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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普罗提亚ThesproTia-发罗拉Vlor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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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斯普罗提亚Thesprotia地区-发罗拉Vlor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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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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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由：

公共和私人政策研究所（主要受益人） 

地址：Rruga Donika Kastrioti，P.14，地拉那Tirana，阿尔巴尼亚。 

发罗拉Vlora地区委员会（项目受益人） 

地址：Pallati i Kulturës Labëria，发罗拉Vlora，阿尔巴尼亚

西斯普罗提亚Thesprotia 商会（项目受益人） 

地址：Agion Apostolon 55, P.C. 46100 伊古迈尼察，希腊Greece。

InnoPolis：“创新文化中心”（项目受益人） 

地址：Platonos 33,25100, Aigio, 希腊

 设计与布局

公私政策研究所 

图片来源

塞斯普罗提亚会议厅、塞斯普罗提亚文物馆、乔治奥斯•马拉米迪和马尔科斯•尼古拉

文本

比德拉斯 奏普琉斯，亚历山德罗斯，帕帕萨齐，伊奥纳瓦西里基波塔基&马尔科斯•尼古劳（在忒斯

普罗提亚文物局、迈特迪奥斯•耐特里斯神父、卡索劳克斯博士、洛戈塞蒂斯先生、萨尼斯&布雷斯

塔先生和整个艾拉塔利亚文化协会、卡拉马斯阿奇隆科孚管理局、维克斯先生和所有在区内开发旅

游产品及服务的本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及一些相关的资讯资料）。

版权和详细参考书目，请参考项目网站。

未经作者事先同意，不得部分或全部复制本出版物，包括图像和文本。 

本出版物是在欧盟的协助下制作的。 本材料的内容由项目受益人全权负

责，绝不代表欧盟的观点。 

如需了解更多路线信息，请访问： www.get-experience-tourism.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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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主席的问候

亲爱的游客，亲爱的朋友们，

在 EGNATIA ODOS 高速公路建成和Igoumenitsa港升级和现代化完成
后，位于希腊西北部的Thesprotia州是一个快速、方便到达、安全和
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欢迎游客来一个梦幻般的假期，这里有山有
海，在这里你只需进行一次不远的远足，就可以欣赏到山和海边的景
色以奇妙的顺序交替出现。游客可以享受田园诗般的海岸、河流、洞
穴、睡莲湖、峡谷、栖息地，并参观古代、拜占庭和罗马纪念碑、修
道院和教堂、历史悠久的Souli、现代Igoumenitsa博物馆、民俗博物
馆和收藏品。

这里面向家庭和单独的游客，并提供有组织的住宿和多种活动供游客
选择，如漂流、独木舟、皮划艇、骑马、远足、悬挂式滑翔、海上运
动，在夏季，这里还有传统宴会和节日。此外，这里还可以作为前往
Corfu 和 Paxoi、Parga、Ioannina、Arta的临近地区 和阿尔巴尼亚
南部地区进行一日游的出发点。通过这本旅游指南，我们很乐意向你
介绍我们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和艺术保护区的一小部分。

我们邀请您来热情好客的地方，Thesprotia。
快来了解和认识它吧。

Alexandros Paschos

Thesprotia 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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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 保护区
景点

一号线

_ 卡洛迪基湿地

_ 佩尔迪卡

_ 古代埃琳娜-迪莫卡斯特罗

_ 阿里利亚斯

_ 卡拉沃斯塔西

_ 赛沃塔

_ Vrachonas

_ 阿吉奥斯•尼古拉斯•西沃塔(Agios Nikolaos 

Sivota)的小岛

_ 普拉塔利亚

_ 波利内里(库西)

_ 普拉塔利亚民俗博物馆

_ 伊古梅尼察

_ 伊古梅尼萨考古博物馆 

_ 伊古梅尼察要塞

_ 拉吉奥皮尔果斯考古遗址

_ 莱吉亚

_ 拉吉奥圣母升天圣修道院

_ 吉塔纳

_ 卡拉马斯河三角洲

_ 马斯蒂利察

_ 萨基亚达

_ 老西吉亚达

二号线

_ 格利基

_ 阿切隆河

 
12
14
14
16
16
16
20

20
21
22
23
24
26
28
29
31
32
34
38
40
41
42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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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索里

_ 圣/阿吉亚帕拉斯科维教堂(在库吉苏里)

_  加迪基

_  加尔迪基的圣/阿吉亚•基里亚基圣修道院

_  古代厄勒亚

_ 克里萨瓦吉(维利亚尼)的圣阿吉奥斯•阿森西奥斯洞穴/隐

士

_ 巴拉马提亚

_ 帕拉米西亚圣母玛利亚/帕纳吉亚圣修道院

_ 库利亚.帕里西亚斯或博诺拉塔的库利亚

_  菲蒂基

_ 埃莱夫赫罗乔里城堡

_ 帕格尼亚圣修道院

_ 奥斯丁娜或潘特•埃克利西斯

_ 乌兹迪纳或奥斯迪纳

_ 拉维尼

_ 克拉米特萨

_ 莱科斯(或菲利特斯的查拉夫吉)的圣/阿吉亚玛丽娜圣修

道院

_ 科基纳里的圣/阿吉奥斯•米纳斯圣修道院

_ 卡米西亚尼的圣/阿吉奥斯•圣乔治圣修道院

_  萨曼塔斯

_  察曼塔斯民俗博物馆

50
52
52
53
54

57
58
60
61
62
63
64
65
65
67
68

69
71
72
7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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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线

_  玛格丽蒂

_  玛格丽提城堡

_  马扎拉基亚

_  马扎拉基亚罗马公墓

_  新堀里民俗博物馆

_  内莱达

_  法诺蒂-多利亚尼

_  飞利叶斯

_ 戏剧民俗收藏历史研究中心

_  菲尼基

_  菲尼基民俗博物馆

_ 圣尼罗的隐居处

_ 吉洛梅里圣母升天圣修道院

_  普莱西奥

_ 卡斯内西城堡(或卡利亚斯)(在阿斯普罗克利西)

_  帕拉波塔莫斯之墓

76
76
78
78
79
79
79
81
82
82
83
83
84
85
8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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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 里面

古代

中世纪

近代

天然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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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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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迪基湿地位于斯波特亚地区的南端，与

普雷韦扎区域单元接壤，位于海拔约100米

的高原上，位于帕尔加山和玛格丽特山之

间。这是一个湖泊地区，由于植被和天气条

件的变化

它被认为是“希腊最重要和特殊的湿地之

一，具有巨大的生态和特殊的美学价值”。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具备如下特点：这里是希

腊西部鸟类种群迁徙的网络站点之一、这里

植被丰富尤其是睡莲，这里还是一处淡水湿

 卡洛迪基湿地

地，等等。

这里被指定为欧洲生态网络Natura 2000中

的“特殊保护区域”（SAC）。与更广阔区

域的其他湿地一起，它也被指定为特别保

护区，因其巨大的生态和生物价值而被描述

为“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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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内陆湿地，有7种生境类型，其中5种已列入第92/43/EU号指令。其中，栖息

地“石灰岩沼泽与枝状枝藻和达瓦利亚娜苔草”是最受保护的一种生态类型。该地区记录

了301种植物、120种鸟类、20种哺乳动物、11种爬行动物和5种两栖动物。(卡拉马斯-阿

切伦-科孚管理组织)

 卡洛迪基湿地，也被称为睡莲湖，是以斯波罗蒂亚•卡洛迪基女王的名字命名的。

推荐参加的活动:

 在“卡洛迪基湿地”中，没有为步行者设计的路径，但是有周边开凿的乡村道

路，游客可以在那里行走，从不同的地方欣赏风景，”用双筒望远镜在芦苇和其他水生植

物中，观察奇妙的涉禽和海狸鼠晒日光浴、吃草和游泳的场景。

你也可以在Pyrgi村停下来，在湖的西侧步行到通往帕尔加的道路交叉口。你也可以在北

部森林部门创建的小公园里晒日光浴，旁边的路也可以俯瞰湖泊，到达木制天文台，坐在

木制长椅上吃露天午餐，当然也可以欣赏风景。该地区值得一游的著名古迹还有皮尔吉定

居点的古塔、伊戈穆涅萨-雅典至埃莱夫切里的国道交叉口、卡特利定居点的希腊建筑和

村庄中心的拜占庭墓地-教堂、威尼斯城堡的玛格丽塔、一座受损清真寺的尖塔以及传统

特色定居点的旧宅邸。推荐参加的活动： 

根据管理组织的说法，你也可以在Pyrgi村停下来，在湖的西侧步行到通往帕尔加的道路

交叉口。你也可以在北部森林部门创建的小公园里晒日光浴，旁边的路也可以俯瞰湖泊，

到达木制天文台，坐在木制长椅上吃露天午餐，当然也可以欣赏风景。

该地区值得一游的著名古迹还有皮尔吉定居点的古塔、伊戈穆涅萨-雅典至埃莱夫切里的

国道交叉口、卡特利定居点的希腊建筑和村庄中心的拜占庭墓地-教堂、威尼斯城堡的玛

格丽塔、一座受损清真寺的尖塔以及传统特色定居点的旧宅邸。(卡拉马斯-阿克伦-科孚

管理组织，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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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尔迪卡

 古代埃琳娜-迪莫卡斯特罗

“迪莫卡斯特罗的考古遗址位于斯波罗蒂

亚省佩尔迪卡市卡拉沃斯塔西湾以南的一座

小山上。这是一个有围墙的沿海定居点，N• 
哈蒙德和S•达卡里斯已经将它与古代埃琳娜

联系在一起，多多尼的一篇铅碑文提到了这

一点。这个名字是国家名称埃利诺伊的衍生

词，这个名字是从斯波特种族的斯特凡诺

斯•拜占庭而来的，被认为生活在玛格丽特-

普拉塔里亚-珀迪卡地区。

这座有围墙的定居点建于古典时代晚期。

大部分城墙建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周长1

，600米)，与其同时建造的还有斯珀罗蒂

佩尔迪卡社区的历史名称是阿皮特萨。根据

传统，这个名字取自一位去该地区皈依伊斯

兰教的阿拉伯妇女(阿拉伯)。1927年，它被

更名为帕特里奇(Partridge)。关于这个名

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因为上面的聚落有一

个飞行的鹌鹑的形状，另一种是因为周围地

区喂养了大量的鹌鹑“。

推荐活动：

_ 每年夏天，Perdika社区都会组织重要的

文化活动。在此背景下，并与当地橄榄种

植者和橄榄油和橄榄节合作，展示所有橄

榄产品。这些举措旨在促进他们的生产，

提高他们产品的质量”。

_ 来体验狂欢节和库鲁马(灰星期一)。

它也被称为Erimokastro、Elinokastro、Elimokastro或Dymokastro。

亚、埃利亚、吉塔尼和法诺蒂(多利亚尼)的

其他大型古代定居点。在此期间，设防定居

点的面积约为70英亩。

这个设防定居点的位置非常好，靠近卡拉

沃斯塔西湾，在古代，该湾本应深入平原，

正如它的新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形成一个巨

大的天然港口。从似乎已经转向大海的定居

点本身，可以看到科孚岛南部、帕索斯岛、

安提帕索斯岛和莱夫卡达岛的美景。

迪莫卡斯特的设防定居点位于佩尔迪卡的

卡拉沃斯塔西湾以南的丘陵光滑部分，面积

_沿着小路走到迪莫卡斯特罗。从佩尔迪卡

驾车到赛沃塔，沿着通往卡拉沃斯塔西的

道路行驶，左转朝卡拉沃斯塔西、阿里拉

行驶，然后靠近海平面再次左转朝卡拉沃

斯塔西行驶。在到达海滩之前，在一座桥

上左转，一直走到路的尽头，你会到达另

一条确定的小路，这条小路通向迪莫卡斯

特罗城堡的顶部。如果你没有心情徒步旅

行，你可以向左转，沿着绕山的路走，直

到在你的右边出现另一条通向山顶的路。

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欣赏到科孚的帕克索

斯和爱奥尼亚海精美的安蒂帕克索斯的壮

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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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英亩，总周长3400米。隔离墙从东面和

北面包围着定居点，而南面和西面，当然是

要塞和人迹不及的地方，在他们唯一可以到

达的地方有一堵墙保护着。

这个定居点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三个刻在岩

石上的圆形蓄水池，用来收集雨水。

住宅的是完整的土丘，土丘是古代墓地的

一部分，位于山脚下，城墙之外。

“该地区可以通过公路进入，穿过通往佩

尔迪卡•斯波特亚社区海滩卡拉沃斯塔西的

沥青省道，大约5公里后，通过一条可通行

的土路。或者，也可以选择从卡拉沃斯塔西

海滩通向考古现场的一条小道。”。

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断地开放着。

建议的活动:

你可以在卡拉沃斯塔西海滩放松、游泳，

然后继续在该地区的酒馆或珀迪卡村享受美

食，由于海拔较高，你将欣赏到斯波特斯大

陆和蓝色大海的壮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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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利亚斯

 卡拉沃斯塔西

阿里拉海滩(Arillas)有配套管理设施，

这里常年无风，有细沙和清澈的水。因为水

很浅，所以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里是

首选的理想之地。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大海

湾，小渔港的存在吸引了许多游客。海滩周

围有出租房间和酒店。

卡拉沃斯塔西海滩是一个规模非常大
的有配套管理的海滩，有白色的沙子
和清澈的蓝色凉爽的水。许多人将佩
尔迪卡与这片海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这并非巧合。它有着令人惊叹的风景，
这也是它被多次选中拍摄电影和广告的
原因。它是船只的海湾锚地，因为它的
位置可以遮风避雨，而且靠近古代定居
点。

  赛沃塔

赛沃塔是伊庇鲁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
之一，和加勒比海一样，它的自然景
观将岛屿、绿色海岸线和绿松石、水
晶般清澈的水域结合在一起，另外，
蜂拥到该地区的船只赋予了其国际化
特征，这点类似于摩纳哥。

这是一个有着悠长历史的地区，源自公

元前433年。科林斯和科孚之间的赛沃
塔海战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背景
下，靠近该地区（，赛沃塔小岛被确
认为修昔底德历史上的相应岛屿（。
在希腊革命期间，它被用作奥斯曼帝
国海军基地）。在巴尔干战争期间，
它最终落入希腊政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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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希腊全国共和联盟游击队
和占领军在该地区发生冲突，导致两
艘德国汽油船被占领。

