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巴尔干免签三国七日游

游览国家：塞尔维亚 波黑 黑山

上下车地点：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上团时间：08:45，上团地点：圣萨瓦大教堂正门口圣萨瓦主教雕塑前（

Church of Saint Sava, Svetosavski Square | Karadjordje's Park, Vracar, Belgrade, Serbia）

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贝尔格莱德<兹拉蒂博尔<杜米托尔国家公园<波德戈里察<布德瓦<科托尔<特雷比涅<

莫斯塔尔<萨拉热窝<诺维萨德<贝尔格莱德

 第1天贝尔格莱德 兹拉蒂博尔  

    
 行程概述   

  

早上准时集合后，首先参观【圣萨瓦大教堂】。之后前往瞻仰1999年遭美国轰炸的【前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遗址】，轰炸旧址前矗立着前南斯拉夫人民为遇难中国同胞所立
的纪念牌：“
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友善，并谨此
怀念罹难烈士。”
。随后登上【卡莱梅格丹城堡】远眺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美景，游览贝尔格莱德负盛
名的商业步行街【米哈伊洛大公街】，拜访【铁托元帅墓】（自费项目）。之后离开贝
尔格莱德前往兹拉蒂博尔，晚上入住兹拉蒂博尔或其周边酒店。

  

 上团地点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上团时间：08:45，上团地点：圣萨瓦大教堂正门口圣萨瓦主教雕塑前（
Church of Saint Sava, Svetosavski Square | Karadjordje's Park, Vracar, Belgrade,
Serbia）

  

    
    



全天  

免签三国国家概况及签证入境等相关信息：
【塞尔维亚】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sewy_654521/
【波黑】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bh_652847/
【黑山】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hs_653529/
 
注意：塞尔维亚和波黑直接免签，黑山免签需要旅行社出具邀请函，确认报名后务
必提供护照首页扫描件或清晰完整的护照首页照片，以便我社安排邀请函。
 
      

铁托元帅墓

 

卡莱梅格丹城堡

 

米哈伊洛大公街

 

      

圣萨瓦大教堂

 

 

  

[铁托元帅墓] 
铁托墓也叫做“花房”，是南联邦著名的领导人铁托的墓地，之所以叫做“花房”
，是因为墓的周边一直被鲜花环绕着，然而现在，在墓的旁边围绕着的是却是白色的岩
石。铁托的全名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年5月25日生于克罗地亚的库姆罗韦茨村。
[卡莱梅格丹城堡] 
卡莱梅格丹城堡既是一个城堡，也是一个公园，它是历史的最好见证，也是贝尔格莱德
标志性的游览景点与休闲场所。卡莱梅格丹城堡的主体始建于17世纪，但是其内部也有
一些中世纪的大门、伊斯兰风格的坟墓和土耳其浴室。卡莱梅格丹城堡分为四个部分，
即下城区、上城区、小卡莱梅格丹和大卡莱梅格丹，每个部分都各具特色，都很具有观
赏价值。
[米哈伊洛大公街] 
这里是贝尔格莱德最负盛名的商业步行街，虽然只有短短一公里长，但是却因两侧19世
纪70年代的建筑而名声大噪，也被列为国家保护历史名街。
[圣萨瓦大教堂] 
是目前巴尔干半岛区域内规模最宏伟的东正教堂，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圣萨瓦·
奈马尼亚而建立，在塞尔维亚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中可谓举足轻重。教堂始建于1935年，
因战争和共产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乏力而两次中断修建，整个外部建造工程于2003年12月
才告结束，而内部装修至今仍在进行。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兹拉蒂博尔或其周边酒店  
    
    

 第2天兹拉蒂博尔 德里纳木屋 木头村 兹拉蒂博尔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sewy_654521/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bh_652847/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hs_653529/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巴伊纳巴什塔小镇，探秘曾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的河中小屋【德里纳木屋
】（Drina River House）。之后前往塞尔维亚大导演埃米尔·
库斯图里卡一手为自己打造的“乌托邦”【木头村】（自费项目），并在【Sargan
8 铁路】（自费项目）搭乘复古小火车游览Mokra Gora山区美景（约2.5小时）

  

    
    

全天  

*sargan 8铁路只在每年的4.1-10.31开放，其他月份改为游览乌日策。
      

德里纳木屋

 

