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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罗拉Vlorë - 西斯普罗提亚ThesproTia 

一段美丽的历史与自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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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美丽的历史与自然之旅

发罗拉Vlorë - 西斯普罗提亚Thesprotia地区 

“GRALB 体验旅游”项目，缩写为“GET”，正在“IPA II 跨境合作计划希腊阿尔巴尼亚 2014-

2020”下开发，优先轴 2。

促进当地经济，主题优先 2d。 鼓励旅游业，文化和自然遗产，具体目标 2.1 。保护文化和自然资

源作为跨境旅游发展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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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朋友们，

发罗拉Vlora地区位于阿尔巴尼亚西南部，地缘战略位置十分便利，紧邻大海，东依

山脉。 整个地区都可以通过本国的陆路和海路连接和分销走廊网络访问。 本地区是

该国旅游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以其众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其

拥有令人惊叹的海岸线、隐蔽的海湾、洞穴和丰富的海底世界，以及考古、历史、文

化、人类和经济财富。

GET 项目的文化遗产路线通过相关社区和市政当局的联合倡议促进区域一体化，同时

鼓励尊重文化权利、文化民主和多样性，重视共同遗产并为更好地理解欧洲基本原则

做出贡献。

您将要探索的文化遗产路线是发罗拉Vlora地区丰富多样的景观、人民和遗产的灵感

和见证，它为全国的旅游业带来了迷人的潜力。

经过这条路线，您可以步行穿过该地区的天堂般的海滩和自然奇观、奥利枯米Orikum 

和 阿曼蒂亚Amantia 考古公园、洛加拉Llogara 国家公园、卡拉布伦Karaburun半

岛和萨赞Sazan岛的壮丽景色、几个世纪以来建造的迷人而热情好客的海滨村庄，探

索前往阿尔巴尼亚南部海岸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海滩，参观繁荣的萨兰达Saranda市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布特林特Butrinti。

您所要做的就是享受它！ 

Ervis Moçka
发罗拉Vlora地区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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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洛纳Aulona（发罗拉 Vlora） 

_ 兹维尔讷次Zvërnec修道院教堂 

_ 奥洛纳Aulona 周围的墙壁 

_ 穆拉迪Muradie清真寺

_ 特里波特Triporti城堡

_ 奥林匹斯Olimpi古城（马夫罗沃Mavrove城堡）

_ 伊利里亚Illyrian城市阿曼蒂亚Amantia

_ 卡尼娜城堡 Kanina 

奥利枯 (ORIKU) 

_ 古老的被毁的村庄特拉贾斯村 Tragjas 

_ 乔恩•博查里Gjon Boçari 城堡

_ 奥里克Orik古城

_ 马尔米罗Marmiroi教堂 

_ 格拉玛塔Gramata岩石上的铭文 

德米村Fshati dhërmi
_ 庞家Pangjise修道院 

_ 圣斯蒂芬St. Stephen教堂遗址

乌诺Vunoi 村

希马拉Himara市

_ 希马拉Himara城堡

_ 珀尔多•怕乐尔默Porto Palermo城堡

切帕罗Qeparoi村

_ 索波特Sopoti城堡

昂切斯莫ONCHESMOS萨兰达（Saranda）

_ 奥赫兹姆Onhezmos城堡

_ 加科米 Kakome圣玛丽St. Mary修道院

_ 圣周五St. E premte教堂

_ 萨兰达Saranda犹太教堂和大教堂

GeT_ 发罗拉Vlora地区
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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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四十圣人修道院

_ 乐库尔斯Lëkursi城堡

_ 德玛dema墙

_ 圣乔治St. George修道院（萨兰达）

_ 布特林特 Butrint

  洗礼堂

  大圣殿

  剧院

  布林特治疗所

  罗马浴场

_ 阿里帕夏三角城堡

_ 位于 Vivari 河口的阿里帕夏城堡

FINIQ

_ 腓尼基Phenicia古城 (菲尼克Finiq考古公园）

_ 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修道院（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dELVINë
_ 卡梅尼察Kamenica村遗址

_ 卡梅尼察Kamenica教堂

_ 金•阿列克西Gjin Aleksi 清真寺

_ 德尔维纳delvina城堡 

52
54
55
56
58
60
61
62
64
64
66
67

68

70

72
72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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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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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时期

中世纪时期

现代时期

天然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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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罗拉是一座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城，原名奥洛纳。这座城市为无数游客提供许多自

然和文化古迹。发罗拉是一座港口城市，对阿尔巴尼亚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1912年

这里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

短暂参观历史悠久的广场将带您了解“鹰之国”！如果您沿着沿海公路向南方行驶，您

将到达发罗拉最美丽、最常光顾的海滩。

奥洛纳Aulona 
(发罗拉 V l o 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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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发罗拉做的事情......

•在国旗广场散散步 

•不要错过对该国历史最重要的纪念碑：独立纪念碑、国旗纪念碑和伊斯梅尔奇马利

Ismail Qemali墓。 

•参观穆拉迪杰Muradije清真寺，见证奥斯曼建筑的和谐，这是著名建筑师“米马尔西

纳尼Mimar Sinani”在阿尔巴尼亚留下的唯一作品. 

•在犹太路上了解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历史. 

•爬上 240 级台阶，在库祖姆巴巴Kuzum Baba的圣地, 从上往下看到发罗拉的景色. 

•在距离市区仅 20 分钟路程的纳尔塔Narta泻湖，您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参观阿尔巴尼亚南部最美丽的教堂之一, 兹维尔讷次Zvërnec修道院. 

•在洛加拉Llogara国家公园探索山海之间的完美和谐. 

•参加卡拉布伦Karaburun半岛和萨赞Sazan岛一日游. 

•享受下午沿着 5 公里长的步行街 Lungomare 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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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维尔讷次Zvërnec修道院教堂

圣玛丽修道院的教堂是十三至十四世纪的

一座建筑，位于兹维尔讷次Zvërnec 村的一

个小岛上。教堂以达到的比例和精心制作的

元素而著称，例如：带拱廊的外墙、十字架

的翅膀和鼓上的圆顶。主要空间，中殿，在

平面图上有一个细长的十字架形状。在其东

侧的尽头是后殿。祭坛与中殿被一个木制的

圣像隔开，上面雕刻着花卉和动物形态的人

物。在中殿的地板上有一块墓碑，其上两块

交叉的骨头之间雕刻着一个头骨，并附有以

下希腊文题词：

“肯多卡兰砸Kondo Karanxha长眠于此，

高贵的人，带着高贵的根与枝” 。

 卡兰砸Karanxhat 是发罗拉市有影响力

的贵族家族，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

该家族也保持着其社会和经济地位。 1563 

年，卡兰砸的一个后裔付钱给发罗拉的奥斯

曼统治者，以释放被他俘虏的五名威尼斯公

民。

在 8 月 15 日的圣玛丽节，附近村庄的众

多居民经常光顾该岛和 Zvërnec 修道院，

参加宗教庆典和仪式。该岛通过一座木桥与 

兹维尔讷次Zvërnec 村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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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洛纳Aulona 周围的墙壁

穆拉迪Muradie清真寺 

奥洛纳（Aulona）这座城市在公元 2 世纪

被 萨摩萨塔的卢锡安Lucian的Samosata1)

和托勒密Ptolemy2) 提及。在当前市中心发

现的城堡城墙碎片证明这座城堡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公元 6 世纪，但在挖掘过程中发现

的及古代作家和各种考古物品证明这座城市

的诞生更早。

这座城市以一座高山为支配，几个世纪以

来，这里一直是Teqe3) 别克塔西斯Bektashi 

教派的礼拜场所。拜占庭历史学家 Ana 

Komnena 表明，1108 年拜占庭人从这座她

1436 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金石学家 

Ciriaco d’Ancona 在发罗拉停留，在那里

他对圣乔治教堂印象深刻。最有可能的是，

在 16 世纪，这座教堂被土耳其人改造成一

座清真寺。

事实上，穆拉迪清真寺的石墙点缀着一排

排红砖、鼓和圆顶，让人想起拜占庭崇拜

对象的建造技术。在 1690 年征服发罗拉

之际，威尼斯人将这座清真寺变成了天主教

堂，但时间很短，因为 1691 年发罗拉被土

耳其人收回，教堂-清真寺终于恢复了其作

为伊斯兰教崇拜的对象。 

这座清真寺由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

米马尔西纳尼 (Mimar Sinani) 于 1537 年

建造。清真寺由一个立方体祈祷大厅（10 x 

称为杰森Jason的山顶上，跟随西西里岛诺

曼国王 Boemund 舰队的行动。 

发罗拉海岸是分隔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海

岸的最近点。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认为在

世纪XI-XIV，将大量军队运送到东方的最短

和最安全的方式是从布林迪西Brindizi港海

上航行到发罗拉Vlore。强调发罗拉的重要

作用是因为自 458 年以来，发罗拉被称为

主教座堂。尽管在历史资料中提到过，但这

座城市没有古老的基督教崇拜古迹的踪迹。

1)萨摩萨塔的卢锡安Lucian的Samosata: 是古希腊的讽刺作家、修辞家和小册子作者
2)和托勒密Ptolemy: 托勒密用古希腊语写了大约十二篇科学论文，其中三篇与后来的拜占庭、伊斯兰和西  欧
科学有关。
3)Teqe：一个苦行僧修道院，尤其是在奥斯曼土耳其

