
全球。Bermet 是该地区出产的一款正宗红酒，早在 
150 年前贸易商就将其出口至美国，声名斐然，备受
赞誉。Bermet 被选为泰坦尼克号特供酒也许正是这
款葡萄酒品质和色泽的最好证明。如今，萨利姆斯卡
卡洛维奇正努力重拾往日辉煌。来到此地，当地酿酒
师们数不清的地下酒窖不容错过，游客也会忍不住
品一品知名红酒。在众多葡萄酒中，Bermet 盛名不
减。

周围区域

STRAŽILOVO：著名野餐区，距离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 
4 公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也是塞尔维亚
著名诗人和 Karlovačka 文法学校学生 Branko Radičević 
的永眠之地。
FRUŠKA GORA 山修道院：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附近 
Fruška Gora 山腰上矗立着 16 座修道院，这些修道院
大多为 16 世纪建造。其中部分修道院在塞尔维亚的
精神与文化领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譬如 Hopovo 
修道院和 Krušedol 修道院。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距
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60 公里，距离诺维萨德
市仅 1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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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小镇的钟声如佛罗伦萨的钟声一般空灵。

在这里，学校依然教拉丁语，一些贵族社交文化留存，人们照

旧在屋前休息，热情好客的氛围无处不在。作为历史上著名

的“凤凰城”，曾见证多次历史大事件，塞尔维亚的多位著名

人物曾在此生活。多年来，对于居住在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来

说，小镇一直是重要的文化汇集地和精神中心，也是连接塞尔

维亚东正教和西方拉丁语教育的首座桥梁。镇上有五座钟楼，

颇具特色的屋顶、曲线、宽阔的道路和周围绵延小山丘上的葡

萄园都是此地的最佳见证者。

欢迎光临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小镇，
塞尔维亚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诞生地

酒庄

     BAJILO 酒窖 - Patrijarha Rajačića路9号

     BENIŠEK-VESELINOVIĆ 合作社 - Ivana Mažuranića路5号

     VERITAS 酒庄 - Ešikovac路105号

     VINUM 酒庄 - Karlovačkog mira路26a号

     DOŠEN 酒庄 - Karlovačkih đaka路10号

     DULKA 酒庄 - Karlovačkog mira路18号

     ĐURĐIĆ 酒庄 - Raša路4号

     ŽIVANOVIĆ 酒庄 - Mitropolita Stratimirovića路86b号

     KIŠ 酒庄 -  Karlovačkog mira路46号

     MK KOSOVIĆ 家族酒庄 - Karlovačkog mira路42号

     KURJAK 酒庄 - Žarka Zrenjanina路17号

     MRĐANIN 酒庄 - Jovana Grosa路16号

     PETROVIĆ 酒窖 - Karlovačkog mira路34号

     诺维萨德农学院 - Karlovačkih đaka路35号

     PROBUS酒窖 - Karlovačkog mira路30号

     Patrijaršijska dobra D.O.O. PATRIJARCH 酒窖 - Trg Branka 
           Radičevića 8号

     LUMBER D.O.O. - Sarajevska路15号

     45th PARALLEL 酒庄 - Doka bb

     VITIS 酒庄 – Karlovačkih đaka路120号

博物馆和画廊

 1  诺维萨德市博物馆 - 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地方馆藏 
地址：Patrijarha Rajačića路16号
+381 (0) 21/881-637 www.museumns.rs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 9 点 - 下午 5 点，周日除外

 2  牧首府金库
地址：Trg Branka Radičevića路8号 
+381 (0) 21/881-729 
开放时间：工作日上午 8 点 - 下午 2 点，星期六：上午 8 点 
- 正午 12 点

 3   “PROFESSOR JOVAN ŽIVANOVIĆ” 养蜂博物馆 
地址：Mitropolita Stratimirovića路86b号
+381 (0) 21/881-071 www.muzejzivanovic.com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 10 点 - 下午 4 点

 4   ART ET VINUM - 红酒精品店与美术馆  
地址：Mitropolita Stratimirovića路3号 
+381 (0) 62 412 674

 5   文化中心美术馆  
地址：Trg Branka Radičevića路7号 
+381 (0) 21/881-075

 6   多瑙河士瓦本土著文物保护基金会 - 文化中心 
地址：Andreja Volnog路1a 号 
+381 (0) 21/881-707 +381 (0)65/55-28-747 www.zavicajnakuca.com 
开放时间：提前预约
 
 7   火柴博物馆
地址： Mitropolita Stratimirovića路72 号 
+381 (0) 21/884-147 +381 (0) 62/521-351 www.muzejsibica.com 
开放时间：星期四 - 星期六，上午 10 点 - 下午 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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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姆斯卡
卡洛维奇