木头村

 

Sargan 8 铁路

 
 

  

[德里纳木屋] 
在距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约160公里的巴伊纳巴什塔小镇（Bajina Basta
），有一座建在河中的小屋，最早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曝光而闻名的。这所房子建在
小镇北郊塞尔维亚-波黑界河德里纳河中的一块礁石上，因此得名被德里纳木屋，被国家
地理称为“最孤独的小屋”。
[木头村] 
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Mokra Gora山区建立了童话村落——木头村（
Drvengrad - Mecavnik
）。这个小镇从地面到房屋，全部用木头建成，所有的木屋都是货真价实的山民废弃老
屋，库斯图里卡将它们从各村搜罗到一起，完全遵照塞尔维亚传统式样，大小木屋围绕
典型斯拉夫山区式样的木教堂排列，获金棕榈奖提名的电影《生命是个奇迹》就在这里
拍摄。
[Sargan 8 铁路] 
始建于1921年，全长15.5公里，直至1974年都是连接塞尔维亚的主要运输干线。之后才改
造成旅游铁路。由于其中一段路轨连续打了两个圈，从高处看，恰好是一个"8"字，所以
才叫Sargan
8。整个运行线路共要穿越10座桥、22条隧道，让你尽情呼吸新鲜的空气的同时将优美宁
静的山区景色尽收眼底。

 

    
    

 餐饮：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兹拉蒂博尔或其周边酒店  
    
    

 第3天兹拉蒂博尔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 波德戈里察  

    
 行程概述   



  

早餐后乘车前往世界自然遗产【杜米托尔国家公园】（自费项目）游览高山冰川湖泊【
黑湖】。这是围绕杜米托尔山脉建立一座国家公园。杜米托尔国家公园的地貌是由冰川
所形成，并且有河川和伏流纵横其中。塔拉河峡谷（Tara river
）有欧洲的深峽谷，稠密的针叶林散落着许多清澈的湖泊，孕育了品种繁多的植物。随
后游览壮观的【塔拉河峡谷大桥】，从近处根本看不尽其壮观之态，远观或是从空中观
看或是从桥下向上看，就会深切的体会到其宏伟之势。之后前往波德戈里察，参观【共
和国广场】及【波德戈里察大教堂】，晚餐后入住波德戈里察或其周边酒店。

  

    
    

全天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黑湖

 

塔拉大桥

 

波德戈里察大教堂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黑湖] 
它被戏称为是欧洲的眼泪，这是一座高山冰川湖泊，它背后的博博托夫库克山峰高约252
2米，夏日仍是白雪皑皑。黑湖边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加上周围群山环绕，使这里成为天
然的氧巴。
[塔拉大桥] 
为两侧的陡崖峭壁建立了纽带，也曾成为二战激烈的战场和著名电影《桥》的取景地。
大桥建于1937年至1940年间，是一座混凝土拱桥，横跨塔拉河，长365米，主桥拱114米，
桥距塔拉河河面172米，有5个拱。在其完工之时，为欧洲最大的公路混凝土拱桥。
[波德戈里察大教堂] 
是一座塞尔维亚正教会的教堂。教堂于1993年开始动工，在2014年10月7日竣工。

 

    
    

 餐饮：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波德戈里察或其周边酒店  
    
    

 第4天波德戈里察 布德瓦 科托尔 特雷比涅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布德瓦老城】，以美丽的沙滩、丰富的夜生活和独树一帜的地中海式建筑
而盛名，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小城因悠久历史而成为亚得里亚海岸边古老的定居点。之
后前往【科托尔老城】（自费项目），城中保留有中世纪教堂、古老建筑、名胜古迹等，
参观【科托尔教堂】，若体力充沛可以往返花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沿着【科托尔城墙】（
自费项目）登上【科托尔城堡】欣赏科托尔湾的美妙景致。随后前往科托尔湾漂亮的古
镇【佩拉斯特】游览，可以乘快艇（自费项目）登上【岩上圣母岛】参观。晚上入住特
雷比涅或其周边酒店

  

    
    



全天  

      

科托尔老城

 

布德瓦老城

 

科托尔教堂

 

      

佩拉斯特

 

 

  