4)Mihrab：米哈拉布是一个半圆形的地方，在清真寺的墙上，显示出朝拜，即麦加天房的方向，也就是穆斯林祈
祷时应该朝向的方向。

11 m）组成，上面覆盖着一个圆顶和一个 

18 m 高的尖塔。在大厅的南部是米哈拉布

Mihrab4)。清真寺的入口在北侧，而尖塔位

于西北部。墙壁是用 “混合砖石” 建造

的，成排的石头和成排的砖块混合在一起，

这是米马尔希南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筑特色。 

清真寺建筑结构简单，从双色砖、拱门、

比例等细节处着手。



14

特里波特Triporti城堡

特里波特城堡是发罗拉湾的 4 个市政中心

之一。 Triport 的第一个防御工事属于公

元前六世纪。当时的城墙包围了约0. 6公顷

的面积。在那里还发现了一些砖墙房屋的废

墟。

公元前5世纪，有人居住的面积扩大了2公

顷。这一时期的城墙是用更大更规则的石块

建造的。公元前 4 世纪末，这座小山被新

城墙包围，形成了这座城市的卫城。城墙的

一部分下降到山脚下，直抵海边，盘旋了30

公顷的面积，将特雷波提列为伊利里亚主要

城市之一。 特里波特属于地势平坦的设防

城市，顶部有卫城。在山的西侧，发现了一

座类似寺庙的巨大建筑的废墟。大量的陶器

发现证明了这个城市发生的交流的规模。特

里波特Triport 被认为是古代发罗拉的所在

地。 

公元前 1 世纪后，由于纳尔塔Narta湖

的沼泽，特里波尔蒂开始衰落。这座城市

经济生活集中的港口退出了功能。然而，

在 1081 年，诺曼国王罗伯特 吉斯卡迪 

(Robert Guiskardi) 的舰队被迫在特里波

特登陆。 1670 年访问发罗拉的奥斯曼帝国

旅行家 Evlia Çelebi 写道：“在 兹维尔

讷次Zvërnec 村以西，海边，是 杰克借启

Jekgjeç 城堡，其为一个有大港口废弃的

废墟。在苏丹苏莱曼统治期间，发罗拉城堡

是用特里波特石建造的。港口的四端都是渔

网”。 

发罗拉城堡中重复使用的古老石块，与特

里波特的石块相同，证实了切勒比Çelebi
的说法。南墙长850 m，退潮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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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斯Olimpi古城（马夫罗沃Mavrove城堡）

在马夫罗沃村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座古城

的遗迹。这个地方被确定为奥林匹斯城，

它的名字出现在硬币和在那里发现的印章在

砖块上。拜占庭的斯特凡提到这座城市：“

奥林佩，伊利里亚Iliria城。民族名称 

Olympaios 或 Olympeus”。

在城址上发现了36枚铜币。其中，13 个属

于埃皮罗特联盟 Epirote League，8 个属

于 奥林匹斯Olympus。奥林匹斯币分为三

种：宙斯Zeus闪电、阿波罗Apollon方尖碑

和雅典/爱马仕Hermes之杖包裹的蛇。在奥

林佩发现的唯一铭文是公元前三世纪献给宙

斯梅吉斯托斯（Zeus Megistos）的铭文，

其中提到了一位政治领袖、秘书和共长。 

迄今为止的挖掘工作发现了非常古老的文

物，主要是当地生产的陶器，与奥林匹亚的

原始城市阶段有关。其他物品，如兵马俑、

青铜工具和硬币，属于后期（公元前五至

四世纪）。奥林匹斯墓地位于东北 2 公里

处。墓葬用石板条箱，有丰富的公元前 4 

至 2 世纪的存货。在那之后的生活褪色，

很可能是公元前 167 年帕尔 埃米尔 (Pal 

Emil) 毁灭性的战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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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里亚Illyrian城市阿曼蒂亚Amantia 

阿曼蒂亚是唯一的伊利里亚Illyria城市

被消息人士早在公元前 6 世纪提及的。

公元前三世纪初，阿曼蒂亚被列入皮洛士

Pirro国王的埃皮洛特同盟。 这也解释了该

联盟的多个硬币的发现。 在阿曼蒂亚发现

的 500 枚硬币证明了这座城市的经济生活

强度。 其中伊庇鲁斯Epirus的硬币占主导

地位，其次是大约 100 枚阿曼蒂亚Amantia

硬币，用于内部流通。

 阿曼蒂亚Amantia 是一个典型的伊利里

亚人聚居地，四周被围墙完全包围，周长为 

2200m。 第一期建筑，梯形和多边形石块，

加强塔和西南侧的拱门，属于公元前五世

纪。 在第二阶段，公元前四世纪，使用了

大的四边形石块并打开了新的大门。

从在该国发现的铭文来看，阿曼蒂亚有一

个类似于比利斯Bylis的社会组织，是阿曼

廷Amante社区的中心，设有议会和议员。

 

位于城市西侧在来自发罗拉湾的道路上的

城市墓地突显了阿曼蒂亚Amantia的规模和

重要性。这里发现了被拱门覆盖的巨大墓

葬，属于公元前四至二世纪。他们的库存以

意大利南部（Magna Graecia）生产的带有

红色绘画的花瓶以及科林斯式生产的青铜器

皿为代表。

还发现了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当地生产的银

饰，它们遵循公元前六世纪的当地模型。在

公元前三 - 四世纪陶器的生产完全在当地

的工作室中实现。

我们时代的前几个世纪发现阿曼蒂安是一

座接受基督教的城市。多立克神庙遗址旁边

的一座古基督教教堂的废墟证明了这一点。

大教堂属于六世纪初，但在 343 年和 347 

年的历史资料中提到了阿曼蒂亚Amantia的

主教，这一事实证明了当时阿曼蒂亚的基督

教社区组织良好，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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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女神庙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公元前 三 世纪，位于离城墙西南方

向 150m 。为了建造一座古基督教教堂，以

后这座寺庙被洗劫一空。寺庙原来是多立克

式的，两侧有直径0.80米的4根柱子，长边

是平坦的墙壁。从装饰在额头三角形的中音

浮雕中，保留了一位年轻女子的雕塑，供婴

儿饮用。虽然没有脑袋，但她设法再现了年

轻、美丽和充满活力的女性身体的弹性。世

纪铭文显示了献给阿佛洛狄忒女神的名字。

“在梅内姆Menem神的时代，进行了阿佛

洛狄忒神庙的重建。 阿曼蒂亚Amantia神庙

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不寻常的雅典娜林迪亚

斯神庙罗德岛Rodos非常相似。” 

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古迹是体育场，建于公

元前三世纪，距城墙约 150 m，位于城市

东部的天然露台上。 一侧有17级台阶，另

一侧只有8级。 石座上到处刻着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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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娜城堡 Kanina 

卡尼娜城堡被一整圈不规则形状的墙壁包

围着。这些墙圈都建于中世纪时期，但不

乏属于古代时期的墙段。城墙内围着的面积

为 3.6 公顷。古色古香的墙东端有门。在

它旁边发现了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多边形塔的

遗迹。十三至十四世纪的重建丰富了城堡，

有几个四边形、多边形、半圆形的大门和

塔楼, 发现了九个。在城堡的周边内部有

住宅区。已发现三个大蓄水池。其中一个在 

1307 年皇帝 Andronicus II Palaeologus 

的 古董文件中被提及，其中有一个弗朗吴

Frengu家族的名字，显然是该家族资助了它

的建设。  

在城墙东部地区的附近，发现了 15 个坟

墓。发现了公元前 4 世纪的陶瓷遗迹，涂

有亮黑色清漆。而公元前三世纪的陶器是用

阿曼蒂亚Amantia的特色泥制作的。已发现

古钱币铸造于阿波罗Apolloni，上面印有该

城市的名称以及阿波罗Apollon的头像。

 

发现的中世纪硬币属于拜占庭皇帝，

从 Joan Tsimitzes (969-976)、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和 Isaac II 

Angel Komnenos (1185-1196) ，还有西

西里国王曼弗雷德 霍亨斯陶芬 (Manfred 

Hohenstaufen) 的硬币；昂儒昂Anjouan、

威尼斯Venice和奥斯曼帝国。

在中世纪早期的骚乱之后，几个世纪以

来，直到奥斯曼帝国占领，发罗拉的教

会、军事和行政中心都搬到了发罗拉东南

约 3 公里的卡尼娜城堡。在二世纪托勒密

Ptolemy与位于发罗拉湾后面的阿曼蒂亚

Amantia一起，将卡尼娜Kanina称为海边的

阿曼蒂亚。

从公元前 4 世纪开始，卡尼娜成为阿曼

蒂亚人伊利里亚部落首都的出海口。在世纪

VI, Procopius of Caesarea 将 卡尼娜

Kanina 列入查士丁尼皇帝 (Kion) 从头开

始建造的城堡列表中。在中世纪，无论是西

方的还是拜占庭的，历史资料中都经常提到

卡尼娜Kanina。从其主导地位，这座城堡控

制着发罗拉湾整个拱门内军队和船只的每一

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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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娜Kanina 成为拜占庭帝国和伊庇鲁斯专制权的地方总督