当地馆藏酒庄 

“四雄狮”自动饮水器

NOVO HOPOVO 修道院



1   牧首府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最不朽的 19 世纪建筑，融合了巴洛克风格
与伪文艺复兴风格。府邸内有一座金库——塞尔维亚东正教博
物馆。牧首府为萨利姆东正教主教的宅邸，也是塞尔维亚牧首
的夏宫。

2  集会教堂
圣尼古拉斯教堂教堂 (Church of St. Nicholas) 建于 1762 年，
只有一个中殿，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最华美壮观的 19 世纪建
筑的代表之一。其圣坛屏幕被认为是塞尔维亚巴洛克绘画的名
作。圣坛区留有一个圣骨匣，其中盛放了塞尔维亚第二位东正
教大主教的部分遗骸。1909-1910 年重建后方有如今的外观

3  KARLOVAČKA 文法学校 
创建于 1791 年，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文法学校。现有建
筑建于 1891 年，为德国籍塞尔维亚牧首 Anđelić 和他的兄弟 
Stevan 共同捐赠。如今已变成一所教授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的
语文文法学校。

4 “四雄狮”自动饮水器 
1799 年为纪念卡洛维奇首个供水系统完工而建。2007 年 10 
月，Karlovačka 文法学校校友 Miodrag Radulovački 教授兼博
士对其进行了改造重建。传言只要喝了这个饮水器中的水，终
有一天都会回到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

5  卡洛维奇神学中学
塞尔维亚第一所东正教神学中学，为大主教 Stefan Stratimirovic 
1794 年创立。1900 年，牧首 Georgije Branković 为满足教会和
人民基金会 (People’s Funds) 的需求，建造了 St. Arsenije 神学中
学学校。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 (Serb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旗下分支机构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档案馆也设在
这栋教学楼内。

6  和平教堂 
和平教堂建于 1817 年，坐落在基督教联盟部队与土耳其订
立著名的《卡洛维奇条约》 (1699)) 之地。在正式的世界外交
中，首次采用圆桌进行谈判。维也纳战争委员会 决定，最初的
会议室采用木材建造，后来改为如今的教堂。

7  罗马天主教堂
巴洛克风格的圣三一罗马天主教堂建于 1768 年，教堂大门是该
地区最华美的巴洛克建筑的典范之一。它坐落在史上著名的本尼
狄克教堂所在地之上。已多次翻新扩建。

8  地方行政长官大楼 
建于 1808-1811 年，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1848 年 5 月，在
这幢建筑露台上宣布的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宣言是与该
机构有关的最重大的事件。如今，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市政当
局总部位于地方行政长官大楼。

9  STEFANEUM
建于 1903 年。最初，牧首 Georgije Branković 提议建造这所
寄宿学校。二战结束后，Stefaneum 的命运与其他历史遗迹相
似，如今塞尔维亚全球社群成立的塞尔维亚人民学会设立在这
栋建筑内。

10  观景点
俯瞰整个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市内文化和历史遗迹及 Bačka 
平原之所。观景点最重要的部分要数两层室外舞台，舞台上
有一个镀金十字架（取代了几十年前的木制十字架）和诗人 
Duško Trifunović 的雕像。

11  上教堂玛利亚修道院
这座修道院供奉圣母玛利亚，1746 年在一座更古老的 16 世
纪教堂的地基上建造。教堂墓地埋葬了多位牧师和当地杰出人
士，塞尔维亚牧首 Georgije Brankovic 和 Lukijan Bogdanovic 也长
眠于此。

热门景点：
12  下教堂
这座教堂供奉圣使徒彼得和保罗。1599 年的记录首次提及该教
堂，1719 年在旧址上重建。教堂墓地种有一棵受国家保护的法
国梧桐，是萨利姆斯卡卡洛维奇伟大的历史遗迹。

13  神学寄宿学校 
卡洛维奇神学中学学生的寄宿学校，为牧首 Georgije Branković 
1903 年所建。这位牧首意识到寄宿学校对于神学中学及这所学
校学生未来的重要性，因此决定自行出资建造。

14  瓦尔安吉尔纪念碑
2007 年，为纪念俄国陆军上将 Peter Nikolayevich Vrangel，第一
座为俄国移民建造的纪念碑诞生。该纪念碑是俄国雕刻家 Vasily 
Azemsha 的作品。

15  药房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最古老的药房之一，建于 1890 年，目前仍
在营业，创立者为 Ludwig Strasser。这间药房的魅力在于其威尼
斯定制内饰，展现了 19 世纪下半叶的氛围。

牧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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