[科托尔老城] 
科托尔古城是亚德里亚海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的老城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出
的世界遗产。城中有很多带有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的特点。同时因为城市身处地理位置
上的东欧，城中错落着多处特色的东正教教堂。
[布德瓦老城] 
布德瓦老城位于一个半岛上，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街道比较狭窄，不过不同的地中
海文化和珍贵的古迹，共同见证着布德瓦。
[科托尔教堂] 
科托尔大教堂又名圣特里丰大教堂（圣Tryphon
大教堂）是科托尔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也是科托尔老城内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最古老
的教堂，很多冰箱贴都是以它为原型。
[佩拉斯特] 
是科托尔海湾最漂亮的古镇，这个古镇在科托尔海湾北岸面对出海口，建在海边的斜坡
上，是沿海岸狭长的小镇。镇上有17个家族的豪华宅邸建筑，有16座教堂，教堂很多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小镇对面两个海中小岛非常美，每个岛上有一个教堂。长型像军
舰一样的岛上有著名的圣母斯科尔别耶拉天主教堂，另一个方形的小岛是圣乔治东正教
堂。
 

 

    
    

 餐饮：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特雷比涅或其周边酒店  
    
    

 第5天特雷比涅 莫斯塔尔 萨拉热窝  

    
 行程概述   



  

早餐后游览这座隐藏在波黑南端的小城市【特雷比涅】，它位于波黑、黑山、克罗地亚
三个国家的边界交界处。这个平静的小城坐落在Trebišnjica
河沿岸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中，周围山丘环绕。特雷比涅以教堂和修道院而盛名，我们
将要参观的是位于半山腰上的【Hercegovačka Gračanica
教堂】，可以俯瞰各个角落的美景。之后前往风光旖旎的波黑中世纪小城——
【莫斯塔尔老城】，参观【莫斯塔尔古桥】，横跨在内雷特瓦河上。下午时分前往萨拉
热窝参观【黄堡】，静静俯瞰萨拉热窝老城，欣赏萨拉热窝全景。晚上入住萨拉热窝或
其周边酒店

  

    
    

全天  

      

莫斯塔尔古桥

 

Hercegovačka Gračanica教堂

  

  

[莫斯塔尔古桥] 
莫斯塔尔古桥是位于波黑南部古城莫斯塔尔的一座16世纪的桥梁，横跨碧波如翠的内雷
特瓦河，因其优美的弧度和宏伟的形态，也被喻为内雷特瓦河上的彩虹。这座石桥最早
在1566年由土耳其建筑师建造。它在1993年11月9日波黑战争期间被炸毁，成为种族仇恨
的永久见证。此后，在国际组织和多国的出资援助下，历时三年修复重建的古桥于2004
年7月23日重新开放，古桥周边的许多建筑也得到修复。由于城市沉重的历史和桥梁本身
的寓意，重建后的古桥被视为协调和解与国际合作的象征，也被寄予了不同文化、种族
和宗教社会间和睦相处的希望。
[Hercegovačka Gračanica教堂] 
Hercegovačka Gračanica教堂位于特雷比涅（Trebinje）镇上方的Crkvina
山上，它是为了纪念著名诗人Jovan Ducic
建造，在特雷比涅的任何地方都清晰可见。它类似科索沃Gracanica
东正教堂的翻版，这座教堂的风格与波黑大多数其他宗教建筑不同，在波黑境内更多是
清真寺，值得一游。

 

    
    

 餐饮：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萨拉热窝或其周边酒店  
    
    

 第6天萨拉热窝 诺维萨德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萨拉热窝，萨拉热窝由于宗教的多样性被称为“欧洲的耶路撒冷”
，直到20世纪后期仍是欧洲才有的清真寺、天主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可以共存的
城市。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寻觅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场景——
【萨拉热窝大清真寺】和【萨拉热窝钟楼】，随后游览【拉丁桥】。晚上入住诺维萨德
或其周边酒店

  

    
    



全天  

      

拉丁桥

 

萨拉热窝钟楼

 

萨拉热窝大清真寺

  

  