的所在地。 

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儿

子曼弗雷德 霍亨斯陶芬Manfred Hohenstaufen突然袭击

发罗拉、斯皮纳里卡Spinarica山、培拉特Berat和都拉斯

durres。曼弗雷德国王Manfred任命了他的舰队指挥官菲利

普 奇纳迪Filiph Chinardi海军上将作为阿尔巴尼亚领地的

总督，他在卡尼纳城堡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他的时代，

发罗拉成为香料贸易的重要贸易中心，奇纳尔迪将香料从马

格里布Magreb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

洛哥和突尼斯),带到发罗拉，然后再运往威尼斯的大市场。

史料记载，奇纳尔迪海军上将在阿尔巴尼亚适应得很好，他

甚至娶了发罗拉地区第一贵族的女儿玛丽亚 弗兰克（Maria 

Frank）

曼弗雷德Manfred国王 在贝内文托Benevento战役中被法国

人查理一世 安茹Anjouan杀死。属于曼弗雷德的城市和城堡

由西西里新任君主查理一世 安茹Anjouan继承. 他任命他的

将军雅各布 巴尔西尼亚尼 (Jakob Balsiniani) 为卡尼纳

Kanina的总督。 

Anjouan 统治在发罗拉地区结束，拜占庭统治恢复。  

发罗拉传给塞尔维亚人 Stefan dushan，后者任命他的姐

夫、保加利亚王子 Johan Komneni 为他的总督，总部设在卡

尼纳Kanina。他的名字刻在一块石块上，今天位于地拉那考

古博物馆。 

暴君安德里亚 穆扎卡 (Andrea Muzaka) 在卡尼纳 (Kanina) 

统治了多年，然后是他的女婿，斯库台 (Shkodra) 的巴尔沙

二世 (Balsha II)。 

巴尔沙二世在萨夫拉战役中战败后，他的妻子科姆内娜

Komnene和他的女儿鲁吉娜 巴尔沙（Rugina Balsha）夺取了

财产。 

Rugina Balsha 被迫离开，将发罗拉全境的财产留给奥斯曼

入侵者。

X-XIII 世纪 

1258 年 

1266 年  

1284

1345 年 

1360

1385 年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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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利 枯 
(ORIKU) 

距离发罗拉 15 公里，位于卡拉布伦Karaburun山脚下，到达奥利枯米Orikum，这是阿尔

巴尼亚唯一的海军所在地。 从 2018 年起，奥里库姆码头被正式认定为国际港口。 城外

有一座古城的考古遗迹，但最大的吸引力是海湾尽头的卡拉布伦Karaburun半岛。 这里

拥有阿尔巴尼亚一些最迷人的风景，包括许多美丽的隐秘海湾，如格拉玛塔Gramata湾。 

今天，这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旅游中心。 

海滩,周围的群山和壮丽的Llogara松树林使 奥利枯Oriku与阿尔巴尼亚其他沿海中心相

比、的景观非常特别。 在进入 奥利枯米Orikum 镇前大约 1 公里处，有一条次要道路

通往 特拉贾斯村Tragjas 村。 山顶的旧悲剧是一个有许多故事的村庄，你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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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被毁的村庄特拉贾斯村 

Tragjas  

老特拉贾斯村位于山顶，它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村庄，它悲伤的外观让您感到惊讶。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村庄被意大利和

德国侵略者烧毁了 三 次。 

大约300间房子都被废弃了。它们没有屋

顶，墙壁的瓦砾上仍然出现燃烧痕迹。房子

都是用雕刻精良的重石建造的，一般为两层

楼，这使它们具有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峰房屋

的外观。房屋的建筑风格相似，村里的街道

都是用石板铺成的。 特拉贾斯村Tragjas 

的中心包含该地区一个村庄的典型元素：一

个为村庄提供山水的大型喷泉和一棵宏伟的

梧桐树。 

在 老特拉贾斯村Tragjas 的顶部，在一

个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不

朽陵墓。坟墓顶部有一颗星，上面有典型的

头巾和奥斯曼帝国的铭文。在坟墓的所有四

面，在大理石的侧面，都刻有大卫之星。这

座坟墓可能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位要人，最

有可能是皈依的犹太人。历史资料显示，在

皈依伊斯兰教后，发罗拉犹太社区的代表在

当地政府中获得了重要职位。其中之一名为 

davidoglou，在 XVII 世纪末成为发罗拉岛

的Sanxhak Bej 1。

1 Sanjak-bey，是奥斯曼帝国授予 Bey（高级官员，
但通常不是帕夏）的头衔，被任命为一个地区的军队
和行政指挥部（ sanjak）） 



26

乔恩 博查里Gjon Boçari 城堡 

当地人称它为“Gjon Bocari 城堡”，它位于老特拉贾斯村Tragjas 附近，呈四边形，

尺寸为30x18 米。墙壁高达4 m，宽1.80 m。在墙壁的底部有用于枪支的炮塔。在城堡的

北侧和东侧的拐角处，有两座多边形的塔楼。关于这座城堡存在的第一个消息是由十七世

纪的奥斯曼帝国登记册提供的、它说明关于一个名为 Gjoniqestra 的城市，即“乔恩的

城堡”。

根据登记册，另外 61 个犹太家庭住在那座城堡里。他们被安置在那个受保护的地方一

定与 1683 年至 1715 年间发罗拉的不安全感有关，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

和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这期间犹太人在亚得里亚 - 爱奥尼

亚海岸的城市吃了不少苦头。 

因此，在XV世纪犹太人从西班牙出走之后，我们有第二次从发罗拉的犹太人出走，以寻

找最受保护的地方。乔恩 博查里 Gjon Bocari 的城堡可能只是那个社区的临时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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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克Orik古城 

奥里克老城位于一座仅 32 m 高的山丘

上，其一侧位于爱奥尼亚海对面，另一侧与

杜卡特泻湖dukat相对。 

在 19 世纪，应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的要求，两位法国旅行家考古学家莱

昂 赫泽伊Léon Heuzey和建筑师奥诺雷 道

梅Honore daumet进行了一次探险，他们在

那里发现了凯撒Caesar战争时期最受关注的

遗址之一。 Léon Heuzey 在他后来的出版

物中说：

 “1861年，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古城的踪迹

并记录了各种地形数据，解释了它的名气，

也作为一个造船厂...... 那里的房屋形成

了一个连续的同心楼梯，每个楼梯都有小

路，四面都有许多楼梯，一直爬到卫城的高

度。它被一道防御墙包围，顶部是一座破败

的小教堂，圣人本人被遗忘在那里，他标志

着城市寺庙的中央广场。 ” 

奥里克Orik 于公元前 49 年进入亚得里

亚海-爱奥尼亚盆地的伟大历史，当时它在

与庞贝Pompeii的战争中被尤利乌斯 凯撒

Julius Caesar 征服。根据一位匿名的希

腊作家和地理学家 Pseudo-Scymnus 的说

法，“希腊奥里克是一座海滨城市，是由优

卑亚Euboea人建造的，他们在公元前 XIV-

XII世纪从特洛伊Troy战役中返回时面临强

风。” 但经过几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

量公元前VI世纪中的陶器，其中没有发现优

卑亚Euboea陶器残片。 

从阿尔巴尼亚-瑞士代表团进行的挖掘工

作中，发现了周围墙壁的一部分，状况非常

好，据信这周围墙壁是公元前四世纪末 -三

世纪初的。这道保护墙长 1100 m，围绕着 

7.8 公顷的面积。 

奥里克Orik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在 1950 

年代由阿尔巴尼亚-俄罗斯团队挖掘出来

的，原本认为本建筑物应该是一个古老的剧

院。在阿尔巴尼亚-瑞士代表团最近的发掘

过程中，科学家们意识到剧院音响效果不

佳，不可能是剧院。另一种理论是，它可能

是一个中央有一座雕像的公共广场，但其他

发现它的基础不是雕像的底座，而是揭示了

一条通往 2m 深、7m 长的运河的楼梯。建

筑物的这一部分是希腊-罗马式的，换句话

说，它是在尤利乌斯 凯撒Julius Caesar

大帝到来之前不久建造的。由于奥里克古城

没有天然的清洁水源，而且在通往山丘的

台阶上发现了侧渠收集雨水，科学家们得

出结论，所谓的剧院可以作为水库或若虫

（Nymphaeum）. 建筑的形状与古希腊和罗

马献给当地若虫的的建筑物完全一致，有时

这种工程也被安排为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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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发掘还发现了一座方形建筑的地基，大石块，四个边长正好640m。基石上刻有发现

的标记，表明了 12 根直径为 45 厘米的柱子的定位，这也证实了该建筑的高质量。这座

建筑一定有 3m 高，四面敞开，并覆盖着赤土瓷砖屋顶。在地面上发现了许多陶土砝码，

在古代，这些砝码用于将线系成一个圈。该建筑可能是制作衣服的地方，或者最有可能是

出售从卡拉布伦Karaburun采石场运输石头的船只的地方，这证实了奥里克 Orik 以石头

的开采和加工为生，主要从事造船业的理论。

此外，发现的大量豪华陶器和奥里克Orik从 三 世纪初开始铸造的 3 种硬币，表明奥里

克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据史料记载，奥里克有外港，可能是船只所在的范围和深度更大

的地方，内港位于泻湖。凯撒Julius Caesar大帝在他的记录

中多次提到它： “凯撒Julius Caesar将他的船只停泊在内

陆港口，在城市后面。” 

 

凯撒Julius Caesar还谈到了城大门口，其中发现了 两 个

大门，一个是希腊式的，另一个是拜占庭式的。在拆除东北

门的元素时，更清楚的是，奥里克Orik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非

常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其人民精心设计了防御系统。从这

座希腊式大门的结构中，发现了一块金属板，用于木门的

垂直枢轴。在古代，这种曲折的入口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根据古代记载，奥里克城是凯撒Julius Caesar和庞培

