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维萨德
短途假期（城市小憩）

第一天

了解一座城市节奏最好的方法就是参观中心广场
了，因此在诺维萨德的所有旅行中都会在自由广场
下车停留。重要的节日和音乐会都会在这片区域举
办。

在SvetozarMiletić的倡议下，他的纪念碑从1893年起
就坐落在广场的中央位置。在建筑师Đerđa Molnara
的项目下，自由广场的地标性建筑-市政厅被建造
起来。 众所周知的诺维萨尔球也曾经长期存在。

在自由广场上，市政厅的旁边矗立着诺维萨德主
教座堂，一座建立于1893至1895年的哥特复兴式建
筑。这座教堂也是建筑师Đerđa Molnara的杰作，很
多诺维萨德居民也称之为“大教堂”。

即使是最没有耐心的步行者也会享受的诺维萨德核
心之旅，一路贯穿Zmaj Jovina街，直通多瑙河。
在那里也正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的正统宫殿，建
于1741年。宫殿紧靠着圣乔治教堂，那里有塞尔维
亚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Paja Jovanovic画的圣
像。 沿着多瑙河街的，是一些诺维萨德最古老的
建筑物：建于18世纪上半叶的白狮大厦以及城市图
书馆。在街道里有一系列的外国艺术品，同时也有
很多商店，餐厅，烘焙坊，通道......

在街道的尽头你将迎来多瑙公园，一片满是绿色的
绿洲以及很多古迹。很多人相信如果你在诗人，画
家Đuri Jakšić的耳边轻语，他将会满足你的愿望。
穿过公园是
Vojvodina博物馆以及Vojvodina当代艺术博物馆。

如果你有两三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你可以看
到和参观更广阔的城市核心，周围是Zlatna 
greda、Miletic、Grckoskolska、Pasiceva

和Maria Trandafil广场。你将会找到建筑
platoneum，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Novi Sad分
部的总部，以及标志性的房屋，或者是塞尔维亚
最大的捐助者Maria Trandafil的诞生地。附近的
广场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由于她的捐赠，建造了
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塞尔维亚文化和科学机构建筑
Matica Srpska。
附近还有尼古拉耶夫斯卡教堂，这是建于1730年的
最古老的东正教教堂，1913年，米列瓦马里奇和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儿子们受洗。在里程的尽头，是
希腊天主教的圣使徒彼得和保罗，是为数不多的在
1849年发生的诺维萨德轰炸中没有遭受损失的建筑
之一。

诺维萨德是美术馆与博物馆之城。在位于市中心
的美术馆广场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重要展览。Matica 
Srpska艺术馆的永久展览为参观者提供了观察18世
纪和19世纪塞尔维亚创造力的机会。在第一次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间，Pavle Beljanski纪念收藏保
存并展出了最重要的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艺术作
品。艺术画廊Rajko Mamuzic的礼物收藏保存并展
示了二战后的塞尔维亚当代美术作品。晚上，我
们建议您欣赏塞尔维亚国家剧院的歌剧和芭蕾舞表
演，以及在诺维萨德会堂举行的古典音乐音乐会。

彼得罗瓦拉丁要塞

诺维萨德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就是彼得罗瓦拉丁
要塞-多瑙河上的直布罗陀。它是欧洲保存最完好
的防御工事之一，与此同时一个杰出的欧洲军事建
筑典范。建造于1692至1780，它覆盖了112公顷的
土地，有10个大门，12000个炮口和一个可容纳400
门大炮的地方。这座堡垒被一个钟塔所控制，它
是诺维萨德的标志，也被称为“醉酒钟”，因为它
大的时针显示的是小时而小的时针显示的是分钟。

在今天，彼得罗瓦拉丁要塞是一个由艺术工作室、
诺维萨德博物馆、画廊和61工作室、天文馆、餐厅
和咖啡馆组成的区域。这也是欧洲最大的音乐节之
一——Exit举办的地方。

堡垒的脚下是巴洛克式的城镇，是彼得罗瓦拉丁
的一部分，罗马天主教会的圣尤拉吉教堂在1701到
1714年之间建造于此。在此附近有：贝尔格莱德大
门（18世纪），奥地利将军和克罗地亚总督Josip 
Jelacic的出生地（1801-1859）和塞尔维亚东正教
圣保罗教堂（1922年）。