在土耳其占领期间，该村被命名为
Mourtos，它的名字来自当时的军事指
挥官Ali Pasha，而赛沃塔这个名字直
到1959年才被采用。推荐活动：

以该地区的文化景点为重点。如圣阿
贾/帕拉斯凯维修道院，建于1884年的
马夫罗奥罗斯岛（黑山）的灯塔，以
及弗拉乔纳斯的古代定居点，以及波
利内里（库特西），绝对值得一看。

至于自然美景，它们的海岸线，特别
是米克里和梅加利阿莫斯海滩、贝拉
弗拉卡海滩、扎维亚海滩、皮西纳海
滩、泽里海滩和加利科斯海滩/法国斯
瓦夫海滩都很特别。它们通过田园诗
般的景观与果园和树木葱郁的青山被
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条所谓的恋
人之路的终点是加利科斯•奥尔莫斯/
法兰西海湾海滩。

• 为客人提供了许多海滨漫步的机会。
该地区有多个小岛（圣/阿吉奥斯•尼
古拉奥斯、马夫罗•奥罗斯和莫特梅
诺），以及隐蔽的海滩，适合乘船进
入。根据你的愿望和可能性，你可以
享受私人游轮，在有或没有导游的情
况下乘坐帆船、游艇或小船。这里有
有组织的、半有组织的和完全无组织

的海滩，所以在出发之前请询问一
下，并准备好相应的装备。

• 该地区也适合潜水。专家向初学者和
高级用户承诺提供独特的体验。这是
一个最大深度达到120-140米，能见度
达到25-35米，没有特殊洋流的地区，
而5月份的水温通常在19摄氏度到7月
25日-8月之间。

赛沃塔的海床配得上地中海的财富，
有迹象表明，这里有小热带鱼、蛞蝓（
主要是粉红色和斑点）、石斑鱼、梭
子鱼、桃金娘、章鱼、乌贼、海鲷、
角鱼、鳗鱼、海马、金龟科、水鸟、
蝎子、虾虎科、角鱼、红鲻鱼、地
精、喜鹊、海豚和海龟。即使你还没
有被海绵和海星迷住，它们也不会让
你无动于衷。一般来说，一次下潜就
足以让你信服！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
位置，灯塔、拱门和恶魔岛都是绝佳
的选择。

如果你不喜欢大自然，那么也许你会对
英国扫雷舰H.M.S.REGULUS(J 327)感
兴趣。这艘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沉没在斯普罗蒂亚的赛沃塔，是海洋
古物博物馆认为属于潜水界的沉船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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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achonas

Vrachonas定居点位于沿Vrachonas山山脊

延伸至现代定居点Syvota东南的高原上。它

由大约50座房屋组成，现在保存在沙漠中。

这些房子是由该地区雕刻粗糙的小石头制成

的，两层楼高，一楼有拱形结构，可以追溯

到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房屋与“雄伟的岩

石景观融为一体，虽然为数不多的橄榄和杏

树不足以柔和平原的干燥轮廓，但却和谐地

强调了景观”。1993年，为了防止更年轻的

干预，该定居点被宣布为历史古迹(政府公

报第752/Β/27.09.1993)。

推荐活动：

• 继续朝库西城堡行驶。在Vrachona之

后，大约一公里处，一个木制售货亭(游客

售货亭)矗立着，离开乡间公路，左转前往

Polyneri。一到山顶，风景就变了。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普拉塔里亚平原和建在山坡上的

村庄。沿着这条通往波利尼里的老路，有一

个很大的拐点，但交通标志非常好。库西城

堡矗立在一个天然防御工事的西侧，这是一

个古老的防御工事

 阿吉奥斯•尼古拉斯•西沃塔(Agios 
Nikolaos Sivota)的小岛

总的来说，西沃塔岛是八个岛屿中的第二

大岛屿，岛上杂草丛生。由于岛上被植被覆

盖，所以它不容易穿越，因此有传言说，这

一大片地区的统治者，害怕来自海上的袭

击，无法向内陆推进，修建了一个小的隐蔽

堡垒。如今，这座堡垒只有一些废墟存留下

来，这些废墟现在和谐地隐藏在该地区的野

生植被中。从这些遗存的废墟估计，这座堡

垒的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可能建成于拜占

庭时代。

进入该岛只能通过乘坐凯克(传统渔船)或

船只，不管怎么样，乘坐上述船只游览该岛

是值得的，因为这里的海水美丽、透明、绿

松石色，就像同名海滩上的一个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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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塔利亚
“在同名海湾的最深处，在Agionisi和

Erimonisi(Cheronisi)海角之间，在Igou-

menitsa港和Syvota港之间，有一个海滨村

庄Plataria。

据猜测，这里要么是古老的卡拉米尼，要么

是拜占庭的卡拉米尼亚，要么是托勒密所说

的“阿尔米尼” 。

它似乎在公元1300年开始有人居住，而在

1730年，它现在是一个有组织的基督教社

区，实际上是抵制伊斯兰教的。战后，许多

居民移民到德国，没有忘记自己的位置，这

一事实从长远来看对村庄是有利的。

1979-80年期间的地震是触发许多居民从山

区搬迁到村庄下部的导火索，促使其发展成

为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村庄，其中还有一个游

艇接待码头。

地名“Plataria”的来源有两个版本。第一

个说这个名字来自平原的存在，即很大一部

分，因此被称为“Plataria”，而根据第二

个说法，它与一棵大梧桐树的存在有关，从

历史上看，这棵大梧桐树只保留了一小部

分。

建议路线:

• 步行到普拉塔里亚港。除了愉快的散步，

你还可以在海边品尝新鲜的鱼和享受一杯葡

萄酒。

• 参观新区首府帕拉米西亚小镇Souli(距离

约41公里)。沿着“伊古梅尼察角--老柏拉

图”的小路走。这是一条全景路线，最初沿

着山脊走，然后穿过“韦拉尼迪亚”的山

坡。这就是早期格拉科霍里、拉多科里和

阿贾•玛丽娜与普拉塔里亚联系在一起的道

路。步行者可以在城市和伊古梅尼察港的左

侧看到全景，在右侧可以看到普拉塔里亚湾

的全景。在路线中间，我们遇到了一座新教

堂，教堂前面有一块非常旧的打谷场和一座

19世纪的房子。赛道上的一个特色就是那口

名为“阿拉伯人的波西”的老井，也就是阿

拉伯人的井。。

参观英勇的索里山脉。从Parythia Head到

Gliki和Acheron就在您到达格利基之前，沿

着“Souliotoclia”的路标行驶。Souli地

区由Souli、Avarikos、Kiafa和Samoniva四

个村庄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被称为

Tetrachori(四个村庄)。随后，该地区扩展

到 Tsakouri、Petrachi、Vilia、Alpocho-

ri、Kontatai、Ganola和Tsifliki等周边村

庄，这些村庄形成了Eftachori的位置(7个

村庄)(路线约75公里，每个方向--总共150

公里)。

• 参观齐亚法城堡。

• 参观库西和古伊莱亚。

• 每年7月，作为被称为“瓦卡罗拉”的节日

的一部分，阿贾•帕拉斯凯维的偶像被乘船

转移到普拉塔里亚湾，由爱乐乐团伴奏，随

后是市政之夜。

• 在圣/阿吉奥斯•乔吉奥斯节那天，在从普

拉塔里亚到西沃塔的公路上的同名教堂里，

该地区的居民携带着带着马的圣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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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利内里(库西)

公元前4至2世纪，拜占庭时期的要塞。库

西的防御工事定居点（按照旧名称），今天

叫波利内里.西奥塔，位于海拔288米的弗

拉乔纳斯山东坡上，起一个天然防御工事的

作用，控制着普拉塔里亚平原，可以看到大

海。今天，波利内里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城墙

内居住和并扩展的古代要塞。

没有任何历史数据或资料能告诉我们几个

世纪以来这个设防定居点的发展历程。它的

开始很可能确定是在公元前4世纪。当时斯

普罗提亚的大部分定居点被建立时，它幸存

于希腊化时代，公元前167年，当珀尔修斯

在皮德纳战败后，很可能与其他大陆城市一

起被罗马人摧毁。

在这段时间或更晚的时候，在古代定居点

的西北角，一座三角形规划的小城堡建造

起来了，这似乎是拜占庭时代使用的。近年

来，定居点的范围超出了城墙。由于这种持

续不断的居住，除了防御工事外，聚落内几

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古代遗迹，目前现存的遗

迹主要局限于在天然岩石的地基上的简单的

雕刻。

该定居点占地约55英亩，在东面、西面的

一部分和北面的可通行部分由一堵坚固的多

边形围墙包围。定居点的正门位于西面，由

一道坚固的凸起的城墙保护“。

它位于伊古梅尼萨以南22公里处，通过伊

古梅尼萨-普雷维萨国道，在普拉塔里亚后

约3公里处，游客右转就能接近现代居民点

和考古遗址。

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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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塔利亚民俗博物馆

在当地文化协会的倡议下普拉塔利
亚民俗博物馆于2007年成立，此后
一直设在该村的旧小学里。“指定
和推广流行文化，组织、记录和保
存物品，将其展示给公众，丰富收
藏”是博物馆的主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收藏是捐赠
和借用来的物品，这主要来自普拉
塔利亚的居民，也有的来自周围地
区，经过记录和评估，得以展出。
展览的设计是基于所有选定物品的
特殊性，特别是它们的可用性和功
能性、稀有性和审美价值。

展览“阐释”了工业化之前的生
活，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代表性样
本”。

第一部分涉及主要与传统职业有关
的家庭外工作，但也涉及生产和/或
获取原材料和货物的工作，第二部
分涉及主要与个人和家庭生活有关
的家庭设备(准备和消费食物、生产
个人和家庭服装、家具和家庭照明)
。

建议客人在参观前确认博物馆的开
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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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古梅尼察

它是特斯普罗提亚的首都，从1936年行政单位成立到今天。它有大约1万居民，是该国

最大的港口之一。

【 Goumenitsa或Goumenitsa】的地名源自邻近的Goumani或Goumeni地区，当时定居点

的居民或游牧民搬到了那里。古马尼人口和牛群的增加，导致许多人(主要是养牛人)迁

徙到了今天的伊古梅尼察，那里当时还是一个肥沃的无人居住的牧场。因此，为了保持

与原定居点的联系，他们将新定居点命名为第一个定居点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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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活动：

• 参观该地区的考古博物馆。

• 参观Rena之家，了解该地区的文化、民俗、传统和艺术。

• 该地区有几个地方可以骑自行车去。客人也可以租房。

• 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路线-- EUROVELO 8号路线途经伊古梅尼察。

• “前往市中心的小森林。你会路过市场，在那里你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在山

顶的森林中心，有一座可以俯瞰伊古梅尼察海湾的中世纪城堡的废墟“。

• 参观伊古梅尼察拉多科里的罗马别墅。

• 参观Graikochori的风车废墟。

• 在该地区美丽的海滩游泳。

在伊古梅尼察湾入口处，乘船参观阿乔尼西松树和特普罗提亚吉罗梅里修道院的一部

分--佐多乔斯•皮吉修道院的Katholikon，该修道院是那里的东道主。

• 重要的狂欢节活动在伊古梅尼察举行，你会怀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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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古梅尼萨考古博物馆

伊古梅尼萨考古博物馆是一个现代化
的地区性博物馆，自2009年底以来一直
在该市北部入口处的一座新建建筑中运
营。

伊古梅尼萨考古博物馆永久展览的藏
品，题为“斯普罗顿乔拉”，涵盖了从
旧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10万年)到奥斯
曼帝国统治时期(公元19世纪)的考古时
期，通过精选的发现和丰富的配套信息
材料，展示了斯普罗提亚地区历史上最
重要的驻站的信息。博物馆的展品集中
在希腊化时代，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
期，在总体上特别代表是伊皮鲁斯地区
的展品。

展览分三个层次展开，分五个主题单
元：考古历史背景、历史时代聚落、公
共生活、私人生活、埋葬习俗。

在展览空间不同部分的技术(视频投
影)的帮助下，参观者有机会获得更多
的数据和信息。

博物馆还有一个多功能室、一个视频
放映室、一个露台-一个小圆形剧场和
一个开放露台，全年都会举办定期展
览、教育项目和各种文化活动。

入口处有一个入口坡道，同时参观展
览和博物馆配备电梯。在卫生区做了特
别安排。总体而言，在博物馆的室内和

室外区域，已经开展了必要的工作，以
确保所有行动不便、行动困难的人和残
疾人的安全和自主行动。

周三至周一8：30-15：30(周二：闭
馆)开放。

然而，建议您事先沟通以确认与参观
和访问该遗址的可能性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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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古梅尼察要塞 

伊古梅尼察要塞建在一座松树覆盖的小山上，那里曾是一座古代要塞的所在地。它的建

立可以追溯到罗马晚期，很可能与罗马早期殖民者在公元二世纪建立的罗马晚期-基督教

早期殖民地拉多乔里有关（文化和体育部，2012）。在威尼斯占领期间，也就是在十五

世纪中期之后，“伊古梅尼察被称为威尼斯枢纽，它的港口又被用作船坞和船只的泊位和

避风港。同时，堡垒也改变了形状，并用塔楼、防御工事、大门、拱形开口和加农炮窗加

固。”（伊古梅尼察市斯普罗提亚文物局，2018b）。

直到1540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之前伊古梅尼察应该是希腊西部威尼斯“最先进”的前

哨之一。然而，在1685年，土耳其伊古梅尼察要塞被当时威尼斯舰队的莫罗西尼上将炸毁

（文化和体育部，2012年）。在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被推翻，要塞被伊奥尼纳的阿

里•帕夏占领后，试图对其进行修缮，但收效甚微（“伊古梅尼察市斯普罗提亚文物局”

，2018b）。

“伊古梅尼察城堡的平面呈梯形，东侧呈之字形，面积约6300平方米，总周长为412米。

城堡由经过多次修复的高墙组成。防御工事围墙被保留的部分高达6.00米，平均厚度为

2.00米。

城堡周围有塔楼。拱形大门确保了塔楼与防御工事内部的沟通。防御工事围墙东南侧的

塔楼保存完好，尺寸分别为6.40 x 6.20 m和6.50 x 6.00 m。另城堡西南部的塔楼是唯一

保留拱形屋顶的塔楼。城墙西北角的塔楼比其他塔楼大（8.00 x 7.20米）。

主闸门大致位于锯齿形东南侧的中部，被两座防御性的塔楼加固，其开口约2.50米宽，

由两个制作精良的矩形壁柱界定，并由一根木梁加固的门来关闭。。在城墙周边，主要是

沿着保存最完好的南侧，但也在西侧，有许多拱形炮眼，这些拱形炮眼在使用过程中也经

历了许多改动和添加。各个时期残存的残垣断壁以及部分鹅卵石地板表明城堡内存在其他

建筑结构和建筑物。在更高的高度，约1.50米处，有一个矩形平面空间，这里靠近墙壁的

西北角，内部有砂浆涂层，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东西。城堡的东北部被一堵墙围住，其功能

