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品味】 Atlanta Chinese News

B7

Friday, February 8, 2019
NO. 04783

網路版: www.AtlantaChineseNews.com
廣告新聞專線: info@atlantachinesenews.com

亞美尼亞 ARMENIA
種個人主義。基本上以後的修道院都 重要作用。
基於巴西流的主張。
Tsitsernakaberd Memorial 亞美尼亞種
族滅絕博物館 是位於亞美尼亞首都
葉里溫山上的一座博物館，紀念亞美
尼亞大屠殺，修建於 1967 年。每年 4
月 24 日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紀念日
都會有很多人聚集在這裡。除了博物
館之外，山上還有紀念碑和長明燈。

(2)

從 那 時 起，Tsitsernakaberd 不 僅 成 為
亞美尼亞人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是
埃里溫的建築，而且還是一個獨特的
朝聖地。為了紀念種族滅絕的受害
者，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永恆的火堆
周圍獻花。
哈格帕特修道院 Haghpat Monastery
是位於亞美尼亞洛里省哈格帕特的
一座修道院。哈格帕特修道院修建於
970 年代，大致完工於 991 年。但修道
院在完工之後遭到過多次地震和戰
爭侵襲。1996 年，哈格帕特修道院被
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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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格雷戈里隨後成為國王的宗教導
師，他們領導了該國的傳教活動。在
301 年，亞美尼亞是世界上第一個被
宣佈為基督教國家的國家。一座小教
堂最初建於 642 年，位於 Khor Virap
遺址，由建造者 Nerses III 建造，作為
對聖格雷戈里崇拜的標誌。幾個世紀
以來，它一再被重建。1662 年，被稱
為「
St. Astvatsatsin」
（上帝的聖母）的
大教堂圍繞著舊教堂，修道院，食堂
和牢房的廢墟而建。

用雪山融化的水，釀造的酒，口感一
定清醇甘洌，回味悠長！橡木桶的味
道和陳年白蘭地的香味瀰漫在空氣
里，是一種頗為有趣的感受！

Haghtanak Zbosaygi（勝利公園）是一
個 位 於 埃 里 溫 Cascade 頂 部 的 大 公
園。該公園被命名為勝利公園，以紀
念蘇聯亞美尼亞參與第二次世界大
戰。
該公園是一個大型森林區，有人工
湖，遊樂園，咖啡館，Mayr Hayastan 雕
像和博物館，以及埃里溫市中心一覽
無余的景色。

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在這裡存放私人
橡木桶。如果你喜歡白蘭地，一定要
來這裏看看啊！博物館有多種不同語
言的講解，但是需要提前預定。門票
要 4500 亞 美 尼 亞 德 拉 姆（約 10 美
元）
，包含 30 分鐘的遊覽和結束時供
品嘗的紅酒、芝士及巧克力。值得去
體驗一下，而且在那裡可以以比較合
理的價格買到 Ararat Brandy（亞美尼
亞白蘭地酒名）
。

目前的雕像取代了作為偉大衛國戰
爭勝利紀念碑的約瑟夫斯大林的巨
大雕像。

6 世紀，意大利的聖本篤於羅馬攻讀
文學歷史之後，退隱修道。529 年，在
卡西諾山（Monte Cassino）建立了本
篤修道院。他為修道院所寫的規章，
定下了修道院的管理方針和修士道
德及生活的准則。此規章在查理大帝
統治期間廣為傳播，從此其他修道院
均以此為準。本篤被封為聖徒，他所
創立的聖本篤修會也是最古老的修
會。將近 500 年時間，歐洲的修道院都
遵行聖本篤規章。其後歐洲各地的本
篤修道院，控有大量地產，並為封建
軍隊供應不少武士，並且與世俗的王
侯密切共管國家事務。

喜歡亞美尼亞民間藝術、各式手工藝
品、獨特珠寶、獨家手工製作的工藝
等。您可以在 Vernissage flea market 此
街購物廊找尋。你可以看到亞美尼亞
這個地方的物品，人物，文化，傳統和
許多其他東西。
每當旅遊一個地方，許多人都會抽出
時間參觀該地方的當地市場並購物。
這是一個人心的體驗，因為每個世界
都可能有一個吸引遊客的市場。亞美
尼亞首都埃里溫也不例外。

Khor-Virap
霍瑞維拉修道院:位於亞拉拉特山一
處小山丘上，修道院建於 七世紀，原
為亞美尼亞囚禁死刑犯的地方。而亞
拉拉特山則為傳 說中『諾亞方舟』最
後停泊之地。
（亞美尼亞語:意思是「深地牢」
）是一
個亞美尼亞修道院，位於亞美尼亞的
亞拉臘平原，靠近與土耳其的封閉邊
界，距離亞拉臘府阿塔薩特以南約 8
公里 ，在古代 Artaxata 的領土內。修
道院是神學院的所在地，也是亞美尼
亞天主教徒的住所。

11 世紀後期，出現教會革新和新的修
道會。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包括 1097 年
在法國創立的熙篤會、奧斯定會，13
世紀的托鉢僧團體方濟各會和道明
會等。他們主張過苦修生活，強調靜
默禱告，教堂簡陋，沒有私人財產。瘟
疫橫行時期，還興建醫院醫治和照顧
病人。
Monastic complex of Tatev 修 道 院 是
一座 9 世紀的亞美尼亞使徒修道院，
位於亞美尼亞東南部 Syunik 省 Tatev
村附近的一個大型玄武岩高原上。
「
Tatev」一詞通常指的是修道院。修
道院建築群位於 Vorotan 河深峽谷的
邊緣。Tatev 被稱為 Syunik 的主教所
在地，並在該地區作為經濟，政治，精
神和文化活動中心的歷史中發揮了

Tsitsernakaberd 紀念碑建於 1967 年蘇
聯時期，由於 1965 年的示威遊行。在
這些示威期間，埃里溫的數千名亞美
尼亞人要求紀念種族滅絕 50 週年。

亞美尼亞聞名於高質量的白蘭地。這
裏的白蘭地味道出眾。可以用略略了
解葡萄如何變成了最高質量的白蘭
地。推開酒店的窗戶，就可看見白蘭
地公司背後，終年積雪的神山。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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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市場，有他特殊意義，濃濃人
情味，物件七彩繽紛，包羅萬象，價格
便 宜 。 這 是 埃 里 溫 的 Yerevan
Vernissage 或 Vernissage 跳蚤市場 Flea
markets 的魅力！(亞特蘭大百福國際
旅行社) 完.

9 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 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 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 6 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 7 日 $199.00
浪漫韩国 6 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 7 日 $249.00
6 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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