我们建议您在堡垒的上高原或某家餐厅的露台上
停下来欣赏风景，或者尝试一下“丰泽利奥波德一
世”特色美食。

第二天
岸边的诺维萨德

在夏天，除了参观彼得罗瓦拉丁要塞和城市核心，
我们建议您在大河上发现这座城市的所有美景。多
瑙河是诺维萨德的主要河道，在这条河边上，不仅
有最古老的街道和有代表性的建筑，还有新的城镇
区、散步道、海滩、棚屋和村舍。据许多人说，多
瑙河上最美丽的海滩，当然也是最受欢迎的城市海
滩，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各种体育竞赛、音乐
会、节日等都是在夏季举行的。

诺维萨许多居民在渔人岛和卡梅内尔都有小屋,众
多物流和餐馆也坐落在那里。从那里你可以开始以
一种轻松的在多瑙河航行或去到它的支流,岛屿和
沼泽。苍鹭,夜鹭以及其他稀有鸟类栖息于此。

在多瑙河的左手边是Sremska Kamenica ，诺维萨
德的一部分，靠在Fruska山的斜边上。在那中心的
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以及zmaj博物馆，或Jovan 

Jovanovic Zmaj 生前住过的地方。特别的景点是
Kamenicki公园和Marcibanji—Karaconji城堡坐落
在那里。

夜间娱乐

每年都有超过两百个节日在诺维萨德举行，最著
名的当要数EXIT音乐节。此音乐节自2000年建立以
来已有超过九十个国家的听众，两次荣获年度最佳
欧洲节日的称号。不仅如此，诺维萨德还将于2021
年成为欧洲文化之都，2019年将成为欧洲的青年之
都，每一年都还会有其他很多的内容。

  古典音乐爱好者可以享受诺维萨德的音乐庆典
（NOMUS）。此外，在夏季结束时，从2000年开始
的街头音乐家节日将组织起来，它给诺维萨德街道
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大众或小众的的艺术家们的表
演。
  
诺维萨德还有着悠久的戏剧传统，而最持久的节日
是斯特吉诺波佐杰和国际新旧剧场节INFANT。即使
是最年轻的人也不会被遗忘，因为每年都有许多有
趣的文化和娱乐内容被组织起来，其中最著名的
是“zmaj的儿童游戏”。

在诺维萨德中，你不需要等待一个特殊的场合或
活动来享受美好的时光——你可以享受去咖啡馆、
俱乐部、迪斯科舞厅、酒馆、啤酒屋和划木筏。
在这样的“热身”之后，去诺维萨德的夜生活的中
心—— Laze Telečkog街或者在Ribarac的一些筏子
上，调整晚上的休息时间来适应你的情绪和音乐品
味。

从“第一手”来探寻诺维萨德夜生活地图，因为它
是不断变化和充实的季节。

诺维萨德-旅行

1  从犹太人角度看诺维萨德
 时长：65-70分钟。语言：英语/塞语 集合地

 点：图书馆广场-市政厅前
 2 从女性角度看诺维萨德
 时长：70分钟。语言：英语/塞语 集合地

 点：图书馆广场-市政厅前

3  诺维萨德-立刻出发 
 时长：65-70分钟。语言：英语/塞语 集合地

 点：图书馆广场-市政厅前
 4 彼得罗瓦拉丁要塞
 时长：65-70分钟。语言：英语/塞语 集合地

 点：尼古拉主教广场，彼得罗瓦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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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与美食

在诺维萨德，你可以用你的空闲时间购物，在
几个大的购物中心，从“ New Bazaar’’ ”
和“ Paris Magazine ”到“ Merkator ”和购
物中心“ BIG ”。然而，如果你更喜欢在开阔
的露天下购物，那么连接Pasic、Zmaj Jovina和
Dunavska街的神秘的商店和纪念品商店将会让你
着迷。

在漫长的散步之后，你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
挑选一个理想的午餐或晚餐的地方。许多诗都是
关于当地特产，这是有原因的。如果你打算住在
诺维萨德严格意义上中心，并尝试当地最好的特
色菜，如果你参观了众多的餐厅，并尝试了一些
特色菜，那你就不会错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美食变得越来越流行。
除了在世界各地种植的意大利菜之外，你还可以
享受到美味的中餐、法国菜，以及漂亮的鱼/地中
海餐馆，或者是专门为素食者提供餐点的餐馆。