是作为一个内部堡垒的作用。分隔的大门的长度被推测为大约是这堵墙的一半”（拉扎里

等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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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奥皮尔果斯考古遗址

位于拉吉奥的皮尔果斯考古遗址位于伊古梅尼萨市西北10公里处。它位于雷奥-
凯斯特里尼平原中部的一座小山的顶端，靠近卡拉马斯河的老河口。该遗址历史
悠久，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在公元前5世纪，这座山被一堵坚固的城墙加固，现在城墙状况非常好，包围了
一片三英亩的地区。这堵墙的大部分是根据砖石的等轴线系统建造的(使用长方形
积木)，这也是确定其建筑年代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因素。从迄今的研究来看，
人们认为这座堡垒是“科菲奥特海峡”的一部分，根据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的说
法，科菲奥特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在特斯普罗提安海岸建立了这个军事基
地，确保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监督内陆，控制科孚北海海峡。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该地区有人有组织地居住，如大量的围栏和干燥的石墙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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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那样。与此同时，在古代防御工事
的北塔上，建造了一座两层高的建筑，
即所谓的皮尔果斯，这个地方的现代名
字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皮尔果斯属于“库拉”建筑类型，与
塔楼的建筑类型一样，在奥斯曼帝国时
期，这种建筑在更广泛的巴尔干地区非
常普遍。这是一座军事建筑，用作天文
台，也是该地区阿加卫兵的住所。

拉吉奥皮尔果斯考古遗址的发掘结果
在伊古梅尼萨考古博物馆展出。这些包
括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打火
石工具、青铜时代的陶器、古代的泥
人、陶器、硬币和其他小物品(箭头、
铅弹、弹弓等)，以及该地区最新居住
时期的日常用品。

该地点可在咨询斯普罗提亚文物局后
访问：周一至周五(09：00-14：00)
(电话：26650.29177/8，电子邮

件：efathe@culture.gr))。它位于伊
古梅尼萨市西北9公里处，从柏油路一
直到伊古梅尼萨到约阿尼纳北部出口处
的德雷帕诺-马克里格里加利入口都可
以开车进入。不幸的是，它没有为残疾
人提供的基础设施，行动不便的人、行
动不便的人和残疾人无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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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吉亚

莱吉亚的设防定居点延伸到伊古梅尼萨市同名半岛的东半部，卡拉马斯河的古老河口。

，这个聚落很可能就是托罗尼古城，托罗尼是科菲奥特佩雷亚(Corfiot Perea)的一部 

它由三个相继的设防部分组成，传统上被称为A、B和C城堡，主要是公元前5世纪和4 世

纪早期的防御工事-有很强的相同的防御功能。

有围墙的定居点总面积约为580英亩。

最西边最大的城堡(360英亩)的遗迹完整地保存在碎片中。

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是开放的。“可以从伊古梅尼萨走公路到达考古遗址，从伊

古梅尼萨出发约10公里，经过一条沥青铺设的土路，然后从城市的北部出口附近开始到达

约阿尼纳，从那儿通向德雷帕诺斯海滩”。

建议的活动：

_ 沿着“莱吉亚半岛，洞穴海滩”路线行走。”所有这些海岸都位于莱吉亚半岛，根据修

西得底斯在科菲奥特佩雷亚上的一篇报道，该半岛除了是Natura 2000网络的一部分外，

还具有很大的考古价值。

_ 莱吉亚半岛位于伊古梅尼萨以西8公里处。。出于安全、舒适和水下视力的考虑，游泳

的必备装备，橡胶蹼和面罩必须带上。

_ 洞穴有一个小的开口门，有足够宽的水面，洞穴高度约20米。前面是一片形成了10米长

布满鹅卵石的小海滩。水很纯净，大量的卫生物质，以及在昏暗的光线…中用石笋和波

浪的起伏形成的整个形象都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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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吉奥圣母升天圣修道院
历史遗迹，前修道院，建造年份不详， 从现存遗

迹判断可能建于16世纪。它最后一次翻修是在1865

年。

修道院建在从伊戈穆尼萨到萨尼亚达的道路左

侧，靠近同名村庄，致力于圣母升天，很可能是

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建立的 。根据埃夫拉特古物研

究所的研究，“修道院建立的确切日期仍然未知。

根据存在于教堂外门上方或曼努埃尔•科姆内诺斯

统治时期(1143-1180年)或迈克尔•古逻各斯时代

(1261-1282年)的碑文，各种传统被保存下来， 将

其建造年代定格在约公元920年。在奥斯曼帝国时

期多次被掠夺。根据米夏里迪斯的说法，它经历了

16世纪中叶最大的破坏，而Mouselimis则描述了

1725年对住持和僧侣的大屠杀”。

很明显，由于它的位置，它被抢劫了很多次 。然

而，“这是一个富有的修道院，在其全盛时期拥有

大量的文物和大型房地产，包括肥沃的卡拉马斯河

平原，同时维持大约150名僧侣，支持许多学校，

并有一个丰富的图书馆。

一份1703年的手稿确定了它的边界，而在1865-

1866年，它最后一次翻新的日期是由来自波夫拉

斯菲利特斯的苏夫利翁•纳撒内尔修道院院长确定

的” 今天，这里保留了一种特殊建筑类型的凯瑟

琳宫，它拥有一个门廊，和合唱团(唱诗班的所在

地)， 其主体建筑是一座拥有小圆顶的教堂 。

“内部有壁画记录，这些壁画在上次袭击寺庙的

大火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圣像装饰包括来自基督

和福音书的生活的更广泛的代表，如十二宫场景，

激情，寓言，埃涅阿斯。这些图像学类型与取自晚

期古生物学传统的主题共存” 圣阶与两个用作容

器的黑暗小空间相通” 。此外，牢房侧翼的一部

分以及其他辅助空间得到保留，全天都可以参观。

根据第号部长决，该处被确定为一处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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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塔纳

吉塔纳，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第二个古
代斯波特亚的首都和斯波特亚人的聚居
地，被认为是弗利塞拉山西南坡上的一
个设防定居点的遗址，位于卡尔帕克奥
蒂科斯河和卡拉马斯河(古提亚米斯)
的汇合处。得益于优良的位置，他们控
制了当时通航河流的出海口。自公元前
335/330年建立以来，大约有150年的
历史。在公元前167年被罗马人占领之
前，这座城市是广大爱奥尼亚海地区最
重要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中心之一。

通过最近的研究，联系铭文证词和文
学来源来看，上述地点确与古代吉塔纳
有关。市场上发现的一项解放决议的内

容证明了关于吉塔纳作为希腊人公共场
所的存在的最早信息，该决议的日期在
公元前350年至300年之间，同时也得到
古代书面传统(波利比乌斯利维乌斯)的
证实。关于这座城市(利比亚)的最后一
份书面证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2年秋
天，这一年，鉴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即
将开始，罗马使节在准备组织军事行动
之际抵达伊庇鲁斯。

在挖掘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建筑A”)
时，发现了3，000枚粘土印章，上面用
多里克方言写着“吉塔纳”的名字，该
建筑被确定为该市的教区长办公室，这
证实了该名称与幸存的文学传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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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个古老的定居点三面被卡拉马斯
河环绕。在东北部，布鲁塞尔的山脉，
吉塔纳城堡所在的地方，主宰着三角洲
平原的内部，由河流的冲积层形成，为
古城提供了额外的自然保护。

在自然景观和防御工事上，独特的位
置和加上直接获取该地区自然资源的机
会，让居民可以自己自足的同时保证安
全，这促成了史前时期该地区的早期居
住。

在古代，这条河从它在爱奥尼亚的河
口至少可以通航到吉塔纳河的高度，这
在后来该定居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
心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这条
水道和河岸公路，人员和货物被运送到
了原本无法到达的地方，也确保了通往
大海和肥沃河谷的通道，这里是莱吉亚
和马斯特利察的重要定居点。与此同
时，人们与沿河其他主要城市(古法诺
提、拉维尼定居点等)有了直接交流，
也包括那些在斯波特亚海岸的人(埃琳
娜等)。).

从挖掘出来的建筑的大面积破坏可以
看出，这个古老的定居点似乎在公元前
167年就被摧毁了，直到公元前1世纪
末，这里还零星有人居住，之后就被永
久废弃了。

在公元前2世纪城市被毁前不久，这

座城市的居民生活相对奢侈，这从被挖
掘出来的公共建筑的质量和可移动的财
产上可以看出来。在定居点附近，在城
墙的西边有一个古老的剧院，这是一个
戏剧表演的地方，但也有政治性质的活
动，可容纳4-5，000名观众。

该地可在周三至周日的8: 30-15: 30(
周一至周二:关闭)来访。然而，由主
管的Ephorate通知是好的，因为这可
能会根据安全人员的可用性而改变(
电话。:+30 26650.29177/8，电子邮
件:EFA the @ culture . gr)。

从国家公路伊戈穆涅萨-萨尼亚达-希
腊-阿尔巴尼亚边境通过一条柏油路可
以进入考古遗址，直到入口。从入口通
过坡道，坐轮椅和有视力问题的人可以
自主进入监狱/出版社，该出版社主办
了一个展览，展出关于该定居点历史和
宣传的信息和摄影材料。此外，有通过
现有的土路，可以乘汽车进入古老的剧
院区域 。

建议的活动:

你可以步行到1.5公里外的卡拉马斯河
灌溉坝。

您也可以走“吉塔纳-菲尼基”路线或
其中的一部分。“从吉塔尼城的考古遗
址开始，这是一个时期中斯波特亚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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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至少参观一次当地历史及其遗迹。一个有着古典
时期坟墓的小洞穴，旁边是一条路，对面是一座19世纪
的桥，便向我们展示了田野的永恒。

在夏季的几个月里，由于河床干燥，这一过程可以通
过河床进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卡尔帕克奥蒂科
桥，这座桥是用一个菱铁矿的钱建造的。短暂的休息一
会后，继续两个多小时，到达菲尼基村。在那里，你会
听到当地人的故事，你会在民俗博物馆看到村里最古老
的习俗和作品。漫步在鹅卵石街道上，当地人的接触和
温暖会提醒你，在这个国家仍然有一些地方，好客是一
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旅游景点吸引人的方式……”。
 参观吉塔纳-拉吉奥小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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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马斯河三角洲

卡拉马斯河三角洲周围的山脉和丘陵
曾经是河口岛屿。几个世纪以来，沿
着斯波特亚地区的河流下沉覆盖了他
们周围的海洋，形成了现在肥沃的平
原，延伸到伊戈穆尼萨-拉吉奥-萨尼
亚达三角地带。

该地区位于Natura 2000保护区网络的
核心，是该国最重要的湿地之一，拥
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群。

由于环境未遭受破坏，更广阔的区域吸
引了许多对水鸟感兴趣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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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卡拉马斯河的三角洲，包括新旧河
床的河口、里乔泻湖、瓦塔萨泻湖、
卢察帕帕迪亚泻湖、冯塔斯泻湖等，

卡拉马斯三角洲保护区的面积达8531公
顷。它的高度在0-12米之间。而在它
的地区有岛屿形式的高山，如马夫罗
奥罗斯山(或凯斯特里尼山，海拔509
米)。海拔)和马斯特利察，但也有其
他形式的山。

“该地区在国家都很重要，因为它拥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它的地理位置
也很重要，因为它是鸟类西部迁徙路
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卡拉马斯河三角洲，我们发现了
由16种生境组成的复杂的植被镶嵌
图。“其中14个被列入第92/43/EU
号指令，而“泻湖”生境是一个重
要的加分项”。这一加分项是由于
在东地中海和黑海有大量的鱼类和
鸟类在那里找到庇护所(超过174种
鸟类，其中许多是稀有和濒危的(鹭
的越冬场所， 这里容纳了超过1%
的白鹭种群)，相当数量的白鹭种
群，以及近年来全年出现的银鹈鹕)
， 鱼类30种，其中小鱼Valencia 
letourneuxi为珍稀保护物种，爬
行动物16种(海龟5种，淡水2种，陆
地2种，海洋1种，蜥蜴4种，蛇7种)
，哺乳动物22种(其中部分为Neomys 

anomalus，Talpa stankovici，Felis 
silvestris，Myocastor coypus)，
两栖动物5种(蟾蜍2种-蟾蜍，蟾蜍，
绿色蟾蜍，树栖蟾蜍，林蛙(Rana 
epeirotica & Rana balc anica)

推荐参加的活动:

• 沿着卡拉马斯三角洲散步，享受栖息
地。卡拉马斯河可以用小船航行到最
后一座桥。路线很神奇。” 沿着“博
利亚纳桥-斯皮罗皮加迪亚”的小路
走。“这条环境优雅的路线提供了一
种独特的体验，可以沿着卡拉马斯河
穿越一条令人惊叹的峡谷，

”在卡拉马斯河的“海峡”尝试峡谷（
峡谷漂流）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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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蒂利察山控制着萨吉亚达湾和马
夫罗诺罗斯山之间的加托卡拉马斯平
原，确保了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和对爱
奥尼亚北部大部分海上道路的直接监
督”。

位于马斯蒂利察或马斯蒂利察山上的防
御工事占据了山顶，可能是斯普罗提
亚地区最古老的防御工事，因为它的
建造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末。

城墙总周长约670米，保存完好。

在防御工事中可以看到三个大门。在
坚固的堡垒内，有保存完好的建筑地
基、散落的建筑构件、雕刻在天然岩
石上的水井和下水道。

在小山的边缘，在卡拉马斯近乎现代的

河口旁边的平原上，一次抢救挖掘发
现了一座罗马别墅，建于公元前2世纪
下半叶，似乎一直存活到公元3世纪中
叶。

它位于伊古梅尼萨西北14公里处。游
客可以通过一条乡村公路到达那里，
这条公路连接着伊古梅尼萨和萨吉亚
达省道，穿过凯斯特里尼平原。据指
出，考古遗址所在的山顶没有通向山
顶的通道。

建议的活动：

走在马斯蒂利察山上。他说：“没有铺
好的路。然而，在平坦的斜坡上行走
是轻松的。马斯蒂利察山虽然很低，
但从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沼泽和萨吉
亚达中世纪的盐滩，令人印象深刻。
沼泽和附近的河口都是观鸟的好地
方。这是一条一公里长很容易上坡的
路线 。”