Pompeii之间内战的发生地。但在这些历史事件之后，发

掘表明奥里克的城市生活正在退化。 

在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奥里克Orik 被用于造船和作为

与港口“Pasha Liman”（帕夏港）名称相对应的海军基

地。

与 二战时期至1990 年代之前的不同，当时奥里克被认

为是其海军基地，如今这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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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米罗Marmiroi教堂 

离奥利枯米Orikumi约三公里，在山顶上

有一座献给圣玛丽的小教堂。 它在 1307 

年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Palaeologus)1  

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属于“自由十字架”

的教堂类型。 内部空间由已经破败的中殿

和前厅组成。 教堂内部呈十字形，双翼不

等。 西翼和东翼比另外两个长。 即使在外

面，该物体也具有自由十字架的形状，带有

不同的翅膀。 东墙上是半圆形的后殿，被

一扇小窗照亮。 

1  Palaeologus： 1282 年至 1328 年为拜占庭皇
帝 

在后殿可以看到几条砖，用于美学效果。 

教堂中间的四个壁柱支撑着拱顶、鼓和圆

顶。 没有装饰和壁画，马尔米罗Marmiroi

教堂缺乏“古文艺复兴”时代（十三至十四

世纪）建造的教堂的优雅和奢华。 这促使

学者们将其定为十二至十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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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玛塔Gramata岩石上的铭文 

如 果 您 乘 船 航 行 ， 在 卡 拉 布 伦

Karaburun多岩石且人迹罕至的海岸

上，在将德米dhërmi 与 朱赫泽斯海

角Gjuhëza Cape的距离中间的某个地

方，有一个直角的小海湾，它深入地

下，形成了一个沙柔软的梦幻般的海

滩。 

这就是格拉玛塔Gramata湾，其是

从公元前六世纪起被用作采石场，

为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都拉斯

durres（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

市提供物资。在海湾的南部，在光滑

的岩石表面，可以看到大量希腊和拉

丁铭文，这些铭文是由为了躲避强风

或海盗袭击而在该海湾避难的水手们

刻在规则的方格内的。铭文属于所

有时代。其中，有铭文回忆起 1369 

年，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帕拉奥古斯 

(John V Palaeologus) 在他著名的威

尼斯航行中也曾在此停留。 

古希腊铭文是写给 dioscuri 双胞胎

兄弟 Castor 和 Pollux 的，他们是

水手的守护神。 中世纪的希腊铭文是

对耶稣基督的祈祷。中世纪的希腊铭

文是对耶稣基督的祈祷。 

格拉玛塔Gramata 铭文的第一个通

知是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金石学家 

Ciriaco d’Ancona 发出的，他在 

1434 年沿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东

岸航行时在那里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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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嘎啦山脖Qafa e Llogarasë 下来，海边是最光顾的地方方之一，尤其是年轻人，德

米村dhërmi。  

这座古老的村庄，自公元前 49 年的凯撒Julius Caesar大帝被提及的，以其特有的两层石

砌房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德米村dhërmiu 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教堂的村庄，绝对值

得探索。 

村头是帕纳亚修道院教堂Monastery of Panaia，也被称为圣母修道院或圣玛丽修道院教

堂Monastery of Our Lady，是最早的建筑例子之一 。

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彼得 马可Petro Marko 出生在这个村庄，他的家乡是一座

文化古迹，您可以参观。拥有无数细微差别和壮观的蓝色海湾，德米dhërmi 从不会令人

失望。

海滩周围的悬崖是天然的迷宫，就像圣托德Shen Tod’hr山上 30 米长的海盗洞穴，为此

彼得 马可Petro Marko专门写了一本最有趣的小说。

德米村
F s h a t i  d h ë r m i

 庞家Pangjise修道院

 在德尔米村的头上矗立着庞家修道院，这是拜占庭建筑和艺术最早的例子之一。 修道

院教堂由两部分组成，各有特色。 西侧是一个长方形的环境，是后来增加的，今天作为

教堂的大厅。 东侧有一座小礼拜堂，作为祭坛壁龛，属于原建筑。屋顶呈方形，圆顶上

方有一个球形圆顶，带有四个窗口。 祭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

圣斯蒂芬St. Stephen教堂遗址 

下面在村子里，您可以参观圣斯蒂芬St. Stephen教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二至十三世

纪。 这座教堂与圣德米特里厄斯 St. demetrius教堂一起，具有特殊的建筑和肖像意义。 

代表圣斯蒂芬St. Stephen和圣德米特里厄斯St. demetrius的教堂壁画是该国最古老的壁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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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历史的小村庄，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和英国旅行家爱德华 李尔Edward 

Lear在此停留一会，欣赏教堂建筑和壁画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典型的中世纪风格，到处都

是雕刻的石屋，排列在山的一侧，就像一个圆形剧场，代表着乌诺人的纯洁和繁荣。

百年橄榄园中最著名的教堂是：圣斯皮里东St. Spiridon教堂、圣梅希尔St. Mehill教

堂、麦索迪圣玛丽St. Marise Mesodhise教堂、圣索蒂拉St. Sotiri教堂。

你可以在乌诺Vunoi做的事情：

乌诺 V u n o i  村 

 •  参观乌诺Vunoi 教堂的柏树。 （Vuno教堂钟声的柏树）。它是一座天然纪念物，

据说是在 1939 年种植在花瓶中的。虽然没有人关心它，但这棵树虽然从未长

高，但仍然充满活力和绿色。

 •  走在吉佩Gjipe峡谷。 800 米长的狭窄峡谷拥有迷人的自然景观，可带您前往 

Gjipe 海滩。据说“Gjipe”这个名字是由“上帝的海湾Gjiri i Zotit”这几个

词组合而成的，你一到那里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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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色的大海和典型的地中海绿色植物之间旅行后，您将抵达希马拉Himara。这个地方

拥有一切：美味的海鲜和地中海美食；美味的当地产品；古老的不朽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

产；令人兴奋的户外探险机会，如远足、潜水、皮划艇和跳伞；以及未受破坏的美丽和专

属海滩的湛蓝海水。 

城堡下方是利瓦迪 Livadh 海滩，而 Himara 市就位于它的南边。它历来是最常光顾的沿

海城市之一。最近，通过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得到了显着改善。向南，距

离希马拉约 2 公里，您可以入住波塔米 Potami 和 拉马尼Llaman 海滩。 

在希马拉Himara可以做的事情：

• 探索位于主海滩上方的希马拉Himara老城，在那里您会发现古老的建筑和街道、小商

店、咖啡馆以及享有壮丽海景的美丽希马拉Himara城堡。

 

•   乘船游览一些较小的港口，如斯皮莱洞穴和贝论巴为Pellumbas洞穴。 

• 在岩石上沿着海岸散步，甚至去更远的一些海滩，包括拥有真正热带风情的利瓦迪 

Livadh 海滩。

• 珀尔多 怕乐尔默Porto Palermo一日游，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迷人海湾，一些较小的海

滩邀请您放松一两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珀尔多 怕乐尔默Porto Palermo城堡，那里有

迷人的景色和许多值得探索的历史。  

•  在 菲利库里Filikuri 湾进行皮划艇冒险。这是一个秘密海滩，在夏季的几个月里根本

不是秘密！然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从不拥挤，因为它需要一些努力才能到达

那里。您可以乘船前往这个非凡的海滩，也可以租一艘皮划艇独自前往。

希马拉Himara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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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马拉Himara城堡 

这座城堡位于距城市 3km 的地方，海拔

约 140m，在公元 7 世纪被普林尼Plinyi1 

提及。根据凯撒利亚的普罗科匹乌斯

Procopius of Caesarea2 （六世纪）的说

法，希马拉城堡是由伊利里亚人查士丁尼

Justinian皇帝建造的城堡之一。

1 公顷宽的城堡空间被墙壁包围，其中最

早的片段属于公元前八世纪。直到近代不

断重建的墙壁忠实地遵循原始墙壁的相同路

线。在城内发现了科林斯式Corinthian3 的

硬币和铭文。不规则的墙壁风格和建筑形

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初。在公元前 

168年的德尔福delphi体育比赛名单中，希

马拉与凤凰Phoenix城和阿曼蒂亚 Amantia

城一起被提及，这表明希马拉Himara尽管面

积有限，但却是一座真正的城市。

 1020 年，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印记

证明希马拉Himara当时是一位主教。1480 

年，希马拉城堡成为大起义的中心，起义

包括希马拉和拉贝里亚Laberia全境。由希

马拉Himara人召唤的其首领是乔治 卡斯特

里奥蒂 - 斯坎德培 Gjergj Kastriot - 

Skënderbeu 的儿子 约翰Gjoni。 

即使在XVI和XVII世纪，希马拉Himara仍

然是反奥斯曼帝国起义的温床，该地区领导

人聚集在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教堂，

1 Plinyi：也叫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罗马
作家、博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罗马帝国早期海军和
陆军司令
2 Procopius of Caesarea：古希腊晚期的一个著名学
者
3 Corinthia： 科林西亚是希腊的区域单位之一