真正的享乐主义者，除了用于口味的烟花外，还
可以获得独特的环境，这是欧洲这一地区的特
色，在多瑙河沿岸的独特餐饮设施，或诺维萨德
附近的众多餐厅中。

第三天- 弗鲁什格拉山

弗鲁什格拉山地区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弗
鲁什格拉山的植物群和动物群,风景 ,温泉湖泊是
基于独特爱好的旅游(远足、自行车，发现罕见
的植物和鸟类钓鱼,打猎),也为休闲和旅行计划,
在大自然中的学校,健康水疗中心/健康旅游、骑
马、滑雪橇,收集草药和蘑菇……

如果你通过穿过Petrovaradin和Tekija的路驶向
弗鲁什格拉山的话，你将会见到以基督教为主导
的，建造用于纪念Petrovaradin战争及基督军
队大胜奥斯曼人（1716）的罗马天主教圣母教
堂（1881）。在同一条路上的下一站是Sremski 
Karlovci，一个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很重要的巴
洛克小镇，因为它曾是Karlovac Metropolis以
及Patriarchate的指挥部。Bogoslovija是在那
里建立的，第二个在东正教世界，还有Karlovac
体育馆，这是塞尔维亚人的第一个。主要创建
在18、19世纪文化的纪念碑和机构被用作装饰: 
Patrijaršijski dvor, Karlovačka gimnazija, 
Saborna crkva, Kapela mira ——建在1699
年Karlovac条约签署的地方,Bogoslovski研讨
会——Bogoslovija的一所寄宿学校,喷泉”四个
狮子”,为表彰完成第一个供水工程而建造的。

Sremski Karlovci在种植葡萄树方面有着悠久的
传统，在弗鲁什格拉山的著名葡萄酒中心也有
Irig、Banostor和Sid。你知道吗，罗马皇帝马可
奥里利乌斯普罗布在3世纪的时候在弗鲁什格拉
山的葡萄园里第一次进行了种植？皇帝显然知道
他在做什么，因为这片土地，加上它的成分和在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气候，对种植优质葡萄特别有
利。多亏了他，这个地区的葡萄栽培是欧洲最古
老的葡萄种植区之一，从那以后，弗鲁什格拉山
吸引了许多人。著名的是里瑟斯宁哥、弗兰科夫
卡、梅洛、甘美、黑种马、葡萄、奥斯布鲁奇。
还有Bermet，一种真正的甜酒。这种饮料完全是
由来自弗鲁什卡戈拉的葡萄园的葡萄酿制而成
的，它富含24到26种芳香族草本植物，据说是在
著名的“泰坦尼克”上食用的。
岛上山地之旅

如果你没有在美丽的酒庄里因美酒的味道和气味
迷失了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疗），你可以利
用你的一天时间去弗鲁什格拉山周围散步。这座
山为徒步旅行者和步行者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并
且赢得了跑步的轨道，尽管没有必要处于最佳状
态——只要你有一些有经验的导游，他们可以向
你展示弗鲁什格拉山所有的美丽。每周有组织
的登山项目将徒步旅行爱好者带到旅游区域，
其中包括：Strazilovo, Glavica, Popovica, 
Iriski venac, 电视塔, Zmajevac, Brankovac, 
Andrevlje, Osovlje, Lezimir, Letenka 以及 
Testera. 除了这些区域，你还可以去参观一些湖
泊。

这座只有539米高的山，也被称为“塞尔维亚的
阿托斯”或“塞尔维亚的圣山”，因为它有多
达16座修道院：: Krusedol, Grgeteg, Staro 
and Novo Hopovo, Vrdnik, Jazak, Velika 
Remeta, Mala Remeta, Beocin, Rakovac, 
Djipsa, Privina Glava, Kuvezdin, Petkovica, 
Besenovo 以及 Sisatovac。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走路，你可以在Vrdnik and 
Slankamen温泉中找到栖身之所，除了治疗方案，
还会提供令人愉快的抗压力包，在夏天你可以享
受他们室外游泳池的疗愈水。

最好的纪念品，不仅可以是你从这里取来的一些
弗鲁什格拉山酒，还有弗鲁什格拉山的一种受保
护的产品——林登蜂蜜，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蜂
蜜不同，它含有林登的60%的花粉粒。只有在弗鲁
什格拉山如此的气候条件下林登还在生长，同时
也赋予了它奇妙的味道。