 马斯蒂利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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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基亚达

特斯普罗提亚区域单位西北部的沿海地区，

从卡拉马斯的老河口到希腊-阿尔巴尼亚

边界，占据了Sagiada村的面积。这是一

个以养鱼养殖场和鲈鱼养殖场而闻名的地

区，其渔获量也很出名。离开这个地区的

时候，一定要在斯卡洛马海滩上尝尝头足

类动物和虾的味道，这个地区的日落也令

人叹为观止。

萨基亚达是一个安静的海滨村庄。从那里

可以看到港口的壮丽景色。虽然今天被遗

弃了，但古老的萨吉亚达仍然值得一看。

它建在山坡上，不幸在1943年被德国人烧

毁。今天，只有常春藤包裹的废墟让人想

起过去。推荐活动：

• 漫步在风景如画的卡拉马斯峡谷。在峡

谷的出入口，奥斯迪纳和拉文纳这两座古

老的城堡，与时间背道而驰，它们粗糙的

墙壁和用铅板石建造的教堂，作为守护者

屹立了几个世纪。从萨基亚达可以很容易

地到达峡谷。在通往伊古梅尼察的路上左

转，沿着通往约阿尼纳的老国道行驶，

然后前往Plakoti和Pente Ekklisies。

在进入村子之前，沿着这条路走，这条

路通向当地人所说的古代聚落--“旧

城”(Paleochora)。继续行驶，直到你到

达卡拉马斯的老贝利桥。桥的东北侧是奥

斯丁纳城堡，里面有古老的城堡、拜占庭

式的堡垒和后拜占庭式的教堂和修道院。

• 沿着“Kotsika-Old Sagiada”路线

走。“在这条路线上，徒步旅行是沿着希

腊和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线进行的。步行者

可以看到卡拉马斯三角洲的全景，。我们

路过被遗弃的Liopsi村庄附近，最终来

到了古老的Sagiada(也是被遗弃的)具有

特色的传统聚居地。在路线中间的“金字

塔”位置，步行者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的

沃斯罗托泻湖和卡拉马斯河三角洲的独特

全景。

• 参观位于同名山顶的Mastilitsa考古

遗址，周围是卡拉玛斯河的平原。“从

Sagiada镇出发，沿着右边的路，即可通

向那座山。从那里开始，没有明确的路

径。登上山顶，游客就可以欣赏到坐落在

山顶的古代防御工事遗址，俯瞰卡拉马斯

河及其三角洲，附近的Lygia城堡半岛、

爱奥尼亚海、爱奥尼亚海和Sagiada的

Corfu“。

• 参观拉吉奥修道院。这座风景如画的修

道院隐藏在丘陵橄榄林中，建在从伊古梅

尼察到萨吉亚达的道路左侧，是为了纪念

圣母升天。它很可能是在12或13世纪建造

的，这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由于它的

地理位置，它遭遇过多次毁坏。它是由和

尚纳撒尼尔于1865年翻修的。

今天唯一保存下来的部分是它的

Katholikon，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风格，

有一座寺庙，一个圆顶和主建筑中的细

胞，以及许多壁画，不幸的是，这些壁画

已经被毁了一半。自1989年以来，一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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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组成的小型修道院联谊会一直住在那里，因此修道院仍然对公众开放。那些喜欢拜占

庭古迹的人真的值得一游。在Sagiada港行走。“。

• 参观吉塔纳考古遗址，并在1.5KLM参观大坝。

• 参观飞利叶斯市。

• 参观菲尼基村，它建在山坡上，俯瞰着周围的种植园，有着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目前

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别忘了参观民俗博物馆和该地区的石拱桥。

• 参观沙曼塔斯村。

• 参观圣乔治教堂

• 早餐不要忘了品尝正宗的当地产品，如芝士馅饼、酸奶、酸奶和蜂蜜、龙舌兰等，还有

美味的传统咖啡。在萨基亚达港，您可以品尝新鲜的鱼或喝咖啡放松。虾也值得一尝，

这是当地的特产。

• 萨基亚达的海鲷节：在萨基亚达市的沿海城市，每年8月6日都会与当地的养鱼协会合作

举办海鲷节。

• 国际复调歌唱节：每年夏天（通常在8月），希腊和巴尔干国家的乐队都会参加复调

歌唱节。这些活动主要发生在飞利叶斯、Palia Sagiada和Phanoti Parapotamos以及

Mourgana的村庄。

• 欢迎前来狂欢节和库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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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一家航运
公司的游轮每周都会经过该地区，这一
事实也证明了该地区在当时的价值。连
接新旧萨吉亚达的小路-“格里戈里奥
斯•索加斯”-属于你游览该地区必须去
看一看的地方。。

老西吉亚达，如今虽然被遗弃了，但
仍然值得一游。它建在山坡上，不幸的
是，在1943年被德国人烧毁。只有常春
藤包裹的废墟能让人想起过去。虽然被
毁了，但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有
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和古老的豪宅。在中
心广场，仍然矗立着风景如画的圣乔治
亚教堂，教堂里有独特的壁画。这个村
庄在威尼斯人占领期间一度特别繁荣，
当时这里是作为爱奥尼亚群岛和希腊大
陆之间的贸易站。事实上，在15世纪，
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都宣称对该地区拥
有主权，当时争执非常激烈。

 老西吉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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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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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利基

格利基是索里市的一个低地村庄。它的海拔

在通往帕拉米西亚-普雷维萨的公路东南80

米处，东面是帕拉米西亚山脉，西面是阿

切伦河。

那里的人们主要从事小畜牧业和农业，尤其

是水稻种植。

与此同时，鉴于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财富，重

要的另类旅游活动正开始在该地区发展。

根据传说，Glyki这个名字是在圣多纳托斯

杀死了筑巢在阿切隆泉水中的龙，并为曾

经致命的水祈福时而来的。

该地区现存的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是拜占庭

大教堂的废墟。定居点的位置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因为它不仅控制着阿切隆河的

横渡，而且国际罗马道路阿波洛尼亚-沃斯

罗托-尼科波利斯的东部也经过它。

推荐活动：

• 冥河的庆祝活动：在Glyki村神秘的冥河

旁边，在地方当局的倡议下，每年夏天都

会组织一系列活动，包括有许多艺术家参

加的标志性的文化活动，还会有马术表演

和滑翔伞。这是一条相对容易到达阿切隆

的路线，是土耳其占领期间苏利奥特人使

用的著名路线。它从Gliki村开始，朝着

Skala Tzavelaina的方向，穿过一个绿色

的斜坡，终点是河岸。龙洞值得一停，那

里有漱口泉 。

• 同样从Skala Tzavelaina出发，游客最终

可以到达Samoniva村。在这里，游客会被

不同的风景迷住，在高大的岩石前会感到

敬畏。在某种程度上，这条河变得狭窄了

很多，形成的高耸的岩石仿佛将游客拒之

门外。据传这些岩石形成了一个拱门，这

就是为什么它们在神话中仍然被称为“地

狱之门”。蓝色和绿色，光明和黑暗，大

自然的声音和谐地交替，并用它应得的魔

力框定神话。

•不要忘了离村庄只有2公的泉水。这些都是

独一无二的自然美景，阿切隆的生态系统

受到Natura 2000网络的保护，这绝非巧

合。它的水在冬天非常湍急，而在夏天它

们形成水坑和池塘，但它们是完全可以进

入的。在任何情况下，阿切隆，无论是和

平的还是浮躁的，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引

诱甚至是最苛刻的游客。做好穿鞋或穿雨

衣走路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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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料来源因其故事中的神话元素而闻

名于世：缪斯•卡利奥皮之子俄耳甫斯因妻

子欧律狄斯之死而毁灭。他用竖琴的“哭

声”感动了死去的国王和王后，哈迪斯和

珀尔塞福涅，并赢得了从身后的寂静王国

手中夺取他心中之花的机会。要做到这一

点，他必须越过生死之间的水上分界线--

地狱。根据神话，地狱是通向冥界王国的

入口。

• 走在“Tzavelaina的Skala-Souli的井”

的小路上。“Tzavelaina的Skala是一条

美丽的小路，从Acheron的Glyki村外开

始。

• 近年来，格利基也组织了极限运动学校，

如漂流、登山滑雪、热狗、水上飞车、

皮划艇、登山、登山、峡谷、河流徒步旅

行、帕伦特(Parapente)、山地自行车、

骑马等等。参观者往往都能体验冒险，玩

得开心。所有学校都配备有经验丰富的教

练和适当的设备，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参加

这些活动，当然还要看他们的技能和体能

水平。

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在当地的酒馆逗留一会

儿，通过品尝当地的特产来充电。

（阿切隆河）

此外，阿切隆河被描述为神话之河，其故

事和参考资料已经消失在茫茫历史之中。

阿切隆的不尽具有神话意义，也有着重大

的历史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峡谷的

荒芜景观与古希腊神话有关，古希腊神话

将该地区与地狱之门联系在一起，荷马的

《奥德赛》、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基斯蒂

斯》和萨福的诗篇都表明了这一点。当

然，这条河与现代传统有关、于圣多纳托

斯的传说有关，但也与我国的历史有关，

主要是通过苏利奥特人为捍卫自由而进行

的斗争，而人类存在的痕迹甚至在旧石器

时代就已经发现。

  “沿途形成了水洞和小湖，这是鱼类和两

栖动物理想的生活场所。在河的另一边，

河流急流穿过垂直且高的悬崖，悬崖的高

度超过100米，但这些地方的河流最多2米

宽。你可以看到冬青树和菲利基树等灌木

沿河生长着阔叶栎、柳树、柳树、梧桐和

桤木。该地区的植物物种总数为509种。

 根据该地区记录的196种鸟类在这丰富的

植被中生活、繁衍。其中许多鸟类受到国

际公约的保护，因为该湿地是鸟类迁徙的

走廊。

 在河岸森林中，有斑点的小龙虾、黎凡特

雀鹰、蛇鹰和木矶鹬，更引人注目的是悬

挂在树枝上的欧亚山雀的精致筑巢。在阿

切隆的岩石狭窄街道上，出现了金雕、波

内利鹰、游隼和秃鹫。

在河流水域中繁殖了9种以上的鱼类，如虾

虎鱼、鳟鱼、达斯卡；8种两栖青蛙，如

土蛙、黄弹、树蛙；16种爬行动物，如河

龟、石龟、蝰蛇和其他；17种哺乳动物

在山坡上寻找食物和避难所，如野猪、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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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鼬鼠、雪貂、野猫、森林小马、狼、

土狼和水獭”（卡拉马斯-阿切隆地区的管

理机构-科孚，新罕布什尔州（c））。

 特别是，艾奇隆海峡和河口地区是被公认

为整个埃庇鲁斯地区最引人注目的18个自

然区域之一。该区域总面积为4630公顷，

因为其特点和生物多样性（卡拉马斯-阿切

隆-科孚管理机构，n.k.（b）)，在欧洲

层面（代码为GR2140001的特殊保护区，

部分为代码为GR2120008的特殊保护区）

以及国家层面都很重要。

  “在阿切隆海峡地区，记录了7种栖息

地类型，总体生态状况良好，河口地区

记录了19种栖息地类型”（卡拉马斯-阿

刻戎-科孚管理机构，n.k.（b））。1998

年，海峡地区共记录植物区系250种及亚

种，海峡地区共记录210种，河口地区共

记录449种，其中59种鸟类受欧盟指令

79/409/EU“严格保护”。其中，25种是

主要在河口观察到的水生和涉水鸟类，

还有18种主要是在海峡观察到的猛禽。

（卡拉马斯管理机构——Acheron——

Corfu，n.k.（b））。最后，在该地区还

发现了至少17种不同的哺乳动物物种（如

狼、水獭等）、15种爬行动物、7种两栖动

物和9种鱼类动物群，其中一些受到《伯尔

尼公约》、第92/43/EU号指令等的保护（

卡拉马斯管理机构-阿切隆-科孚（b））。

 神话元素与传统

“阿切隆河（Acheron）的名字来源

于“Αchos”一词，意思是死亡的悲伤。

阿刻戎河是悲伤的河流，没有欢乐。按照

比较流行的说法，阿切隆河的水是苦的，

因为住在泉水里的“鬼”(怪物)污染了

河水。帕拉米西亚大都市的守护神圣多纳

托斯杀死了“鬼”，阿切隆的海水变得

甘甜。这就是格里基村的名字的由来（匿

名，2018年）。

 它也被命名为Mavropotamos（黑河），因

为根据神话传说，泰坦们喝地狱之水以解

渴，而愤怒的宙斯则把水熏黑了。这条河

在两个历史时期留下了印记，并将它的名

字与人类的双重存在联系在一起。物质与

灵魂，生命与死亡。在现代历史上，它的

水域赋予了苏利奥特人生命，而在古代，

它是下层世界的前厅。这是人类灵魂的最

后一条路。

 当时有三条河流：悲伤之河阿切隆河、科

基托斯河或马夫罗斯河和死者散步之河皮

里弗列格通塔斯河或沃沃斯河。这三条河

流在湖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地带，在

某些地方有足够的深度，根据修昔底德的

说法，这一地区一直延伸到海边。

 这就是阿切鲁西亚湖。它有隐秘的洞穴和

被薄雾覆盖的沼泽。它也被称为奥尔诺

湖，一个散发有毒烟雾的湖，甚至于对飞

过它的鸟类都有危险——这可能是沼泽中

腐烂的植物造成的。

 因此，当地人提到这条通往地狱的河的时

候充满敬畏。精神术士赫密士把死者的灵

魂带到阿切隆河，交给了令人毛骨悚然的

船夫，他正是查罗斯。为了得到金钱上的

回报，查罗斯航行在阿切隆河和阿切鲁西

亚湖上，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冥府。

阿切隆峡谷的入口被认为是冥府之门，据

许多人说，阿切鲁西亚湖的内部是地下

世界”（卡拉马斯-阿切隆-科孚管理机

构，K.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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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活动：
•参观格里基，尤其是拜占庭中期大教堂的废墟、苏里的水
井、库吉和基亚法城堡。
•为了从上面欣赏风景，建议在该地区进行一项活动，那就
是飞狐。通常，阿刻戎河的两岸都与该系统相连。游客有
机会借助该滑轮穿过连接两岸的绳索，从而欣赏稍微不同
的风景（何蒙，）。
•你也可以一边在河边骑马，一边欣赏风景（水瓶座旅游
社，年）。
•水上爱好者可以乘着木筏或独木舟过河。由于水域非常
平静，这种活动全年都可以进行。（宝瓶座，，何
蒙，）。
•在河里漫步，或在穿越阿奇隆海峡的小路上漫步，享受大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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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里

