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之旅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欢迎的接待，运输到 Inđija 市（因吉亚）Pansion Park（公园宿
舍），就在 E75 高速公路和多瑙河边附近。住宿。晚餐在附近的生动形象 Salaš Stojšić
（斯托伊希奇农场）。长期传统的保持，美味的当地食品和坦布拉演奏者的音乐是这个农
场的主要优点。过夜。
早餐后，乘车到 Stari Slankamen （旧斯兰卡门） - Inđija 直辖市的可爱村庄，它位
于多瑙河畔，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因许多的自然价值和文化与历史古迹而著名，包括多
瑙河的河畔，Tisa (蒂萨)河的入口，黄土型材，蛇纹石式的街道，Acumincum 要塞的遗迹，
土耳其浴室的遗迹，教堂，温泉，游艇码头，茅舍（čarda） 和酒厂。为期 2 小时航行多
瑙河和蒂萨河。午饭 - 在多瑙河里捕获新鲜的鱼。参观圣尼古拉教堂作为在该地区最古
老的东正教教堂之一。参观“Acumincum”酒厂，品酒。除了了解葡萄酒生产的过程以外，
还提供参观来自 1567 年的土耳其浴室遗迹的机会。开车到位于 Novi Slankamen 村庄（新
斯兰卡门）的 Begluk 射箭手俱乐部的训练场和向目标射击的项目 - 价格按每完成的射击
和使用的子弹类型计算。回到 Inđija 市 Pansion Park，参观 Inđija 市的畅货购物中心，
晚饭， 过夜。
早餐后，离开 Pansion Park，运输到位于多瑙河边的 Beska 农村，乘船到 Krčedinska ada
（河心岛)，参观 Krčedinska ada，拍照之旅，品尝当地的特产。Krčedinska ada 是位于
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河心岛， 它是名称叫 Koviljsko-petrovaradinski rit 的特殊自然保
护区的组成部分。其海岸约 10 公里长，面积几乎 9 平方公里，所以，从 Drava （德拉瓦
河）河口直到蒂萨河和多瑙的河口， Krčedinska ada 是多瑙河最大的河心岛之一。这是
许多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重要的鱼苗孵化场，许多种类鸟的栖息地，并且，自古老以来，
因其马畜群，波多兰牛群和这里吃草的羊群，包括土著物种的猪和驴而著名。它是不变大
自然的绿洲，由于在自然环境中能看到许多的动物，它特别有吸引力。由于此，Krčedinska
ada 对于自然，生态和拍照之旅的爱好者都是真实的仙境。午餐在 „Sidro“（“锚”）餐
厅，位于多瑙河边的这个餐厅是 Inđija 直辖市最有名的餐厅。下午 3 点半左右开车到
Sremski Karlovci 市（斯雷姆-卡尔洛瓦茨)，作为塞尔维亚人的文化，教育和精神中心。
住宿在 Hotel Dunav （多瑙酒店），其特点是看往河流的非常美丽的露台。过夜。

早餐后，浏览 Sremski Karlovci 市装饰精美的巴洛克中心 - 主教宫，神学院，圣尼古拉
大教堂以及了解这个塞尔维亚部地区巴洛克艺术最宝贵的象征-在四只狮子旁边的喷泉，
裁判法院，天主教教堂，卡尔洛瓦茨中学作为最老的塞尔维亚中学包括纪念图书馆，它保
留某些塞尔维亚文学的最重要作品。随着游客的愿望，请访 Sremski Karlovci 市的著名
酒厂之一以及品尝 Fruška Gora (夫撸斯卡小山）著名的葡萄酒。坐旅游双体船为期 1 小
时船行多瑙河。午餐。运输到 Petrovaradinska tvrđava （彼德罗瓦拉丁堡垒）作为 Novi

Sad (诺维萨德市) 的象征，从堡垒顶部上能看得到美丽的多瑙河风光。游览诺维萨德的
历史中心 - 自由广场，大教堂，步行购物区即 Zmaj Jovina 和 Dunavska 街。晚饭在最著
名的诺维萨德餐馆之一。回到位于 Sremski Karlovci 市的酒店。过夜。

第5天

早饭后，经过贝尔格莱德走高速公路开到位于塞尔维亚中东部的 Despotovac 市（代斯波
托瓦茨市)。访问模型公园，这里能看到塞尔维亚中世纪最重要修道院的模型。参观在 15
世纪初建造的 Manasija (玛拿西亚）修道院，它也被称为 Resava 修道院，按同名的附近
河流取了名。游览继续在非常美丽和自然不变的地区，直到 Resavska 洞穴，这是塞尔维
亚最美丽的洞穴之一，其非常丰富的洞穴饰品很有名。观光。传统的午餐，餐馆位于著名
的瀑布 Lisine 旁边，其美丽和清新性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开车到 Banja Ždrelo 酒店。
住宿。健康和水疗项目。过夜。

第6天

早饭后，参观非常美丽的地区， 直到 Donji Milanovac 市（下米拉诺瓦茨）和贝尔格莱
德，休息的时间包括丰富的传统午饭和对 Lepenski Vir 考古遗址 和 Golubac（哥鲁巴茨）
要塞的访问。住宿在 3 星级的酒店“贝尔格莱德”。晚餐，包括音乐节目在 Skadarlija 波
希米亚区的一个餐馆里。过夜。

第7天

早餐后，坐开放的旅游大巴为期 2 小时游览贝尔格莱德 - 国家大剧院，共和国广场，圣
萨瓦教堂。 午餐。短期的自由时间 - 私人的计划。下午运输到 Avala 山 （阿瓦拉），
参观被恢复的阿瓦拉电视塔。丰富的传统晚餐，品尝白兰地，葡萄酒和优质的熏制品。回
到酒店。过夜。

第8天

早饭后， 自由的时间直到往贝尔格莱德机场的运输， 离港航班，计划和服务的结束。

价格 /双人房 / 655 欧元，最少 8 个人; 630 欧元，最少 15 个人; 600 欧元，最少 20 个人; 570
欧元，最少 30 个人
包含 : 用高类旅游小巴 - 巴士的运输 , 1 BB 和 1 HB 在 Inđija 市 Pansion Park, 晚饭在 Salaš
Stojšić, 船行 Dunav 河和 Tisa 河, 第 2 天提供的午饭, 在酒厂品尝葡萄酒, 坐船去 Krčedinska ada,
拍照之旅，品尝当地做的产品, 第 3 天在 Sidro 餐馆提供的午饭， 1 HB 和 1 BB 在 Sremski Karlovci
市 Dunav 酒店, 游览 Sremski Karlovci 市, 主教宫和中学的门票, 坐旅游双体船船行多瑙河，第
4 天提供的午饭， Novi Sad 市博物馆地下画廊的门票，在 Novi Sad 市餐馆里的晚饭，模型公园的
门票，Resavska 洞穴的门票，为 Manasija 修道院的捐助,在 Lisine 瀑布旁边的餐馆里提供的午饭，
1 HB 在 Banja Ždrelo 酒店, Lepenski Vir 考古遗址的门票, 第 5 天提供的午饭, 2 BB 在 Beograd
酒店, 第 6 天在 Skadarlija 餐馆提供的晚饭, 坐开放的旅游大巴游览贝尔格莱德，第 7 天提供的午
饭，丰富的结束晚饭包括白兰地，葡萄酒和熏制品的品尝，Panacomp zemlja cuda 旅行社的伴奏者
用中文 24 小时提供的支持和专家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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