寄给罗马教皇和那不勒斯Naples和西班牙

Spain的君主的无数信件证明了这一点。

起义者在这些信件中自称为“斯坎德培

Scanderbeg国王的儿子”，继续与那不勒斯

王国的卡斯特里奥Kastriot后裔保持密切联

系。他们的纹章徽章，双头鹰和王冠，仍然

可以看到雕刻在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

教堂入口处的楣板上。由于这些联系，许多

希马里人在那不勒斯Naples王国避难。

 

希马拉Himara 大教堂是献给圣塞尔吉乌斯

St. Sergius的。由于此原因希马拉Himara 

有时在资料中也以 Sergiopolis（塞尔吉

乌斯市）的名字出现。城堡北边是圣迈克尔

St. Michael教堂，东边墙外是十八世纪的

圣玛丽St. Mary教堂。在城堡的入口处，左

侧是诸圣教堂，它也属于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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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尔多 怕乐尔默Porto 
Palermo城堡 

由阿里 帕夏 特佩莱纳Ali Pashe Tepelena 

于十八世纪末建造的城堡，呈等边三角形，

每边长度 60m，总面积 0.18 公顷。它的

墙壁高度达到17m。在它的角落里建造了三

座强大的塔楼。在海边的西侧，墙上装有炮

塔。 

传说这座城堡的建筑师是阿里 帕夏Ali 

Pasha的军事建筑师彼得 佩尔梅塔里Petro 

Permetari。也有人说，城堡入口处遗失的

铭文写着 “我帕夏大帝，阿里，建造了这

座城堡” 。建造这座城堡是为了保护港口

并控制希马拉人Himara的叛乱人口。 1803 

年，阿里 帕夏Ali Pasha把城堡和港口提供

给英国皇家海军。虽然传说是阿里帕夏为他

的爱人瓦西里奇Vasiliqi建造了防御工事，

但这仍然是一个传说，因为严格的军事工事

并没有什么田园诗般的。 

在冷战年代，珀尔多 怕乐尔默Porto 

Palermo成为一个秘密的海军基地。正因为

如此，该路段的国道改道到山脚下的另一条

路线上。在海湾的北角，在岩石中开辟了一

条很深的隧道，作为阿尔巴尼亚军舰潜艇战

时的避难所。 

在山的对面，仍然可以看到成簇的瓦罗尼

亚（Valonia）树，它们果实在整个中世纪

被用于威尼斯的皮革和纺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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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珀尔多 怕乐尔默Porto Palermo几公里处，依偎在一座高山上的是 切帕罗Qeparo 老

村。另外三边是深渊环绕，使 Qeparo 成为一座难以捉摸的城堡。村庄住宅本身，高高的

石头建造，类似战斗塔。 

当地人说，切帕罗Qeparoi的名字来源于这一地区常见的柏树植物（Qiparis）。 与南部

的其它许多岩石海滩不同，Qeparo Beach 沙子很细，前几米的海水很浅，与 德米dhermi 

和亚尔 Jal 海滩的深度不同。

切 帕 罗
Q e p a r o i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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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波特Sopoti城堡  

在 Himara 的 13 个村庄中，波尔什Borshi

是唯一的穆斯林村庄。与拉贝利亚 Labëria 
地区的大多数邻近村庄一样，其居民在 

XVII 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波尔什Borshi

是一个大而美丽的村庄，位于橄榄和柑橘种

植园之间。 

索波特Sopoti城堡位于距离大海 2 公里的

博尔什Borshi村，坐落在一座高高的岩石

山丘上，索波特城堡在拜占庭时期获得了

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 1204 年起，索波特

Sopoti城堡几乎被伊庇鲁斯大帝despotate 

of Epirus所有半个世纪。 但在1258年，

暴君天使米迦勒二世Michael the Angel II

被迫将其交给西西里Sicily国王曼弗里德

Manfreed。 

1371 年，索波特Sopoti城堡传给了阿尔巴

尼亚王子巴尔沙二世，他同年成为发罗拉和

培拉特整个地区的领主。即使在 1417 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索波特Sopoti仍然保

持其重要性。索波特与尼维擦Nivica和卡尔

迪奇Kardhiqi城堡一起确保了对拉比里亚

Laberia和希马拉Himara的控制。那不勒斯

Naples的西班牙人和威尼斯Venice人在当地

叛军的帮助下，多次试图从土耳其人手中夺

取城堡。在勒班陀战役期间，这一尝试似乎

取得了成功，但土耳其人于 1571 年夏天重

新夺回了索波特Sopoti，当时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穿越了整个爱奥尼亚和亚得里亚海岸，

重新征服了威尼斯Venice人新占领的城堡，

例如北部的乌尔齐尼Ulqini和巴尔Tivari。

索波特Sopoti随后恢复作为奥斯曼入侵者堡

垒的角色，以保持拉比里亚和希马拉的人口

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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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 

索波特Sopoti防御工事的中心是卫城，而在

东北部的城墙则是一座塔楼。直线的墙壁和

地形，创建了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平面，面

积为 2.5 公顷，将古老的索波特归类在小

城镇之间。古地块宽3m以上，两侧有四边形

凿块，横向相连。入口位于东侧中部，这里

是中世纪城市的入口，一个3m宽的画廊。

一座不朽的古墓，属于古代时期，离入口不

远。公元前四世纪中的坟墓是用长方形砌

块建造的。入口处是哈吉 贝多Haxhi Bedo

清真寺，它有一个大厅和一个圆顶，由阿

里 帕夏Ali Pasha的儿子瓦希尔 贝多Vasil 

Bedo正统封臣，建造的。 

一系列三角塔、几个蓄水池和公寓遗址属于

中世纪。在东北部，围墙外，可以看到一系

列干石住宅。单层住宅与坡地地形相吻合，

一楼环境，二楼两处，三楼三处，但由于缺

乏挖掘，并不清楚它们属于谁。 

考古发现和防御工事的建筑表明，真正的城

市诞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之初，它的生活一直

不间断，直到古代晚期，即阿里帕夏去世的 

18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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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兰达市拥有许多美丽的海滩，但也可以作为

探索美丽阿尔巴尼亚维埃拉海滩Riviera其他

地区的绝佳去处。萨兰达附近最受欢迎的海滩

是马纳斯提尔海滩、镜面海滩、海鸥海滩，以

及著名的卡萨米尔Ksamil群岛清澈的海水。 

卡萨米尔Ksamil 村被列为不容错过的南欧目

的地之一，您可以乘船或从萨兰达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前往。 

距 Ksamil 仅几公里的是布特林特Butrinti

古城，这是巴尔干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市

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

而“蓝眼Syri Kalter”，一个阿尔巴尼亚

的热带天堂，则位于萨兰达和吉诺卡斯特拉

Gjirokastra的中间。凭借美妙的餐厅和夜生

活，萨兰达Saranda市的活力为每位游客带来

欢乐。 萨兰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数字包围

并以数字命名的城市：城市入口处叫第六颈，

出口处的卡萨米尔（Hexamilia，六英里）半

岛，萨兰达Saranda这个名字本身在希腊语中

将是数字 四十40。

昂切斯莫O N C H E S M O S
萨兰达（Sa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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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赫兹姆Onhezmos城堡    

 在古代伊庇鲁斯的 12 座城市中，希罗

Hierokles1 克勒斯提到了 Onchesmos，或

现在的萨兰达，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古代

腓尼基城市的天然港口，它与科孚岛和意大

利南部有着早期的联系。后来，昂亨茨姆

在 415 年被提及为主教。在这些年里，一

座城堡建成，城堡的城墙和防御塔今天仍然

可以在今天的萨兰达市的中心看到。如今，

只有一小块碎片留在边缘附近。 昂赫兹姆

城堡位于城市中心，呈半椭圆形，内衬直

肋。海岸上墙壁的痕迹表明，墙壁也环绕着

海岸。 围墙周长850m，围墙面积5公顷。城

墙由石头砌成，用坚固的石灰砂浆连接，宽

2.50m，高6.50m，而在守卫的道路上，高度

达到了8.50m。奥赫兹姆Onhezmos城堡的生

命在VI世纪末结束，很可能被斯拉夫入侵发

生的。塔楼完好无损，一直到露台的高度，

以及一系列 V-VI世纪的三层住宅。 

奥赫兹姆Onhezmos 的厄运，是唯一的全保

存的VI世纪拜占庭式住宅完，被夷为平地，

以建造上世纪 20 年代的萨兰达。在奥赫兹

姆Onchesmos 的挖掘过程中，在腓尼基城和

古代晚期的各种考古物品中都被发现，并保

存了萨兰达考古博物馆。

1  Herakles： 是第二 世纪一位重要人物，遗
憾的是他的生平一无所知，但他是《伦理学》的最著
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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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科米 Kakome圣玛丽St. Mary修道院

圣周五St. E premte教堂  

加科米修道院建于 18 世纪，距离萨兰达Saranda 约 10 公里，位于海岸公路上，距离爱

奥尼亚Ionian海岸的 Kakome 海滩 1 公里，远离有人居住的中心。修道院包括教堂、塔

楼和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服务设施齐全。建筑群的中心是圣玛丽教堂，建于十六至十七世

纪，西侧有门廊，内部有壁画。

在教堂内部，基于4 根柱子上，创建了一个方形核心，带有 8 面鼓的圆顶升起。尺寸为 

6.8 × 6 米的中殿具有三个后殿的十字架形状。中殿由侧面后殿的 4 个窗户照亮，而祭

坛区域则由 3 个小窗户照亮。

 