在距Igoumenitsa 73公里处，有一个以
英勇著称的村庄索里。它的居民在土
耳其占领期间的斗争已经载入史册。
作为该村历史的一部分，它每年都会
在发生的事件中复兴，最终以僧侣塞
缪尔(Monk Samuel)对Kougi修道院爆
炸的再现(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伊皮鲁
斯(Epirus))。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索里通常被认为
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域。与“Kiapha”
、Avariko和Samonida一起，他们是最
初的Soulian Tetrakomo，它的防御工
事主导了“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1821
年希腊革命”这一特殊邦联的延续。

整个地区将因其传奇的斗争史而闻名
于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直到
1803年，它将成为“勇敢、英雄主义
和抵抗”的象征。时至今日，我们仍
然钦佩地称它为“索里的灵魂”。它
可能是希腊唯一一个抵抗奥斯曼帝国

征服者的地区，事实上，在女性人口
的大力帮助下，她们不仅充当了援助
的角色，而且在必要时真的拿起了武
器。

推荐活动：

• 索里市有“希腊最大的滑索，长320
米，速度超过45公里”。

• 参加索里节。该活动为期两天，是为
了纪念5月最后一个周末的索里争取自
由斗争。除了在帕拉米提亚市举办的
文化活动外，还组织了萨缪尔僧侣在
索里圣地爆炸库吉的展览。

索里的• “乘车游览：如果有人想要快
速了解索里山区的情况，不必费力费
力，您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索里、库吉
和基亚帕的村庄，通过通往萨莫尼瓦
的柏油路，可以欣赏到格里基和阿契
隆海峡的全景。这是一条20公里的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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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公路上坡路线，有几个转弯，海拔
500米“。

• “从老路到苏里的香道：一条上坡
的小路等待着那些想要走在古老的历
史街道上的游客，这条街道连接着地
区Souli和平原。这条小路可以很好
地欣赏到阿切隆海峡的景色，穿过古
老的拱桥，著名的茨瓦维莱纳斯卡拉
(Skala Of Tzavelaina)，旁边是废弃
的水磨坊，终点是作为索里主要堡垒
的基亚法(Kiafa)古老城堡。这是一条
简单的路线，经过一条光滑的小路，
从40米到500米的高度攀登，整个过程
1小时30分钟。“

•漫步在著名的茨瓦维莱纳斯卡拉的美
丽变奏曲中。这条路线通常是登山和
热爱自然的俱乐部的首选。这就是“
索里-达拉桥-格里基”(Souli-Dala 
Bridge-Glyki)。这条路线被认为是简
单的中等路线，持续3-4个小时。

• 漫步“Skala Tzavelaina”。它是一
条包括属于自然2000网络的路线，那
里有特有和稀有的动植物物种。

起点是在΄΄神话中的΄΄河冥河的河岸，然
后是经过马术Tzavelaina的小路，从
Souli a，Souli Lambros Tzavellas
的英雄领袖的妻子，传奇的Moscho。
和她的大多数家人一样，她积极参加
了与土耳其人的战斗，贡献最大。她
的成就还被写进几首民歌中。

•索里往上看，我们看到了现代的干预
措施（70年代通往苏里的隧道、道
路）和更现代的建筑，一个信息亭，
可以在上面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往上
走，终点是苏利奥特斯城堡，也就是
著名的“Kiapha”。

总持续时间约为2小时30分钟“。
沿着冥河走。这是希腊最美丽、最激动
人心的路线之一。它的最佳时间是从5
月到10月初，因为在这条路线的大部
分时间里，徒步旅行者都得在水中行
走。

• 在该地区的水井和水厂稍作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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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阿吉亚帕拉斯科维教堂(在库吉苏里)

  加迪基

圣/阿吉亚帕拉斯科维小教堂位于苏利的库吉地区的设防区内。相传，和尚塞缪尔在1793

年建造了这座小教堂。在向阿里•帕夏投降后，其余的索里奥提人都已离开，他和另外五

名索里奥提人于1803年12月16日在要塞的火药库里自焚，目的是销毁食物和弹药，使之不

落入阿里•帕夏本人手中。苏里陷落后，阿里•帕夏在那里建造并使用了一座避暑别墅，直

到1820年被迫害的苏里奥特人返回。

它位于海拔200米的大猩猩山上，西边流

淌着科库图斯河。这是一个半山区村庄，居

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该村距离伊古梅尼察 4 0 公里，距离

Preveza 61公里，距离Paramythia 14公

里，距离雅典437公里。

游客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村庄，那里有美丽

的、风景如画的房屋、乔木和花盆，里面装

满了鲜花，还有在Agia Kyriaki举行的礼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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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迪基的圣/阿吉亚•基里亚
基圣修道院

今天，它仍然保留14世纪凯瑟琳修道院的

模样，但已经是考古遗址-纪念碑。

该修道院位于加尔迪基•帕拉米西亚村，

只有供奉圣/阿吉亚•基里亚基的天主教堂幸

存下来。“修道院的建筑建于14世纪上半

叶。“这是一座只有一间屋子的教堂，拱门

已被山墙屋顶所取代，有趣的是，教堂外部

的砖饰很丰富，有些地方很像字母表中的字

母。”。

作为伊庇鲁斯专制时期建筑的重要范例，

圣/阿吉亚•基里亚基被列入希腊已公布的考

古遗址和纪念碑的永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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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厄勒亚

厄勒亚105公顷的要塞，也被称为“卡斯特

里.韦利亚尼”，位于苏利市现代化村庄克

雷索伊的东部，帕拉米西亚山脉脚下、海

拔500米的筑了防御工事的天然高原上。

从那里几乎可以控制冥河-科赛特斯河整

个山谷(即古城的领土)。古代资料中提到

的“厄勒亚”城遗址的鉴定是由埃皮鲁斯•
索蒂里斯•达卡利斯历史系教授兼研究人员

完成的。

这个定居点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建立的，

当时是斯普罗提亚人第一次在有组织的城

市定居 。已知的最古老的带有城市象征

和斯普罗提亚城女主人公埃莱茨的性别的

青铜币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与珀尔塞福

涅和哈迪斯的有关联的这些硬币表明，冥

河口的这位著名的“亡灵巫师”，，也就

是现在的阿穆迪亚海湾的“厄勒亚港”，

曾受到厄勒亚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在它

被转移到吉塔纳之前，它似乎是斯普罗提

亚公社(Common Of Thesprotians)的所

在地。这座城市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

世纪)一度繁荣起来，但于公元前167年被

埃米利奥斯•帕夫洛斯的罗马军团手中摧

毁。“

两个大门，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保证

了定居点的无缝通信，而第三个大门位于

北侧。

阿哥拉的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最初采取开

放广场的形式，而在希腊化时代，它的东

面、西面和北面有三个画廊。与之直接相

关的其他与公共功能相关或服务于公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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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储存需要的建筑也在后来逐渐形成。一座小教堂满足了居民的礼拜需求，教堂建在市

中心的一座高山上，由一个前殿、一个正厅和一个避难所组成。

该地区可通过公路从克里萨夫吉通过沥青省道进入，距离帕里西亚市约5公里，周六至

周一和8：30-15：30(周二至周五：关闭)可以参观。不过，我们建议您事先与该网

站联系，因为该网站的开放时间可能会因场地看守人数的空闲而有所变化(电话：+30 

26650.29177/8，电子邮件：efathe@culture.gr)。

行动不便的人(在协助下)可以通过缓坡坡道进入博物馆/售票处。它通过宣传定居点的历

史信息资料举办了一场展览，，同时-由于建筑的位置-提供了该地区最重要的古迹的概

览。该地区还为残疾人提供了一间卫生间。

建议的活动：

• 走在连接“古代伊利亚-斯塔夫罗斯”的小路上。斯塔夫罗斯的道路，自1779年以来一直

被称为斯塔夫罗斯，是连接帕拉米西亚和斯卡佩塔(苏利奥托乔里亚)的主干道。它从帕

拉米西亚的普拉塔诺斯开始，向上到位于西尼茨的现在的历史档案馆，又经卡塔斯基诺

斯，帕诺•卡里奥蒂，加拉西达，阿洛纳基，斯塔夫罗斯(大猩猩的脖子)，然后，下到弗

罗辛伊(在世界其他地方叫老科里斯蒂安尼)，到达苏利乌村。1779年5月，埃托利安人阿

吉奥斯•科马斯(Agios Kosma)从这里经过，前往苏利奥托乔里亚(Souliotoclia)。

当他到达山颈的时候，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眼睛仰望着天空，划起了个十字。从那时

起，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斯塔夫罗斯(Stavros)。从斯塔夫罗斯的视角这一地区是无法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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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西面，整个帕拉米西亚平原与韦利亚尼、卡里奥蒂、西罗洛弗、凯拉•帕纳加、拉

胡利、塞瓦斯托、帕格拉蒂、塞尔利亚尼、尼奥科里和布尔德加的村庄一起就像一幅巨

大的油画呈现在参观者面前。东边是苏利山脉和佛罗西尼村。

数百年来，斯卡佩蒂纳的人们沿着斯塔夫罗斯蜿蜒曲折的小路在帕拉米西亚购物。他们在

这里出售森林中猎到的动物和畜产品，并购买家庭需要的任何东西。斯卡佩蒂纳的妇女

们给人印象深刻，他们2为了生活苦苦挣扎，主要是在苏利省首府出售木柴。然后又长途

跋涉，带着杂货回来 (根据书面信息，来回8个小时)。斯塔夫罗斯的道路维护是由苏利

奥托乔里亚的居民亲力亲为维持的。修补工作主要在春天，或在每一场可能的倾盆大雨

之后进行。“。

• 选择了第二条，也是相对困难得多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

了克里萨夫吉的圣地/阿吉奥斯•阿尔塞尼奥斯。“它从厄

勒亚考古遗址600米处开始，紧接着停车场之后就是一条土

路。

起初攀登相对平稳，但随着攀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路线

的不同部分，必须用手在陡峭的岩石上攀登。此外，沿着

这条小路的全长，有几个地方有碎石，这使得它变得更加

困难和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从跋涉过渡到这里需要大量的登山经验和谨

慎。无论选择哪条路，唯一确定的是，即使是要求最苛刻

的游客，也会被野生景观的美景迷住。毫不夸张的说，在

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这里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一览无

余，从这里可以看到爱奥尼亚海以及科孚岛和帕克索斯

岛。这里除了能提供给游客迷人的古厄勒亚风光外，在你

离开之前，你还可以在当地的酒馆里享用一顿丰盛的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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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萨瓦吉(维利亚尼)的圣阿吉奥斯•阿森西奥斯洞穴/隐士

圣/阿吉奥斯•阿森西奥斯修道院坐落在普罗德罗莫斯•维利亚尼修道院的上方，帕拉密西

亚的戈里拉山山的一个非常陡峭的位置，海拔高度约1200米，它受到周围地区居民的

高度尊敬。这是一个很大的天然洞穴，古代的苦行僧就住在这里。冬宫所在的洞穴非常

有趣，因为“晶莹的水滴从不同的地方落下，而再往里走一点，有一个铁楼梯通向高处

的平台，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泉水的流动。为纪念他而建造的小教堂坐落在洞穴的右

边，从外面看，它被一扇铁门和它的木制阳台隔开”) 传说圣阿森西奥斯住在这里。

”每年五月初，也就是他的节日，一个牧师会带着一大群信徒去山洞里做礼拜。事实上，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山洞里的帐篷里过夜。 无论如何，参观圣/阿吉奥斯•阿森西奥斯是值

得的，因为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从那里看不可思议的景色会让你受益匪浅。

推荐参加的活动:

这个地方是自然旅游的理想之地，帕拉米西亚山谷及其分散在各处的村庄

(Chrysavgi、Karioti、Daphnoula、Pagrates、Karvounari、Rahouli、Sevasto和其

他)的景色非常迷人 。到那里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也是最容易的路是从卡利奥蒂开始，

就在洞穴左侧斜坡上新建的天文台之后。 。第二个，也是明显更难的，位于距离埃利亚

考古遗址600米的地方，如果你沿着位于那里的停车场后的土路走，就可以找到它。这条

步道适合有经验的步行者或有专门山地向导和良好身体条件的群体，因为在一些地方， 

岩石相当陡峭，地面也不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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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马提亚

“它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位于两条历

史悠久的河流--阿克隆河和卡拉玛斯河

之间。这座城市距离Egnatia Odos 10公

里，建在落基山脉大猩猩迷人景色的南坡

上，在整个地区看起来气势恢宏“。

推荐活动：

• 参观当地景点和考利亚塔，然后沿着指定

的路线上山前往帕拉米西亚城堡(圣多纳托

斯城堡/阿吉奥斯•多纳托斯城堡)。

• 参观位于帕拉米西亚市内的拜占庭浴场。

• 参观圣母玛利亚的升天教堂。

• 最后，参观钟楼。它位于帕拉米西亚的

一座塔顶，它可以追溯到1750年。它是由

OPUS CREDUM de POLIZ建造的。与使用

金属弹簧不同，它的运动是基于一根细绳

的均匀解开，细绳的一端绑在一块悬挂的

石头上。这座钟没有指针，它只是在时间

到点的时候响一声钟，响多少次就响多少

次。它在同类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

类似的。

• 你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吗？如果是，

从“Neochori-Pestiani”路上的不同角

度来看，你会收获良多。“这是一门特别

的课程，既有过去的亮点，也有非常自然

的元素。从新町的Egnatia路桥的支撑段

开始。攀登到山顶“Kliadi”，在特斯普

罗蒂州中部956米处，

我们脚下有属于自然2000保护区的Vrontani

湖和Hotkova湖，背景是Mourgana山脉北

部和东部的Parythia山脉，这些地区也包

括在Natura 2000网络中。我们看到了这

个县的所有城市，我们面朝爱奥尼亚海。

短暂的休息。然后经过纳纳-基亚法-索科

里-艾利亚和克罗尼亚地区的下降，我们到

达了达马里的尽头。

全程25公里，持续时间约7小时。“。

• 和一个变种，甚至是一个建议/停止。在

Kliadi山峰以东，Neochori-Pestiani登

山路线的中间，参观Kika洞穴。该洞穴相

当大，里面有令人叹为观止的钟乳石和石

笋。据穆塞利米斯说，此处在石器时代曾

是墓地。在那里还发现了各种赏金，分散

在整个地区。

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索里假日：这是一

个为期两天的活动，以纪念索里为自由而

战。(•the Souli Holding，五月的最后一

个周末)“它包括帕拉米西亚市的文化活

动，以及萨缪尔僧侣在索里圣地对库吉爆

炸的再现。来自希腊各地的大量游客对这

些活动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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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从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开始，在特普