[拉丁桥] 
拉丁桥位于市中心，在南斯拉夫时期被称为普林西普桥。拉丁桥的北端是萨拉热窝事件
的现场，这一事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现在的桥梁修建于1798-1799年。
[萨拉热窝钟楼] 
建于1667年，它上面的大钟产自意大利，是城里唯一的公共时钟，严格说是清真寺的“
宣礼楼”。看过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的游客，一定对这个电影里不断出现的钟楼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老钟表匠为了掩护瓦尔
特，毅然独身前往钟楼与敌人会面，最后遭到杀害。2012年6月，大钟里原来的机械装置
被现在的电子装置所取代。
[萨拉热窝大清真寺] 
位于萨拉热窝老城中心地带，由当时担任奥斯曼帝国驻波斯尼亚总督的加济·胡斯列夫·
贝伊（Gazi Husrev Bey
）主持兴建，1531年建成，由于内战时期受损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了重建工作，现为
整个波黑最大、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与伊斯兰宗教中心。寺中有陵墓，波斯尼亚历史上多
位伟大人物长眠于此。

 

    
    

 餐饮：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诺维萨德或其周边酒店  
    
    

 第7天诺维萨德 贝尔格莱德  

    
 行程概述   

  

早餐后参观诺维萨德，先前往山脚和多瑙河之间的一个红酒小镇【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
奇】（Sremski Karlovci），小镇出产Bermet
葡萄酒，据说这种甜美芳香的葡萄酒在这里已经生产了几世纪。可以参观【养蜂博物馆
及Živanović
酒庄】（自费项目），一边品尝当地7种不同的葡萄酒和3 种不同的蜂蜜， 一边听当地人
讲述养蜂和酒庄的故事。也可以随处逛逛感受小镇的宁静悠闲，欣赏镇上美丽的建筑。
随后来到多瑙河右岸，登上【彼得罗瓦拉丁要塞】俯瞰多瑙河及城市全景。参观【自由
广场】及其附近的【市政厅】和【天主教堂】。之后回到贝尔格莱德结束行程。

  

    
    



全天  

参考下团时间地点（实际下团时间、地点以导游行程安排为准）：
下团城市：Belgrade
贝尔格莱德，下团时间：16:00，下团地点：圣萨瓦大教堂正门口圣萨瓦主教雕塑前
（Church of Saint Sava, Svetosavski Square | Karadjordje's Park, Vracar,
Belgrade, Serbia）
注：本网页内所标注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如天
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请您见谅。您如有后续
行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以上的
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您带来不便。由于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间而导
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彼得罗瓦拉丁要塞

 

诺维萨德自由广场

 

 

  

[彼得罗瓦拉丁要塞] 
是位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首府诺维萨德，多瑙河右岸的一座要塞，在罗马帝国
时期这里就已经有大规模防御工事。这座城堡被称为“多瑙河上的直布罗陀”
，于1692年直到1780年由犯人修建完成，是先有城堡后有诺维萨德的。
[诺维萨德自由广场] 
属于老城区的中心广场，周围分布着各式各样的建筑，最显眼的要数尖顶大教堂了，教
堂对面就是市政厅，广场周围还分布着好几个教堂几个不同形态的建筑，周围还有一个
剧院和公园。

 

    
    

 餐饮：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自理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往返旅游巴士。1.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费用。2.
酒店标准2人间含早餐。3.
当地中文导游服务。4.
儿童价特殊说明：2位成人带一位6岁以下小孩同住双人间，小孩不占床可享受65折优惠价。5.
小孩占床则与成人同价。一位成人带一位小孩，小孩与成人同价。

自理费用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导致1.
的额外费用。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2.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3.
单房差。4.
（1）自费景点门票：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景点门票上团后导游统一收5.
取。

（2）午餐晚餐：客人可以选择跟团餐或者自己选择当地美食。

（3）司机、导游小费。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自费项目说明
景点门票
木头村 250第纳尔/人
铁托元帅墓 400第纳尔/人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 3€/人
Sargan 8 小火车 1200第纳尔/人
布德瓦进城费 1€/人
科托尔进城费 1€/人
科托尔城墙 8€/人
佩拉斯特-岩上圣母岛 往返快艇 5€/人
养蜂博物馆及Živanović
酒庄（含品尝红酒&蜂蜜&小食）

 10€/人
午晚餐费
午餐 12,00 - 15,00 €
晚餐 12,00 - 15,00 €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小费 3,00 €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导游小费 3,00 €
全程官导小费 15,00 €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从导游的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