修道院有许多建筑元素，如拱门、柱子、框架，由雕刻的石头制成。整个建筑群被高高的

石墙包围，入口大门所在的地方，保护得很好。 

陆科瓦Lukova是位于萨兰达和希马拉之间阿尔巴尼亚里维埃拉的另一个沿海村庄，约有 

3,000 名居民。从萨兰达 (Saranda)往发罗拉 (Vlora)的方向 驱车 25 分钟即可到达或。

该村庄位于高地，享有爱奥尼亚Ionian海的壮丽景色。从村庄出发，您可以沿着公路行驶 

4 公里，10 分钟即可到达陆科瓦 Lukova 海滩。

隐藏在树林中的一座小山上，还有一座古老的东正教教堂。这座教堂为带圆顶的大教堂

式的教堂，其历史可追溯至 XVII世纪。 教堂有2个入口，一个在南侧，另一个在西侧。

内部空间大小为 12.6 x 6.3 米，有六根柱子，拱门位于柱子上。教堂钟楼也是重要的建

筑和历史元素。据史料记载，该钟于1695年由那不勒斯国王捐赠，但是于1967年随着独裁

时期许多教堂和清真寺的毁坏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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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兰达Saranda犹太教堂和大教堂

 萨兰达犹太教堂位于市中心，在公元 4 世纪的城堡内。它分为 5 个连续的阶段，从 

II-III 世纪到 VI 世纪末，当时在595 年被入侵斯拉夫被大火烧毁。 II-III 世纪的前两

个阶段属于一座富丽堂皇的罗马别墅，马赛克地板带有几何和花卉图案。在四至六世纪的

第三和第四阶段，这座别墅成为了一座犹太教堂，是巴尔干地区最稀有的犹太教堂之一，

也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一座。 

马赛克碎片突出了烛台（7 翼烛台）的象征，讲述了大教堂的犹太史前史。博物馆图案

的中心是烛台，圣经将其描述为摩西Moses插入耶路撒冷Jerusalem圣殿的金色七枝金烛

台。因此，它自古以来就是犹太教的象征，今天是以色列国的象征。其他马赛克也以圣经

中的图案为特色，包括耶路撒冷Jerusalem圣殿的正面。 

在 V 至 VI 世纪，犹太教堂中增加了一座带有基督教教堂后殿的大型祈祷大厅，地板

上有烛台的环境和用于宗教服务的蓄水池。这些添加物，尤其是高质量的马赛克，表明

在 VI 世纪犹太社区处于经济繁荣之中。到 VI 世纪末，犹太教堂改建为早期的基督教教

堂，其马赛克镶嵌画与布特林特Butrinti洗礼堂的镶嵌画相似。萨兰达犹太教堂是在阿尔

巴尼亚和以色列联合考古任务的挖掘过程中发现的。

Saranda synag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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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圣人修道院

 四十圣修道院位于海拔 211 m 的山丘

上，靠近 乐库尔斯Lëkurësi 城堡。修道院

将城市从昂切斯莫Onchesmo更名为萨兰达（

该城市今天的名称），是巴尔干半岛和亚得

里亚海朝圣者的大规模朝圣地，并致力于纪

念塞巴斯蒂亚Sebastia的四十位烈士。

 

根据圣巴兹尔St. Basil1 的说法，40 名

承认是基督徒的罗马士兵被省长谴责在寒冷

的夜晚，在小亚美尼亚Armenia的塞巴斯特

Sebaste（今土耳其的锡瓦斯Sivas），在冰

冻的湖面上赤身裸体过夜。其中一名士兵投

降，进入湖边的热水浴池，放弃基督教的人

可以进入。他一进门就死了，守卫士兵看到

他身上有一道神光，脱下衣服，加入了其他

三十九人。 

黎明时分，叙述者硬化的身体仍然有生命

迹象，被焚烧，骨灰被扔进河里。然而，基

督徒把剩下的贵重物品收集起来，分发到许

多城市。就这样，对四十烈士的崇敬之情蔓

延开来，无数的教堂为他们而建立。 

修道院教堂是一座七后殿教堂，长43 米，

宽23米，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教堂之

一，大小可与尼科波尔Nikopol2 教区3 教堂

和埃及Egypt古代晚期教堂相媲美。 

1 St. Vasil：凯撒利亚的巴兹尔，也被称为圣巴兹尔
大帝，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在小亚洲卡帕多
西亚（今土耳其）的凯撒利亚马萨卡的主教。
2 Nikopolis 或 Actia Nikopolis 是罗马Epirius伊庇
鲁斯省的首府。 它位于现代希腊的西部。
3 dioqeze教区：在教会治理中，教区或主教区是主教
管辖下的教区。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与劳索斯Lausos宫
4 的相似之处也可以追溯到 40 圣人修道

院。鉴于其规模、地上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结

构以及装饰，认为该修道院是由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中央政府委托建造的。 

地下室包含 10 个环境，其中一些保存着 

VI 世纪和 IX 世纪的壁画。在其中之一，

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的是，圣徒被描绘成

胡须上的光环，象征着 40 位圣徒的辛劳。

 

修道院的第一次破坏发生在 551 年东哥特

人Ostrogot入侵期间，并于IX 世纪重建。

修士们一直住在里面，直到 1878 年希腊

士兵的弹药库爆炸。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

再次摧毁了废墟。

4 Lausos宫：劳索斯宫，是一座位于君士坦丁堡的 5 
世纪建筑，由太监劳索斯收购并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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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astery of  40 Saints is located on a hill 
211m above sea level, near the castle of  Lëkursi. 
The monastery, which renamed the city from 
Onhesm to Saranda (current city name), was a mass 
pilgrimage site for pilgrims from the Balkans and 
the Adriatic and is dedicated to the Forty Martyrs 
of  Sebaste.

According to St. Basil1, forty Roman soldiers, 
who had openly confessed themselves Christians 
were condemned by the prefect to be exposed 
naked upon a frozen pond on a bitterly cold 
night, in Sebaste, in Lesser Armenia (present-day 
Sivas in Turkey).

Among the confessors, one yielded and, leaving 
his companions, sought the warm baths near the 
lake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for any who might 
prove inconstant. As soon as he entered he fell 
dead and the guard soldier who saw a divine light 
upon him, threw off  his garments, and joined 
the remaining thirty-nine. At dawn, the stiffened 
bodies of  the confessors, which still showed 
signs of  life, were burned and the ashes cast 
into a river. Christians, however, collected the 
precious remains, and the relics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many cities; in this way, veneration 
of  the Forty Martyrs became widespread, and 
numerous churche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ir 
honour. 

1 Basil of  Caesarea, also called Saint Basil the Great, was an East 
Roman bishop of  Caesarea Mazaca in Cappadocia, Asia Minor 
(modern-day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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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库尔斯Lëkursi城堡

乐库尔斯Lëkurës城堡位于 Lëkursi 村的废墟附近，在十八世纪末由阿里 帕夏Ali Pasha

的袭击后被遗弃。这座城堡由苏丹苏莱曼尼 (Sultan Soleimani) 于 1537 年建造，作为

控制萨兰达市的必要条件。 

城堡为方形平面，42 x 44 m，西北和东南有两座圆形塔楼，西边有一座矩形塔楼。 2米 

宽、7米高的城墙被无数步枪炮塔穿过。炮兵主要集中在塔楼。在其左侧有一座 XVI 世纪

的后拜占庭式小教堂，表明城堡的驻军主要由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组成。 

1878 年，乐库尔斯Lëkursi城堡和 40 圣徒修道院一样，在驻军与从科孚岛Corfu登陆的

希腊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 如今，乐库尔斯Lëkursi 城堡已被改建为旅游胜

地，提供餐厅和酒店服务，并以其非凡的景色，如今已成为一年四季都吸引着众多游客的

迷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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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玛dema墙 

德玛dema墙位于萨兰达Saranda科萨米利

Ksamil 路上，被认为建于公元前 V 世纪。 

这堵墙旨在防止敌人对布特林特Butrint

的攻击。在圣乔治St. George修道院的东边

可以看到城墙的痕迹，这是一座 XVII 世纪

的后拜占庭式建筑。 

从建筑性质来看德玛dema墙就像罕见的古

代盾牌，它始于大海，止于Butrint布特林

特湖。在中世纪的资料中，这堵墙被称为“

俄扎米尔Examil 墙”，这个名称在拜占庭

时期起因与著名的 Hexamilion（建于科林

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的“6 英里长

城”）的功能相同。当威尼斯人于 1386 年

占领布特林特时，他们为确保占领这座城市

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重建和加固这堵墙。

 

德玛墙长 650 米，宽 7 - 9.6 米，由两

堵 2.8 米 宽、相距 4 米 的独立墙组成。

墙的极大宽度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希望创造

一个无懈可击的屏障。它用于放置重型武器

并为部队和战争机器的快速移动开辟道路。

在这方面，他是古代最有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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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乔治St. George修道院（萨兰达） 

圣乔治St. George修道院建于XVII世纪在古老的德玛墙遗址

上。 在它的前面展现了西部爱奥尼亚Ionian海和东部布特林特

Butrint湖的奇妙景观。

 

圣乔治St. George修道院属于防御型寺院，四周是高大坚固的

石墙，用于保护的众多炮塔脱颖而出。修道院的原始建筑只属

于教堂。 其他场所是后来的建筑。 

修道院教堂是一座单面教堂（20 x 10 m）,中央区域覆盖着高

鼓上方的圆顶。 圆顶坐落在一系列连续的拱门上。 教堂的墙

壁上有三层连续的壁画。



57The Monastery of  St.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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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林特 Butrint