罗提亚的帕拉米西亚举行为期一周的大型

传统集市交易会，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伊

皮鲁斯最大的集市。所谓的兰博沃斯聚集

了来自希腊各地的参展商和众多参观者。

• 在塞瓦斯托帕拉米蒂亚斯，“阿洛尼亚

达”于每年八月举行。这是一系列以农村

生活为主题的活动，除举办其他相关专题

展览外，还有其他相关专题展览，如老农

业物品、民俗材料和农产品、复兴农业工

作(如打谷场)和更多活动。

• 每年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帕拉米西亚的

环境和登山协会都会组织“茶道”活动。

就是爬大猩猩山，采茶。参加活动的人，

如果愿意，可以在不破坏植物的情况下采

茶，“在返回韦利亚尼城堡的路上，他们

传统上等待冷水、齐普罗、面包(补丁)、

橄榄和奶酪”。

• 是为了狂欢节和库鲁马(特普罗特地区单

位，2021年)而来的。

• 在帕拉米西亚，不仅在那里，在阿切伦河

的景色中，你可以尝试滑翔伞。

• 在爱利亚斯格里卡简易机场，该区域专门

适合有经验的滑翔伞使用者，因为需要很

好地控制滑翔伞。赛道走向为西北偏西，

位于海拔570米，高差达到380米，而起跳

区域带草达到15*20米左右，落地在大片

田野中进行。这条简易机场既适合载客量

飞行，也适合热力飞行。。

• 在Glyki简易机场，这个空间也适合滑翔

伞初学者，下午可能会有一定强度的滑翔

伞。飞机跑道朝南，位于海拔730米处，

高度差达680米，而起飞区域达到约40*50

米，铺着草和砾石，降落在泥土或田野上

靠近河流的地方。

• 在Kyra Panagia简易机场，该空间也适

合初学者滑翔伞用户，夏季几个月可能会

出现紧张，主要是在下午几个小时。只适

合有经验的用户，因为它需要对滑翔伞有

很好的控制能力。飞机跑道朝向为西北偏

西，位于海拔300米处，高度差达到200

米，而起飞面积达45*40米左右，有草，

降落在大片田野上(当然，建议首选没有动

物活动的无地区域)。

•在戈里拉的帕拉米西亚的，这个地方也适

合初级滑翔伞用户，不过，下午着陆时可

能会出现紧张，夏季几个月岩石附近可能

会有强烈的高温。飞机跑道朝向为西南偏

南，位于海拔830米处，高度差达680米，

而起飞面积达30*20米左右，有土有草，

落地则是在大片田野上进行(当然，建议选

择陆地，注意有些地方的电力电缆可以从

远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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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米西亚圣母玛利亚/帕纳吉亚圣修道院

帕拉密西亚城的名字可能来自帕拉密西亚

的帕纳吉亚修道院，也被称为“大教堂”(

或帕纳吉亚•帕拉密西奥萨圣修道院)。它建

于13世纪下半叶，位于该市西南部，（19世

纪时进行了扩建（narthex、exonarthex、

北侧画廊、钟楼等）(文化和体育部，2012

年)。据该教会称， 其容貌从上世纪60年代

保留至今 。

教堂按照砖封体系建造，正面有陶瓷装饰

和两个内置铭文，其中一个告诉我们1858

年教堂的翻新。没有马赛克  有传言称，

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

了不被占领者摧毁，马赛克被覆盖 。根据

传统，圣/阿吉奥斯•斯皮里宗和圣/阿吉亚•

提奥多拉的遗迹在秋天前不久从君士坦丁堡

到科孚的路上被保存了一小段时间。帕拉米

西亚(1750年)的圣•新殉教者阿纳斯塔西奥

斯的遗物也埋葬在那里，而直到20世纪60

年代，它一直是大都会的大教堂。许多病人

聚集在那里寻求安慰，因此得名，因为“童

话”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有安慰、救济、支持

的意思。如今，寺庙周围的修道院建筑群除

了一些遗迹外，并没有保存下来。两个喷泉

被保存了下来， 一个古老的福音和一个金

绣墓志铭是为数不多的遗物，它们是僧侣阿

森西奥斯于1587年在梅塔拉的一个作坊里制

造出来的 每年持续接纳许多游客，是了解

该市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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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利亚.帕里西亚斯或博诺拉塔的库利亚

它是希腊西北部幸存下来的最好的防御工

事之一，位于帕拉米西亚 西北部，普罗诺

蒂卡区。

这是一座建于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

坚固的塔形房屋。就其形态和建筑而言，我

们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在埃皮鲁斯和阿尔巴尼

亚都发现了这样的加固房屋。它的建造完全

考虑到了防御，它和其他建筑一样，在遭受

攻击的情况下为地主和地主的安全做出了贡

献。

它是一座五层楼高的塔形建筑，建在帕拉

米西亚山脚下，具有战略位置，从这里可

以看到整个平原和周围地区，以控制整个平

原。它也是帕拉米西亚城堡的大本营，也是

阿里•帕夏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在该地区旅行

期间的住所。

该地点可在咨询特普罗提亚文物局后

参观：周一至周五(09：00-14：00)(电

话：26650.29177/8，电子邮件：efathe@

culture.gr)(斯普罗提亚文物局，2021年)

(Efathe@culture.gr)(斯普罗提亚文物

局，2021年)(电话：26650.29177/8，Ε电

子邮件：efathe@culture.gr)。

该遗址没有残疾人基础设施，由于其地理

位置，行动障碍的人、行动不便的人和残疾

人无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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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蒂基

罗马和基督教早期的一个重要城市是古代的菲蒂基，它位于林波尼广场，但也位
于西洛拉奇、马鲁西、圣多纳托斯城堡的山丘和帕拉米西亚平原之间的洞穴中。
它位于穿过帕拉米西亚平原通往尼科波利斯的高速公路的西轴线上。它非常靠近
科库图斯河(现已干涸的霍特科瓦湖和大猩猩山)的源头，因其地理位置而繁荣起
来。它很可能是由朱利叶斯•恺撒在公元1世纪中叶建立的。然而，与公元前罗马
殖民地的地位不同的是，还没有找到有关其在各自时期的进程的重要数据。它在
公元2世纪和3世纪被认为是该地区的重要中心，因此在该市有一个议会，而在公
元5世纪和6世纪，它更加繁荣，被认为是老伊皮鲁斯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同
时，还有一个教区的座位。查士丁尼皇帝，由于对其管辖领土的不当，在公元6世
纪加强了位于圣多纳托斯城堡附近地区的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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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莱夫赫罗乔里城堡

它是由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在19世纪初建造的，目的是控制从爱奥尼亚海岸到大陆的自

然通道，这条通道通向帕尔加和普雷维萨之间的港口。同时，埃莱夫赫罗乔里地区是约阿

尼纳的帕夏和帕里西亚和玛格利塔的省长之间土地的边界。

在1801年的头几个月，在苏利奥特人与当地的省长达成协议后，阿里将试图控制埃莱夫

赫罗乔里的通道，建造堡垒。为了应对帕萨利基地区的瘟疫，一座海关大楼和一座拉扎雷

托酒店建在同一个地方。据1809年访问该地区的利克说，在从帕拉米西亚到约阿尼纳的途

中，他遇到了埃莱夫赫罗乔里这个废弃的村庄，那里有两座塔楼、一座三角形城堡和一个

海关大楼。

埃莱夫赫罗乔里要塞似乎在1807年索利陷落和帕拉米西亚的长官被征服后被遗弃，或者

逐渐开始被遗弃，原因是它对守卫通道的防御重要性降低了。

城堡呈一个简单的三角形楼规划，最大尺寸为41x2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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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格尼亚圣修道院

帕拉米西亚的卡尔利西亚村附近的一处植被茂密的地方，矗立着帕亚米亚圣修道
院，致力于圣母升天。在塞斯布罗提亚地区建造这所修道院是伟大的壮举 。第一
个拥有者，正如卡索利康门上所写的，是僧侣约阿希姆(1652年)。这是一个富有
的修道院，在全运会上有雷鸣般的表现。它的历史不得而知，因为帕帕-克里斯特
斯在1944年占领期间藏起来的遗物和文件丢失了。从伊奥安尼纳-伊戈穆涅萨国道
出发，在途径内赖达之后，经过一段3公里的绕行路线，就能到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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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娜或潘特•埃克利西斯

乌兹迪纳或奥斯迪纳

“该社区成立于1919年，原名为Osdina，以及17世纪被土耳其人摧毁的古代拜占庭聚

居地。1927年，该社区更名为Pente Ekklisies，1927年，该社区被重新命名为Pente 

Ekklisies，暗示该定居点居民热衷于强烈的宗教活动”。

这是一个设防的定居点，位于苏利市现代

村庄潘特.埃克里西斯以南，也被称为奥斯

迪尼或帕利奥斯迪尼或帕利奥乔拉。这个定

居点，占地约7英亩，四面都有一个450m长

的坚固的防御工事围栏保护着，除了西边本

质上是一座堡垒。它建在一座陡峭的岩石山

丘上，用于控制卡拉马斯河流域。事实上，

由于它的位置，正如建筑遗迹所证明的那

样，它从古典希腊化时期到后拜占庭时期一

直有人居住。拜占庭时代可能一度特别的繁

荣，但更多的是在拜占庭晚期，特别是在奥

斯曼帝国统治的头几年，当时定居点与对面

平原连接的桥梁被修复。在同一时期，建造

了几座寺庙，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追溯到16世

纪中叶和17世纪初。

根据书面消息来源，从公元14世纪，阿普

萨拉德斯家族已经拥有该地区的大面积的庄

园，而两个世纪后，约阿尼纳岛普罗德罗莫

斯修道院(1506/7年)和梅泰拉的梅拉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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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1517年)的所有者内克陶斯和特奥法尼

斯.阿普萨拉斯僧侣据说在该地区维护着私

人橄榄园和葡萄园。18世纪上半叶，这个定

居点似乎因不明原因而被抛弃。“

在拜占庭时期，定居点的墙壁进行了修复

和增建，至少有两个修复阶段很明显，而古

建筑材料似乎在城墙的许多地方得到了重复

使用。

根据传统，在奥斯迪纳的定居点共有10座

寺庙，其中今天有8座和1座隐士庙。其中“

圣母升天”、大天使、圣/阿吉欧斯•阿萨

纳西奥、圣/阿吉欧斯•迪米特里奥斯、先知

埃利亚斯状态良好。圣/阿吉奥斯•约安尼斯

教堂、圣/阿吉奥斯•尼古拉奥斯教堂和圣/

阿吉奥斯•圣乔治教堂只有地基层保留了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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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尼 
考古遗址，加固定居点，公元前350-167年。

“在卡拉马斯的右岸，Vrosina以西7公里

处，在同名现代村庄南部的一座山顶上，是

拉维尼的古老定居点。由于缺乏挖掘数据和

考古研究，无法对该遗址的居住时期、范围

和遗址的确切性质进行可靠的估计假设。

定居点的防御工事保护着它的更容易进入

的平坦的一面。卡拉马斯河自古以来就是一

条大水道，它确保了沿海地区与山区腹地的

联系，似乎在拉维尼加固定居点的建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防御工事的特点，人们普遍接受的是

将定居点建立的年代定为古典希腊时代晚

期。我们掌握的少数数据似乎证明存在一个

小型定居点，该定居点一定是在公元前350

年后修建的。然而，在缺乏挖掘数据的情况

下，无法进行更准确的年代测定。

这一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开

始到之后，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小城墙的建立（小城市/村庄），致使

人们居住在一起，然后第一批城市和类似的

加固定居点形成和建立了。还应注意的是，

拉维尼和一系列类似的加固定居点的建立可

能与公元前4世纪埃庇鲁斯发生的领土重新

安排相吻合。从而带来了埃庇鲁斯种族（主

要是斯普罗提亚人、莫洛西人和朝尼人）影

响范围的改变。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加固

围墙的创建愈演愈烈。然而，所有这些都不

总是真正城市的核心，因为许多仍然只是堡

垒，更广大地区的居民都在这里居住以应对

敌对入侵。拉维尼有围墙的定居点似乎就属

于这一类”（文化和体育部，2012年）。

“拉维尼定居点占地约20英亩，四周围有

长约590米的城墙，保护着最平坦的一面。

在岩石和非常陡峭的南侧，没有任何城墙保

留的痕迹，而相对的，东侧、西侧和北侧的

城墙保存得相当完好，那里有一座古老的上

山道路通向2.80米宽的定居点大门。西侧、

北侧和部分东侧保留了厚度为2.80-3.50米

的坚固多边形墙，并用至少五座矩形塔加固

北侧的墙保存得更好，高度超过3 米，而

在所有的塔楼中，只有西边的塔楼保存得更

好。

在西侧，城墙从南到北几乎是笔直的。从

其西南角60米处，建了一座塔，而第二座塔

位于北面约90米处。在第二座塔处，城墙

向东弯曲，沿着一条30米长的直线路径，

到达大门区域，那里是它的尽头。在东侧，

城墙从南到北的长度为38 米，并由两个相

距约28 米的矩形塔加固。从这些塔的最北

端到西北部，城墙高达110 米，由另一个

塔加固。在这里的城墙有一条裂缝，并继续

朝西延伸32 米，与西面城墙的相应北部相

接。从那里开始，大约6米处，墙的两个北

支平行延伸，从而形成一条狭窄的走廊，宽

度在1.50到2.50米之间，门在该走廊的深

度处打开。这样，这个通道就受到这两面城

墙的保护。西面大门的墙是按照多边形系统

建造的，而在东面，砖石系统则是等域的。

最后，这一地区有一条通往河流的古道的遗

迹。

据报道，城堡内有建筑物遗迹，但由于考

古现场植被茂密，无法重新定位。此前的报

告还提到存在许多屋顶瓦片碎片，同时还提

到了在城堡内有硬币发现。”（文化和体育

部，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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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米特萨