在美丽的伏伊伏迪那平原

如果你沿着苏博蒂卡路进行十公里的愉快驾驶
后，你会来到Cenej，一个古老的村庄，现在被称
为“鲍勒里村”，这是一个传统的伏伊伏迪那的
庄园，它保留了过去时代的精神，自制的食物和
在平原上奔跑的马。在一种氛围中，乡村家庭在
果园的荫凉下，有传统的食物和优质的葡萄酒，
你至少可以放慢时间享受。您可以随意去到的
是“Salas花园”/“Salas 137”（带有住宿的餐
厅3*），（提前预定）“Pajin Salas”（餐厅）
，“Brkin Salas”（食物和住宿4*），“米特萨
拉斯”（有住宿的餐厅2*），马术中心的康复，
娱乐，放松和“在马鞍上的教育” Salas 341，
以及教育营Cenej SOSO Milan Petrovic。此外，
还有“汽车营农场47”和“Bulac”餐厅。

Cenej保留了诺维萨德的荣耀，它是前南斯拉夫航
空中心的中心，因为它幸存了下来，甚至在今天
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众多机场之一。Cenej机场主
办了名为“诺维萨德”的航空俱乐部，曾在那里
举行了欧洲滑翔杯。

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

你知道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从诺维萨德开始他的职
业生涯的吗？1847年，他在这里举办了他的第一
场大型音乐会，灵感来自一个美丽的城市，甚
至写了“纪念诺维萨德”的作品。然而，他更著
名的作品“美丽的蓝色多瑙河”诞生了，根据传
说，在Futog，他是著名的Kotek的客人。伯爵的
家族Kotek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
迹。由于他们的捐赠，在这个地区有第三大器
官的耶稣心脏罗马天主教会被建立了起来。在
Futog，位于库兹马和达姆扬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

堂建于1776年。 

不仅是这蔚蓝的河和有趣的历史，Futog必须提供
一种独特的专长，就是被土耳其人写下并广泛传
播的传奇- Futog的卷心菜。对他来说，Futoska 
kupusijada是专门为Vojvodin的受保护的产品而
设立的节日，在2008年，Futog的公民们通过制作
6556卷心菜卷，打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

对于真材实料的特色菜，你可以试试SUR guest 
house的”Splav-Dunavac”, 以及 “Blue 
Danube”。

离Futog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Begec”的村
庄，它是由Begec’s carrot来庆祝的，这是一个
受地理起源保护的产品。

Begec依靠的是大自然的纪念碑Begec’s pit，这
是一个为雏鸟提供重要栖息地的地方。这里有渔
场、海滩、周末度假村和餐饮设施。

在这里，你可以在其中一个餐厅里吃午饭或晚
饭：“Cardi kod Brase ”，“ Cardi na jami 
”，或者在“Cvejin salas”体验一下这个地区
真正的农村家庭的氛围。在当地烹饪旁边的鲍厄
里，你也有三颗星（有需提前预定）。

Kovilj, Budisava 还有 Kac

Kovilj是一个古老的定居点，坐落在Koviljsko-
Petrovaradin沼泽边上。它在13世纪第一次被提
及。这个定居点有两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据传
统，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Kovilj教堂是由圣大
萨和加夫里洛建立的，它是由圣萨瓦建立的。在

Kovilj，有两个来自19世纪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
堂。塞尔维亚东正教的主教主和圣使徒汤姆的教
会，同时也是著名的塞尔维亚作家、诗人和翻译
家Laza Kostic的出生地。

这个定居点位于科维尔杰斯基-彼得瓦拉丁沼泽的
边缘。它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保护区，延伸至4840
公顷。宽阔的沼泽是在古老的多瑙河支流上形成
的。它是一个注册为IBA地区的稀有鸟类的栖息
地。Arkanj地区是一个著名的渔场。

白鹳是这个地区最著名的居民，在几乎每一个灯
柱上，你都会看到它们的一个巢穴。

你可以在Sajka地区最年轻、最古老的村庄——
Budisava和Kac，体验真实的建筑和生活方式。

布迪萨瓦（Budisava）是诺维萨德郊区的一个定
居点，它的中心由罗马天主教会，在1908年以新
哥特式的风格建造，塔楼高45米。在教堂附近，
有一个由Tibor Milanovic先生的大力宣传所建造
的Ethno房屋。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渡时期，
有一个博物馆展览展示了布迪萨瓦的大部分居民
的房子内部结构。在院子里，有一组农业工具，
用来处理土壤的工具，一个旧井，以及一系列的
照片，展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居民的社会生
活。

卡茨（Kac）距离诺维萨德有八公里。在定居点
的中心是建于1840年至1844年的塞尔维亚东正教
圣尼古拉斯教堂，在村庄的入口处（从布迪瓦方
向），有一个新成立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
致力于基督的复活。对于钓鱼爱好者来说，这里
有一个渔场——克尼维尔（Crni v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