城墙北侧还有气势磅礴的“狮子门”，因

雕有狮子撕牛的形象而得名。这座大门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但经过重建

并一直使用到中世纪。穿过这道门，就可以

进入城里，城西边有一口井，至今仍有水。

井上有一幅壁画，描绘了孔雀和女性半身

像，可能是若虫。希腊文的铭文说：“若尼

娅•鲁菲娜，若虫的朋友” 。

布特林特靠近通往希腊、爱奥尼亚海和亚

得里亚海的最重要贸易路线的有利地理位

置，影响了该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坚固

的城墙、城市文化古迹和考古记录证明了这

座城市从古代、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历史时

期和发展。 这

座城市建于公元前 XV 世纪，是一座防御

工事的中心。公元前 V 世纪之后，人们的

生活从卫城转移到了湖岸和维瓦里运Vivari

河。扩大的城墙有几个门，例如“Porta 

Scaea”，这是维吉尔Virgil1 在他的史诗

作品“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给特洛伊城门

Gates of Troy之一起的名字。 

1 Virgil：Publius Vergilius Maro，俗称维吉尔，是
奥古斯都时期的古罗马诗人。

Buthrotum; Bouthrotos 
自古在公元前 V 世纪希腊和罗马作

家在就提到了布特林特Butrint。公

元前510年，布特林特被称为 “卡翁

的巴特罗特Buthrot of Kaons” ，

将这座城市的起源与伊利里亚Illyr-

ia部落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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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两座城门，靠近大殿的“塔门”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以

及“西门”，它建于希腊化时期并在中世纪

用城墙加固以提供卫城上的一个更安全的入

口。 

古希腊时期 

从公元前 4 世纪开始，布特林特通过在卡

翁Kaon人的控制下，后来在伊庇鲁斯国王皮

洛士King Pyrrhus of Epirus统治期间，被

并入了伊庇鲁特Epirus同盟2 。在希腊化时

期，公元前 III 世纪建造了阿斯克勒庇俄

斯神庙、剧院、集市和其他公共建筑。 

古罗马时期 

这座城市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是在罗马帝国

时期。公元前 I 世纪，布特林特落入罗马

统治之下，给这座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带

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布特林特成为阿尔巴尼

亚南部最典型的罗马城市。建造了新建筑，

包括Aqueduct3 渡槽、罗马浴场、几座房

屋、一个Forum4 论坛和一个Nimfa5 若虫。

事实上，论坛是建立在以前的 Agora 之上

的。 

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时期 

中世纪时期，在卫城西部建造了一座五角

形不规则的城堡。城堡由塔楼、低矮的建筑

和围墙组成。这座城堡于 20 世纪初由意大

利探险队重建。如今，这里有布特林特博物

馆，展示了布特林特的一些考古发现。 

2 Epirus同盟：古希腊部落的联盟
3 Aqueduct：用于输送水设施、供水网
4 Forum：一个长方形的论坛（广场），周围环绕着几
座重要的古代政府建筑的废墟，建于奥古斯都时期（
公元前 27 年 - 公元 14 年）
5 Nimfa：一座献给若虫的纪念碑

在城市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宏伟的方形塔

楼，由威尼斯人于 1560 年建造。在 1651 

年至 1663 年期间，由于在那里发生的主要

战斗，布特林特落入了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

的手中。布特林特一直处于威尼斯人的控制

之下，直到 1797 年威尼斯共和国垮台，

之后它才被阿里帕夏•特佩莱纳 (Ali Pashe 

Tepelena) 拥有。 

由于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很高，布特林特古

城最初于 1948 年被选为文化古迹。同时，

布特林特古城于 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阿尔巴尼亚

共和国第一个考古遗址。 

阿尔巴尼亚近代时期 

今天，布特林特展示了一系列古迹，见

证了从希腊和罗马神庙到奥斯曼城堡 2000 

年的历史。许多雕塑，如“布特林特之得

啊dea”、奥古斯都Augustus雕像、阿格里

帕Agrippa等，都是在剧院挖掘过程中发现

的，今天它们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国家考古

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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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林特 Butrint

洗礼堂
洗礼堂是布特林特早期基督教时期的主要古迹，是整个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此类建筑之

一。洗礼堂呈圆形，直径13.5米，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圆形洗礼堂。同时它被认为是地中

海洗礼池中最有成就和最复杂的结构。洗礼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V 世纪，而中央场景和

马赛克则是在 VI 世纪添加的。 

中央场其中心是洗礼池。洗礼堂的东墙上有一个小龛（小地方），水源由罗马时代建造

的渡槽提供。洗礼堂的支撑结构由两个环组成，每个环由 8 根埃及花岗岩同心柱组成。 

柱子的柱头带有古基督教的符号，石楣搁在这些符号上，圆顶鼓继续在它们上面。 整个

结构有 24 个内半柱，由外圆墙包围。在这面墙周围，为仪式的成员放置了一张长凳。 

地板上铺着五颜六色的马赛克，图标显示了与基督教和贵族生活的联系。马赛克由七个

带有几何图案的环描绘，奖章内的动物和鸟类是伊甸园Eden Garden的代表。

Aerial view of  the Bapti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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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殿
布特林特古代晚期的主教堂可以追溯到 VI 世纪，被认为是整个拜占庭时期同类建筑中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即使在今天，这座古迹的墙壁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高度。

 

大教堂有一个 T 形平面，宽 24 米，长 32 米。大教堂被木屋顶覆盖，中央中殿有两层

楼的高度。祭坛与中殿被一个石祭坛隔开，其中还留有一根柱子。 7米宽的中央教堂中殿

以祭坛区域结束，由底层的三个窗户和它们上方的一个大窗户照亮。 

地板铺有矩形石灰石瓷砖，但祭坛壁龛除外，它铺有小石马赛克，形成几何图案。大教

堂的风格与古代伊庇鲁斯首都的大教堂相似，布特林特是其中的一部分。 

The Great Basi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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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 
剧院是布特林特古城最重要的古迹之

一。它是由意大利考古学家 Luigi Maria 

Ugolini 在 1928-1930 年间发现的。该剧

院建于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III 世纪，其位

于卫城的南侧。它的规模和结构表明它可

以容纳大约 1700 - 2000 名观众。布特林

特剧院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楼梯部分、

舞台和管弦乐队。 

观众坐的楼梯部分呈半圆形，顺应山体的

自然线条。它由巨大的石块建造，围绕着

管弦乐队。它分为两个部分，上一个有13

排，下一个有15排。楼梯分为五个部分。

前排座位被称为尊位，雕刻和装饰着豹

爪，这是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dionis的伴

侣动物。

管弦乐队是圆形场地，位于舞台前和观众

面前。它是用石头铺成的，被认为是剧院

的中心部分。如今，这部分已被淹没，并

被现代场景所覆盖。舞台由前后台两部分

组成，狭窄的走廊供演员进出和活动。 

公元 II 世纪，罗马时期，剧院大规模扩

建，舞台被完全重建为一座大型两层罗马

风格的大理石外墙建筑。

布特林特 Butrint



63



64

布林特治疗所 

罗马浴场

布特林特的治疗场所建于公元前 V世纪中，是一个长矩形结构，用作阿斯克勒庇俄

斯Asclepius神庙附近的治疗场所，希望得到治愈的信徒就睡在那里。在病人的催眠睡

眠期间，神出现了，他给了他们适当的治疗建议或进行了手术干预。根据埃皮达鲁斯

Epidarus（古希腊城市）的铭文，这种睡眠不是自然的，而是来自特殊物质的麻醉性睡

眠，用于完全麻醉以进行手术干预。 

在这些类型的 治疗场所中，病人的治疗是基于祭司医生的技能和众神的神力，在这种情

况下是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 

发现钱币的地方和剧院的铭文“是用阿斯克勒庇俄斯先生的收入建造的”，表明病人的

治疗是付费进行的，药物是当时布特林特的主要经济来源。

 治疗柱廊是一座简单的两层建筑，大小为 29.70 x 5.70 米，由被四个通道隔开的前

墙、侧壁和屋顶组成。它的结构显示了两个睡眠区：男女分开，与其他此类卧榻相同。历

史记录表明，布特林特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之前的主要医院中心之一，将其列为科

斯Kos和埃皮达鲁斯Epidarus等主要治疗中心的类别。今天仍有四根柱子仍然可见，最初

由拱门连接，以内部和外部支撑为特征。

罗马浴场是布特林特挖掘的首批古迹之一。 它们建于罗马时期，并在 II 世纪进行了重

大翻新工程。 他们的南部和东部尚未开发。 

罗马浴场由几个与热房（caldarium）相连的房间组成。 房间里有一种古罗马供暖系

统，可以用蒸汽加热地板和墙壁。 水和房屋的加热是通过烤箱和地板进行的，地板下的

空间由砖柱支撑。 其他房间是更衣室（apodyterium）、温暖区（tepidarium）和冷水区

（frigidarium）。

挖掘证实，这座建筑是用大理石覆盖的，地板上镶嵌着一幅马赛克，上面有复杂的黑白

几何设计，框在长方形的白色和红色边框内。

布特林特 But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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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帕夏三角城堡
（在维瓦里Vivari运河南侧，伦德拉附近，在布特林特）