Keramitsa是飞利叶斯市政府的一个山

村。它建在莫嘉纳山坡上，海拔580米，距

离市政府首府飞利浦东北约20公里。

在现在的村庄南面，有人指出了“希腊时

期和可能是罗马时期的科马遗址”。该村庄

建在一个低矮的石灰岩山脊上（此处有“维

格拉”和“帕利奥卡斯特罗”遗址），该山

脊与水蚤（或锥虫）溪流的源头相邻。

Keramitsa更大的区域在希腊-土耳其战争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战场，在内战期

间也是如此。

在梅绍里(Mesochori)漫步，你可以参观

村庄的中心地带，包括圣阿吉奥斯•迪米特

里奥斯(Saint/Agios Dimitrios)教堂、前

社区豪宅、传统民居、咖啡馆和古老的梧桐

树。值得一游的是周围的教堂，它们结合了

自然景观和“传统的笔记”：帕纳吉萨、圣

阿吉奥斯•阿塔纳西奥斯和先知伊利亚斯。

在阿吉奥斯附近，阿萨纳西奥斯也是克拉米

萨的考古遗址。该地区尚未出现，但村庄和

卡拉马斯的景色都很棒。最后，兰加里斯之

路也是“必看”之路之一。

推荐活动：

• 5月2日是村里最重要的节日，7月26日在

Saint/Agios Athanasios的教堂墓地举行节

日庆祝，纪念圣阿贾•帕拉斯基维和克拉米

特西奥蒂卡。• 
村里的• ，在“Achouria”的地方，结束

了兰加里的鹅卵石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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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科斯(或菲利特斯的查拉夫吉)的圣/阿吉亚玛丽娜
圣修道院

“修道院位于拉加维察(卡拉马斯的支
流)附近的细特卡亚村和查拉弗吉菲利
亚特村之间。根据碑文，它建造于1827
年，但它的基础肯定可以追溯到更早的
时代，因为在来自它的传家宝中，有一
枚1731年的印章被保留了下来。”

根据该地区的传统，它的主人是一对
名叫普里米基里斯和玛丽娜的夫妇，他
们住在瓦拉几亚，非常富有。他们受到
孩子死亡的严峻考验，回到祖国后，他
们建造了圣/阿吉亚玛丽娜修道院，以
僧侣的身份生活。如今，宽敞的单层凯
瑟琳康(Katholikon)和宏伟的木雕肖像

保存完好，没有壁画装饰，“而建筑综
合体的其他部分正在修复中”(2013年)
。保存在修道院的圣/阿吉亚玛丽娜遗
迹的一小部分也是一件有价值的神圣遗
迹。

如今，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型修道院兄
弟会，可以通过安排来参观。修道院在
7月17日举行庆祝活动，纪念阿吉亚•玛
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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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纳里的圣/阿吉奥斯•米纳斯
圣修道院

““伊庇鲁斯的流星”是一处自然遗迹，

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上帝的崇拜，它位于菲

利特斯市的科基诺里塔里村， 该村坐落在

连接菲利特斯和约阿尼纳，途径喀拉米特萨

的公路上，是斯波特地区最美丽的风景和朝

圣地之一。几百年前，它就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它的地基被传说所覆盖，这些传说一

代又一代地保存到今天。历史资料表明，它

至少从16世纪初就存在了。

该地区的传统指的是许多奇迹，这些奇迹

不时以圣/阿吉奥斯•米纳斯的优雅表演的形

式出现，为此聚集了大量朝圣者。它是吉洛

梅修道院最古老的梅托基亚之一，因为在

1667年的一份文件中已经提到了它的名字。

每年的11月11日很多人参与到纪念活动中

来，该处一年365天皆可参观。”推荐参加

的活动:

参加11月11日的圣节全天活动 参观菲律宾

或喀拉米特萨，游览定居点，购物， 边喝

咖啡边晒日光浴或者吃午饭

参观拉吉奥修道院或吉洛梅修道院

参观传统的修复水磨Rizou或Tzouma，了

解开展了多少活动。事实上，直到今天，它

还被用于在水磨机中洗涤床上用品、衣服和

地毯 磨坊往上走一点是圣/阿吉奥斯•尼古

拉的传统教堂，隔壁有一个设计精美的休闲

区！大约4公里后。上坡路止于Rizo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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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西亚尼的圣/阿吉奥斯•圣乔治圣修道院

Kamitsiani或Kamytziani修道院位于从

Kamitsiani通往Tsamantas的道路左侧，距

离Filiates 32公里。修道院成立的最初年

份不详。根据现存的凯瑟琳修道院的碑文，

它是在18世纪(1758-1773年)由僧侣派西奥

斯在Vella和Konitsa主教的敦促下，在一个

较旧的季节里，在已被摧毁的现存修道院的

废墟上重建的 。

“直到公元17世纪，修道院里似乎还有一

所修道院学校。占主导地位的人物是最后一

位修道院院长达米亚诺•佩索斯，他的半身

像装饰在入口处”。

该修道院是该定居点的主教教堂，修道院

院长同时是卡米塞尼、沃索托和格利基的

主教”。 希腊最富有的修道院之一拥有森

林、田野、葡萄园和大型橄榄园、牧场、成

群的绵羊和山羊、磨坊等等 它在该地区的

存在非常重 根据尼特索斯(1865-1940年)的

说法，

如今，只有最优雅的凯瑟利康幸存下来，

它属于带有圆顶的复杂十字形类型 。

 

根据《古物评论》的说法，“根据传统，

修道院的名字跟拜占庭将军Kamytzis有关，

他在公元560年哥特人的入侵和Vouthroto的

毁灭之后，在该地区建立了Kamitsiani的定

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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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曼塔斯

 察曼塔斯民俗博物馆

Tsamantas传统村落位于特斯普罗提亚北

部，靠近阿尔巴尼亚边境，哪里有保存完

好的传统建筑。村庄的北面是莫嘉纳山，

这是阿克罗克拉夫尼亚系列的一部分。这

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地区，有一系列的山

峰，

斯特拉和普拉塔纳基两条溪流将村庄分为三

个区域，同时也赋予了其无与伦比的自然

美景。那里气候非常宜人，在村子周围，

游客会发现有大量的泉水和干净的水。

在史前时期，伊庇鲁斯的第一批居民发现

了该遗址的防御潜力。这些居民点建在高

原上，周围环绕着巨大的环形石墙。从迁

徙的过程和建造中使用的大石头的位置可

以看出，村子的史前祖先都是非常能干的

人，具有相对的专业性。那里还有一个不

容错过的民俗博物馆”。

根据起源于Tsamantas的民俗学家Nikolaos 

Nitsos的说法，它的名字应归因于

Tsamandours的拜占庭家族，该地区(13世

纪)被指定为庄园或地区。。

察曼塔斯民俗博物馆由来自察曼塔斯地

区的民俗学家科斯塔斯•祖拉斯于1983年创

建。它位于村里的旧石头学校，藏品包括

3，000多件展品、摄影文献、民间艺术物

品、木制工艺品和其他物品，其中大部分由

村民提供。

推荐活动：

• 参观飞利浦

• 参观圣乔治教堂

Festival in Tsamantas Philates：每年

秋天，通常是10月，Tsamantas都会举办

牛肉节。在村里的广场上，牛肉被拍卖，

然后用传统的方式烹调，通常是用大麦放

在大锅里。葡萄酒和海鱼源源不断。舞蹈

和歌曲当然构成了庆祝活动的框架。

•参观邻近村庄艾利亚斯(Ai-Lias)，欣赏这

棵百年以上的梧桐树，并与其合影留念，

这棵梧桐树已被认定为天然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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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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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蒂  玛格丽提城堡

玛格丽蒂是位于海拔171米的一个山村，由

威尼斯人于1430年建立。在距离伊古梅尼

察25公里的地方，它建在古Eleatida附

近，特别是在Parythia、Parga和冥河之

间。除了其巨大的自然财富，这个村庄还

有丰富的历史。城堡、宣礼塔、古老的豪

宅、水磨坊和小教堂，还有卡塔沃斯拉的

宣礼塔都证明了这一点。

梅索沃尼(Mesovouni)就是一个这样的社

区，适合在海拔1000米的地方登山、骑

马、散步和采集芳香植物。此外，游客还

可以在那里购买有机产品(橄榄、油、蜂

蜜、杏仁等)。(纽约州伊皮鲁斯之旅)

这个定居点很可能是由威尼斯人在15世纪建

立的。该村的第一批居民是基督徒，奥斯

曼叛逃者在1530年报告说，有8个基督教

家庭。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以换取齐弗

利克(Zsiflikia)，大片或肥沃的土地，

并因此处于权力地位。玛格丽蒂在20世纪

初被重新基督化，但阿格丽特人一直保留

着他们的权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部

分齐弗利基人逐渐转移到公众和/或其他

个人手中。

该地区的地名指的是“Margaritos”，这

是一个伊斯兰化基督徒的名字，也是12世

纪爱奥尼亚群岛第一位法兰克统治者的名

字。

推荐活动：

• 玛格丽蒂城堡值得一游，它俯瞰着该市肥

沃的平原。

• 每年夏天，在玛格丽蒂的Katavothra村的

广场上，在舞蹈节的框架内，来自希腊各

地的舞蹈都会在许多舞蹈团体的参与下举

行。

玛格丽提城堡雄伟地矗立在现代聚居地以

南的一座小山上，可以通过一条大约150米

长的小路到达 这是一座奥斯曼帝国城堡，

始建于1549年，在一座先前存在的古代堡垒

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目的是加强奥斯曼帝国

新征服的领土的控制，以对抗沿海的威尼斯

人的领地-后者主要是在帕尔加地区。

1 5 7 1 年 ， 在 保 罗 •奥 尔 西 尼 的 领 导

下，6,000名威尼斯人、科菲奥特人和来自

帕尔加和帕拉米西亚的地方军队，反击了玛

格丽蒂卫队对威尼斯人征服帕尔加的进攻行

动，发动了联合攻击，以夺取城堡)。占领

城堡三次连续的攻击，来自米洛斯的希腊画

家安东尼奥•瓦西拉奇，他是丁托雷托 的学

生，为此而参与了这场战斗 。

1573年和平达成后，帕尔加仍然是威尼斯

人和玛格丽提•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堡垒

则由该地区的奥斯曼帝国人修复。

玛格丽蒂城堡至今仍是该地区17世纪的

重要堡垒。1669年，据报道，这个城堡有

8名托普奇安(炮手)和一名警卫，和大约有

40-50名禁卫军。埃夫利亚.采莱比在1670-

71年访问了该地区，他夸张的将这座堡垒描

述为五角大楼，周长520米，守卫200人。

在公元前18世纪。玛格丽蒂城堡由苏莱曼•
茨帕里斯统治，他是一个大家族的首领，这

个大家族将统治该地区直到19世纪上半叶，

并将拥有该地区的大部分领土。与此同时，

它被描绘成反对奥斯曼门的暴乱和起义的中

心，以及反政府阴谋的温床。

1811年，该地区由阿里•帕沙•特佩伦利斯

统治。虽然没有明确的报道，但人们认为这

座城堡几乎可以肯定，它继续在该地区的历

史事件和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主要

是作为对抗帕尔加的基地，后来直到1913

年，该地区被并入希腊政府，它被用作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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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土耳其军队的军营和该地区军事指挥官

的总部。

玛格丽蒂城堡目前的形式是由于它在17世

纪下半叶和18世纪初经历了广泛的修缮，并

具有围绕内院发展的大型、设防的军事住宅

的特征。

城堡有一个不规则的五角形平面，最大尺

寸为30x40米。它的城墙是由粗加工的石头

和坚固的砂浆建成的，在保存最完好的西侧

保存了大约10米的高度。

防御工事由东北方向的梯形塔楼和西南角

的圆形塔楼加固。塔楼内部完全被摧毁，留

下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以便在顶部放置大

炮。另一座塔式建筑，在其下层覆盖着圆

顶，保护城堡大门不受北面的影响。

城门是拱形的，位于防御工事的北侧，

高差很大，超过5米。与城堡周围的外部连

接，目前还无法证实与之的连接。它很可能

是通过一个活动的木梯固定的。

大门直接通向内院，最大尺寸为16x10

米，形状几乎为矩形。它的地板是雕刻的天

然岩石。在庭院周围，城堡有两层。

在一楼，建筑了一个拱形空间，可以通过

此与围绕庭院西侧和南侧的走廊相互沟通。

西翼设有两个储水箱。它们的内部完全覆盖

着水压砂浆，可以从离地板1.50米高的小

开口进入。在水箱之间有一个浴池区域，由

粘土管道供水，并有一根石制管道来清除污

水。一个厕所位于城堡的东翼，而另一个拱

形储藏区占据了城堡的东南角。

从庭院到上层的通道是由一段木制楼梯提

供的，西翼前面有一个石基。在这一层是城

堡守卫的防御工事。

两个大房间位于西翼的水箱上方。楼层南

翼的墙壁状况较好。东南角的大房间有拱

形窗户和用于取暖的壁炉，而墙上也有储藏

柜，还有步枪射击口和用于防御的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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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扎拉基亚

马扎拉基亚罗马公墓

伊古梅尼察以南、玛格丽蒂以北有一个Mazarakia村，根据Kallikratis计划，该村是伊

古梅尼察市玛格丽蒂市的一个当地社区所在地。玛格丽蒂海拔154米。

推荐活动：

• 参观罗马公墓

• 参观玛格丽蒂

• 第一次在Graikochri停留后，

参观伊古梅尼察

• 和/或Ladochori。

“马扎拉基亚现代聚居地附近的墓地是斯

普罗提亚罗马时期有组织的大范围墓地中的

一个独特案例。总共发掘了大约200座不同

类型的墓穴：瓷砖墓穴、石坑覆盖的墓穴、

没有覆盖的坑洞和建造(石头封闭的)墓穴，

以及从公元前1世纪末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建

造的墓葬纪念碑。 “墓地里有各种埋葬习

俗，比如火化、埋葬和花瓶埋葬，火葬的数

量超过了其他习俗” 火葬通常不分性别地

适用于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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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堀里民俗博物馆