三角形城堡位于维瓦里Vivari运河左岸，

布特林特镇对面。城堡呈三角形平面，长50

米，面积0.12公顷。在所有三个角落，它都

有三个圆塔和两个沿着 5.50 米 高墙的入

口。正门在南墙中间，另一个在北墙。

XIII世纪末，城堡呈正三角形，四周有2.3

米宽的城墙，中间有两座炮塔交叉。 

XV世纪，威尼斯人在城堡的西南端建造了

一座装有大炮塔的圆柱形塔楼，其二楼设有

窗户、烟囱和小炮塔。在 XVIII 世纪，在

三角形的末端又建造了两座塔楼。一楼设有

四个炮塔，而驻军所在的二楼则有烟囱和小

炮塔。  

这座城堡一直是拿破仑Napoleon的法国军队

和阿里帕夏Ali Pasha之间争论的焦点。根

据一名法国军官在 1797 年 10 月 25 日的

记录，为了使阿里帕夏无法使用堡垒，法国

人放火烧毁了其中的两座塔楼，同时炸毁了

另一座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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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Vivari 河口的阿里帕夏城堡 

城堡位于爱奥尼亚Ionian海的维瓦里

Vivari运河入海口附近。它由阿里帕夏•特
佩莱纳 (Ali Pasha Tepelena) 于 1807-

1808 年建造，目的是阻止法国军队登陆科

孚Corfu岛，后者要求阿里投降布特林特。

 

此城堡呈四边形，尺寸为 28 x 36 米（包

括墙壁），其每角落有四座塔楼，北侧有一

个住宅区。面向大海的两座塔楼呈圆形，而

对面的另外两座塔楼则呈四边形，两个后者

塔楼的中间是朝东的主拱门。

这座城堡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从外部保

护它的塔楼外，它还有一个内部防御系统。

进入城堡，到院子里有四个壁龛，里面装

有步枪炮塔，一个是用来保护城门的，另外

三个在东墙，用来炸掉城门后歼灭敌人。海

上防护是通过两座坚固的塔实现的，塔壁厚 

2.8 米，高 5 米，塔上装有大炮塔。山丘

对面的塔楼由1-1.2 米厚的步枪炮塔保护。

城堡有两座城门，一城门位于东城墙的中

部，另一城门位于北城墙的中部。后者直接

与维瓦里Vivari运河相通，因为城堡一侧的

城墙距离后者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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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Q 
腓尼基Phenicia古城 (菲尼克Finiq考古公园）

腓尼基Phenicia古城（菲尼克Finiq考古

公园） 古老的腓尼基城市位于今天的菲

尼克Finiq城市的一座小山上。在其黄金

时代，公元前四世纪，腓尼基Phenicia是

卡翁Kaon伊利里亚部落的首都，在皮洛士

Phyrros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 297-272 

年），它成为埃皮罗特Epirote联盟的主要

中心之一。 

该考古遗址是由乌戈里尼 Luigi Maria 

Ugolini 于 1926 年发现的，他是意大利

考古团的负责人。这些发现证明了自史前时

代以来的生活，但今天最明显的废墟属于希

腊化-罗马城市，以其防御工事而闻名。罗

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称腓尼基为

Phenicia “伊庇鲁斯Epirus最大、最富有

的城市”。此外，其他古代资料也承认这座

城市的作用，尤其是在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20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Philip V五

世与罗马使节在腓尼基签订了和平协议。

考古遗址的主要已知部分是环绕整个山丘

的城墙、最古老的城市定居点所在的东部地

区、希腊化的集市，即所谓的“两个危险之

屋”，分为两个庭院、卫城、剧院区和墓

地。 

从城市遗产中保存得最好的坚固城墙建于

公元前 4 世纪初。它们长4700米，由四边

形石块建造，其中一些尺寸巨大。 

古城有几个城门和一个长约50米的窄长

卫城，位于山顶。它建于公元前 5 世纪下

半，内部有许多公共建筑。卫城内部是希腊

和罗马城墙的遗迹。在村子里，希腊城墙的

遗迹很少，但罗马遗迹很多，大部分都包含

在现代建筑中。 

在卫城，乌戈里尼Ugolini发现了用于保

护城市金库的遗址，以及附近的一座大型大

教堂。

卫城的东边是一座建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剧

院。它的直径为135 米，可容纳20,000 - 

22,500名观众，因此在所有古剧院中它排名

第三。剧院由楼梯部分（观众席）和在古代

戏剧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合唱团组成。 

在山的西边发现了带有希腊化时期墓葬的

墓地。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发现的墓葬

中，墓葬采用了骨灰盒或双耳瓶，放置在砖

砌的房间中。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坟墓挖

入地下并用石板隔离。在三世纪下半叶，墓

葬大多用实心砖隔热。罗马时期主要是用屋

顶覆盖的砖墓，以及瓮中的墓葬。 

这座古老的腓尼基Phoenicia城市具有重

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是阿尔巴尼亚文化遗

产的组成部分。腓尼基古城于 2005 年获得

国家考古公园的地位。在腓尼基Phoenicia

发现的大理石雕塑保存在布特林特、萨兰达

和地拉那的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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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修道院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村的南边是

圣尼古拉斯修道院，它直接依赖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的族长。除教堂外，仅存有

防御城墙的废墟，从修道院的原始建筑中幸

存下来，其中包括一个长100米，宽80米的

领土和一座防御塔。此外，还保留了一座西

向（一侧）高 10米的塔。防御墙的年代早

于现有的教堂。今天不存在的修道院房间是

后来建造的。 

修道院实际上是一座坚固的修道院。修道

院教堂呈现出原始的建筑风格，专家们认为

它与已知类型的拜占庭教会建筑没有相似之

处。这座教堂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是十一至

十四世纪阿尔巴尼亚保存的拜占庭式教堂中

最大的一座，也是最古老的建筑古迹之一。

它的外观呈立方体形式，尺寸为 17.20米 x 

11.04米，中央部分高于两侧，并覆盖有 4 

个圆顶。 

教堂在十三世纪下半叶采用了现在的形

式，后殿的壁画属于1793年以后的时期，在

当年地震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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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INë
卡梅尼察Kamenica村遗址

卡梅尼察Kamenica教堂

 卡梅尼察Kamenica遗址位于宽山Mali Gjere西南坡脚下山西南坡脚下，德尔维纳delvina

镇以北约2公里处。周边地区土地肥沃，牧草良好，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该村曾在十七世纪被居民遗弃，可能是因为瘟疫流行。如今，这里已是两坡上的废墟，村

子中心周围有许多建筑，邪教建筑，还有庭院和狭窄的街道。这些是过去建筑遗产的反

映，这是这个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纪的村庄的另一个特征。 

卡梅尼察村，从城市规划来看，具有明显的中世纪拜占庭城市特征。 

除了众多保存比较好的住宅外，卡梅尼卡还有两座教堂，属于十四至十五世纪。第一座

教堂建在村子的西南侧，第二座教堂位于村子的最高处。西侧地势急剧下降，而另一侧则

与村落破旧的房屋接壤。这座教堂的墙壁被保留到原来的高度。平面是长方形的，有一个

祭坛周围的区域尺寸为 3.9 x 8.1 米。在东侧，建筑以一个五边形的后殿结束。这座教

堂也是用石头建造的，而砖块被用作装饰元素，特别是在五边形后殿的外侧。后殿的中间

开了一扇双层窗户，中间被石灰石柱子隔开。 

 金•阿列克西Gjin Aleksi 清真寺

 在 1431 年的第一次奥斯曼帝国人口普查中，德尔维纳delvina被列为一个共有 60 间房

屋的村庄。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德尔维纳成为地区的中心，这带来了它的快速发展。同时

德尔维纳delvina 也是主教中心，依赖于约阿尼纳Ioannina的大都市。与此同时，还建立

了几个街区，如 金阿列克西Gjinaleksi、卡罗博达特Kalopodat、把不吃Papuçi、木克尔

西Mukërsi、维拉蒂Vllahati、卡拉 Kala。 

1583 年奥斯曼帝国进行了详细的人口普查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仍然绝大多数是基

督徒，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教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多数人口皈依伊斯兰教之后，这

些教堂的一部分倒塌了。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伊斯兰圣地。 

1592 年，当大多数人口皈依伊斯兰教时，圣普罗德罗姆St. Prodrom教堂被改造成 金•
阿列克西Gjin Aleksit 清真寺。 金•阿列克西清真寺位于 delvina 以西的金阿列克西

Gjinaleks 主要街区，现在称为 茹散Rusan。 金•阿列克西Gjin Aleksi 清真寺状况良

好。



73

 德尔维纳delvina城堡

 德尔维纳城堡是一座文化遗产古迹，建在一条以两条小溪为终点的岩石山脊上。城堡分

为三个建造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一世纪的建立阶段。每个阶段有三座塔。第一座塔保

留在底部，呈半椭圆形，尺寸为 6.50 米 x 3.50 米。第二座塔呈不规则圆形，尺寸为 

6.70 x 5.40 米。第三座塔呈不规则六边形，有 2-4 条长肋和 0.9 米宽的墙。 

1670 年访问德尔维纳delvina的著名旅行家伊本•迪尔•穆罕默德•德尔维斯（Evliya 

Çelebi）写道：“德尔维纳delvina城堡与它的美丽毫无相似之处。” 续写也令人惊

讶：“城堡内有三座小房子，一个食品库和一个蓄水池。在它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

市场或浴室，没有客栈或清真寺，因为它是一座很小的城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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