 内莱达

 法诺蒂-多利亚尼

“新农村民俗博物馆”成立于1999年，旨

在展示该村的历史、生活和艺术。它坐落在

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里，村里的小学也在此

处。馆内的展品由村民捐赠，包括村民日常

生活中使用的传统服饰、钱币、纺织品、工

具、器具和一般物品。展品在一楼展出，而

楼层角落的空间则用来展示建筑。

老梅尼纳的内莱达村位于海拔71米处，

根据Kallikras计划，该村属于索里市

（Neochori当地社区，PARAMYTHIA市社

区）。对于热爱自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理

想的目的地。

推荐活动：

另一条美丽的徒步旅行路线是内雷达-兰

帕尼萨的连接线。这条路线从帕加尼亚的圣

寺开始，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修道院，有着

重要的活动和奉献。这条路线从海拔350米

开始上坡。到达海拔1.200米的最高点。从

这一点开始，路线是略微下坡，到达海拔

1.100米的埃拉塔里亚（兰帕尼萨）村。在

这条路线的最后一段，高山植被取代了地中

海灌木。此外，该地区盛产山茶、牛至或薄

荷和鼠尾草等芳香植物，在晚春吸引了大量

草药收集者。由于海拔的差异，这条路线的

难度一般，然而，这补偿了步行者的全景视

野。

多利亚尼考古遗址延伸到现代定居点杰罗

普拉塔诺斯以西的一座石灰岩小山，位于

伊古梅尼萨市政府与飞利叶斯市政府的边

界上。它是卡拉马斯中部地区最大的防御工

事，被确定为就是古法诺蒂，古法诺蒂是斯

普罗提亚(Tesprotia)的法诺特人自公元前4

世纪下半叶建立以来的性活动中心。在希腊

化时期它一度繁荣起来， 持续到最近几年

还不间断的有人居住。

多利亚尼山散布着从古代到后拜占庭时代

(奥斯曼帝国)的考古遗迹。在后古典和希腊

化时期(公元前4-2世纪)，聚落主要延伸到

山顶，在“卫城”的内部防御工事内，两个

防御工事之间的地区很少存在规则的居住。

古城市结构的一部分是在“卫城”的东北部

被发现的：一条主干道和至少两座连续建造

的房屋位于东面对面的山脚下，这两座房屋

的建造阶段都是连续的。

在公元10世纪之后。在拜占庭时期中期，

古墓园被重新利用和扩建，而在防御工事

正门的废墟西塔上修建了一座小墓地一室教

堂。在山顶幸存下来的那座塔很可能是公元

12世纪左右建造的。奥斯曼帝国征服后，这

座四面拱形的建筑幸存于内防御工事的东南

部塔楼上，很可能是一座清真寺，其属于更

广泛的公共建筑群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地区，可以通过道路进

入，通过沥青乡村公路从伊古梅尼萨-和约

阿尼纳国道通往伊古梅尼萨市的吉罗普拉塔

诺斯。它与省道之间的距离约为3公里。

该地点可在咨询斯普罗提亚文物局后

访问：周一至周五(09：00-1 4：00)(

电话：+30 26650.29177/8，电子邮

件：efathe@culture.gr)。有关更多信

息，您可以联系主管部门。

行动不便的人(在协助下)可以通过缓坡坡

道进入门卫/售票处。在这里通过展示关于

定居点历史信息和宣传定居点方式举办了一

场展览，同时-由于建筑的位置-提供了观看

该地区最重要的古迹全貌的视角。该地区还

为残疾人提供了一间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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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叶斯

在邻近的三个村庄Tzouma-Daphni，Kokkinolithari和Keramitsa，有酒馆、烧烤以及过

夜住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Bogaziotikos溪流中的鱼类动物群(加上特有的鳟鱼品种)，

它曾经满足沿途11家磨坊的需求，一直到菲尼基下面的Arapis喷泉。在这一地区发现了

几种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是鸟类感兴趣的地方，也是的重要区域。植物区系与珍稀

物种和草本植物“(卡拉马斯-阿切隆-科孚管理组织和飞利叶斯环境教育中心，2019年)

。“Bogaziotikos”这个名字来源于“Bogazi”，意思是寒冷。它是该地区重要的栖息

地，有两个主要特征：1)坑卵，这是石灰岩固体岩石上的池塘，颜色和声音绝对和谐；2)

特有的鲑鱼种，Thesprotiki，在该地区再次被发现(尽管它已经消失多年)。这条小径和

小溪都是这个地区真正的珍宝！

• 在莱普托卡利亚骑马 。

• 参观Phaneromeni的传统的、受保护的定居点(传统住区的一般秩序

• 参观波西大桥

飞利叶斯市是同名市政府的首府，有3000

多名居民，占地965英亩，位于伊古梅尼察

东北17公里处。

它建在一个海拔从190米到250米不等的小

高原上，被松林环绕。

目前的城市形态，至少在城市中心，总体

上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建筑存在的结果，

也是土地特殊形态的结果。市区大部分是在

其中心周围的丘陵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土壤

的原因，道路的蜿蜒布局，城市被分成了不

平等的建筑岛屿。

它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的老城

镇，在该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

一个天文台或道路“通道”，有时还是一个

行政中心.

推荐活动：

• 参观Plaisio村(参见煮小麦)

• 观看国际复调歌唱节，除其他活动外，

通常在8月在这里举行。

• 农民会议和附带活动：在Agios arcios 

飞利叶斯村，特别是在大广场，农民会议每

年夏天都会举行。这是献给该地区农民的庆

祝活动。客人将有机会在传统音乐派对上与

当地人一起狂欢。同时，还有当地生产商的

土特产品展览会。因此，当地人和游客可以

尝试购买当地产品。

• 在复活节访问锡德里飞利叶斯。

• 来参加狂欢节和库卢马。

•参观兰加里斯小径。它是连接约阿尼纳

和萨吉亚达港的贸易路线的一部分，根据

波克维尔的说法，萨吉亚达港于1716年重

建。2000年被文化部描述为“历史遗迹”

的兰加里步道位于达芙尼飞利叶斯的兰加

里山陡坡和地区。Achouria Keramitsa在

Potamias溪(Bogaziotikos)上方。它长

2200米，大约1小时就能穿过。在许多地

方，古老的鹅卵石小路保存完好，路线也

很容易。“它位于飞利叶斯到克拉米萨的

省道上。具体而言，在阿拉乔瓦-里佐踏

上通往Kokkinolithari的第一个马蹄铁之

后，环境和考古遗址保护协会在2008年以及

Achouria Keramitsa的末尾放置了一个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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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民俗收藏历史研究中心

 菲尼基

戏剧历史研究中心是一个旨在研究戏剧历

史的协会。数以千计的文件已经被扫描，并

存放在它的在线图书馆中，任何研究人员都

可以访问。戏剧历史研究中心坐落在一座旧

的新古典主义两层建筑中，该建筑属于菲利

亚特医院，位于市中心。

在距Ioannina-Igoumenitsa国道约9公里

处，飞利叶斯西北偏北5公里处是Phiniki

定居点。在那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其

自然景观与当地的传统建筑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以及当地的石头房屋、小巷和带有拱门

的雕刻家，1976年， 它被评为特殊自然风

景区。

它是保存最完好的特斯普罗提亚传统聚居

地，根据《政府公报》第672/Β/20.5.76号

政府公报。

该定居点位于马夫罗斯塔尼山的东南坡，

高593米，从圆形剧场俯瞰西面和南面，一

直延伸到飞利叶斯平原和卡尔帕基约蒂科斯

河(Kalpakiotikos River)。

聚落发展所在的陡坡、良好的景观和良好

的朝向是其主要特点。

推荐活动：

如果你想体验复活节，那就去该地区看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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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基民俗博物馆

 圣尼罗的隐居处

“菲尼基的民俗博物馆位于一栋两层四室

的建筑中。它是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建造的(

两个房间，各有其来历)，目的是让土耳其

税务人员在村里居住。后来，它成为一个社

区办公室和招待所。

博物馆的四(4)个房间主要收藏四个主题

类别的家居用品。第一类是与农业和畜牧

业活动有关的项目。第二类包括厨房区的物

品。第三类包括房间的物品，而第四类则

展示珠宝、教堂物品、文件、服装和家居用

品。展品主要属于1840-1970年期间。

“根据传统，圣尼罗居住的埃尔米特教堂是吉罗梅里修道院的主人，位于从腓力斯通往

察曼塔斯的道路的左侧。它由岩石中的一小群天然坑组成，这些坑有雕刻和建筑活动的

痕迹。在位于其中一个洞穴入口的墙外，保存着一幅14世纪的大天使壁画，而墙内则保

存着其他壁画。。很可能在圣尼罗到来之前很久，它就是隐士们的苦行之地。那里很容

易进入，人们可以在岩石底部的洞穴状洞穴里做礼拜。”

博物馆的目的是收集、储存和维护每一件

揭示我们这个地方文化演变的物品。目标是

了解过去，并通过它了解文化的演变。”。

为了促进博物馆的建立，1993年成立了“

菲尼基民俗基金会”协会。在居民的帮助、

财政支持以及文化部的广泛支持下，它于

1996年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已将其

纳入其监督下的民俗博物馆，并为其组织

做出了重大贡献。

该博物馆的一个辅助空间在利奥特里维运

营，橄榄果实的加工就在这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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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洛梅里圣母升天圣修道院

吉洛梅里圣母升天圣寺位于菲利亚特斯省

的斯波特亚北部，海拔300米，靠近希腊和

阿尔巴尼亚边境，坐落在多石的法马科沃尼

山脉西坡。关于修道院的名字有很多说法，

直到今天，它的拼写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

最常见的说法是“强壮”或“神圣”和“

部分”这两个词的组合。它建于14世纪初

(1310-1320年)，在伊庇鲁斯专制统治的全

盛时期，由埃里希奥蒂斯人圣尼罗斯建立，

是伊庇鲁斯最重要的修道院中心之一。根据

狄奥多西一世的资料，在16世纪中叶，它曾

是一个父系主教区和主教教区的所在地，管

辖着该省的12个村庄和菲利阿斯市，在鼎盛

时期，大约有300名僧侣。

“从建立之初，它就属于君士坦丁堡的普

世牧首辖区，是一个父系和斯塔夫罗派修道

院，后来(18世纪)成为一个父系修道院的所

在地。1800年，该修道院成为约阿尼纳教

区下的吉罗梅里教区的所在地，管辖同一地

区。从那时起，直到1895年，当它最终被废

除时，它有各种轮换，有时是一个教区的所

在地，有时是一个教区。1928年，根据牧首

辖区的决定，它被授予希腊的自治教会，今

天属于帕拉密西亚、菲利亚特、吉罗梅里和

帕尔加的神圣大都市管辖。

修道院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对斯波特亚地区

的贡献是巨大的，有助于保护居民的民族和

宗教意识。特色是修道院内隐藏学校和神学

院的运作。此外，在一些主教的主导下， 

用建设修道院的钱，在该地区建立了许多学

校。” 凯瑟琳宫是一座刻有圆顶的四柱十

字形教堂，建于14世纪，16世纪(1568年)

进行了翻修。它装饰着16世纪拜占庭优秀的

壁画和17世纪的民间传说。镀金的肖像雕塑

是19世纪制作的木雕的一个极好的例子。许

多遗物如圣像、手稿、古董等，被保存了下

来。”(议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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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西奥 

Plaisio是该地区最大的传统聚居地。它

位于海拔400米的山区，距离飞利叶斯西北

约10公里，位于该地区雄伟的山脉之间。

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也是过去重要的

商业中心，总共延伸到12个机械/社区。它

以前被称为Plesivitsa，是该地区的首府

村庄。许多制革厂、tsarouchadika和裁缝

店，那里也有繁忙的商业交通，事实上，

它甚至有一个造币厂。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

活动直到今天仍然是牲畜，而用大陆地毯上

的山羊羊毛建造地毯和地毯的传统被传承至

今。

凯拉•瓦西里基就是来自这里，她是伊奥安

尼娜的阿里•帕夏的妻子，她是奥斯曼帝国

统治和希腊革命时期的女性象征，也有普莱

西维萨的赞助者亚里士多德•佩蒂诺斯，他

的雕像装饰着村庄广场。广场的一个特色是

十字架，它证明了传教士科斯马斯•埃托洛

斯在1775-1777年期间的爆发点。

早在1859年，在定居点可以看到的第一座

建筑是装饰在广场西部的先知埃利亚斯教

堂，它位于一座小山上，风景令人叹为观

止。这座教堂是在19世纪翻修的，它的遗迹

令人惊叹。

在主广场之外，在Plaisio，你会看到鹅

卵石小巷，有传统拱形门窗的建筑，两层

和三层的豪宅，有饮用水的旧喷泉，凉水

和风景如画的教堂。该村最古老的圣阿贾•
帕拉斯凯维教堂(Church of Saint/Agia 

Paraskevi)和圣阿吉奥斯•乔治奥斯教堂

(Church of Saint/Agios Georgios)也值

得一游，前者拥有保存完好的壁画，可追溯

到15世纪，后者有奇妙而罕见的圣像装饰。

所有这些都使普莱西奥成为一个独特的保

存完好的传统聚落，值得一游。

推荐活动：

• 参观飞利叶斯。

• 在7月18日至19日，为了纪念先知伊莱亚

斯，普莱西奥•菲利提的居民彻夜在大锅里

煮小麦。这是这个村子的一次盛大的习俗庆

典。妇女们制作馅饼和该地区的传统酒馆，

葡萄酒源源不断，还有歌曲。接下来是7月

19日的守夜、面包课和向与会者分发小麦。

庆祝活动以音乐派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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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内西城堡(或卡利亚斯)(在
阿斯普罗克利西)

在米洛伊村以北，菲利茨西北，菲利
茨-萨吉亚达路的右边，一座圆锥形的
小山上，有一座小城堡，它最古老的时
期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它从北部控制
了吉塔尼平原和通往普莱西奥-沃斯罗
托的通道。石灰墙厚2米，有大大小小
的未切割石块，周长360米，环绕着相
对平坦的山顶，面积为0.55公顷。这
座城堡由七座长方形塔楼加固。正门在
东侧，另外两个在西侧和北侧。排水沟
宽0.15-0.20米，高0.55米，用于排雨
水。城堡内有一个4x2.5米的长方形石
灰石拱形水箱，上面涂有水泥浆，用作
蓄水。

帕拉波塔莫斯之墓

在伊古梅尼萨市帕拉波塔莫斯村以北的齐

弗利基，有一个低矮的土丘和一座古老的墓

地。这座5米高的陵墓被一个圆形围栏包围

着，其遗迹主要保存在它的西南部。整个土

墩共发现墓葬88座，以盒形为主，还有7座

坑墓和1座花瓶埋葬(切口)。这些盒子形状

的坟墓是用碎石制成的，只有一座的建筑比

雕刻精美的石灰石板更精细。几乎很少墓地

里有珠宝和硬币等财宝。只发现了一个完好

无损的陶器和一些陶器碎片。根据这几项调

查结果，墓地的使用似乎已经从希腊化时期

延长到后拜占庭时期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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