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品味】 Atlanta Chinese News Friday, January 4, 2019

www. AtlantaChineseNews.com P.O. Box 941070 Atlanta, GA 31141-0070 Tel:770-455-0880 Fax:770-452-0670 E-mail:info@atlantachines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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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Since 1992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已經營三十六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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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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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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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工作室中，業主都是第6
至第7代的陶藝家，他們提供了製作
精美的盤子，杯子等所有過程的有趣
演示。這次不僅僅是參觀陶瓷工作
室，參觀布哈拉陶瓷世界，並購買一
些大碟小盤回家留念。

午餐後，完成今天的景點，乘火車去
Samarkand 撒馬爾罕。

第六天 Samarkand撒馬爾罕，來到撒
馬爾罕的Gur Emir Mausoleum。

古爾埃米爾，或帖木兒墓，都是從歷
史和浪漫的角度來看撒馬爾罕最有
趣的景象。像伊斯蘭教學校一樣，伊
斯蘭紀念碑和中亞的建築創作在伊
斯蘭王國周圍被模仿。Gur Emir 由
圓柱形，圓頂形或圓錐形組成，與純
幾何藝術相結合，是最好的之一。根
據手稿，這座陵墓是在 1403 年至
1404年間按照Temur的命令建造的，
並且是為了他最喜歡的大衛穆罕默
德蘇丹而設計的。但後來它成為了
Temurids的家族陵墓。在他69歲去世
時，Temur 的屍體上有玫瑰水，麝香
和樟腦，並被放置在裝飾著寶石的棺
材里，並被運送到他心愛的撒馬爾
罕。他在1405年，雄心勃勃的征服中
國明朝的運動瀕臨死亡。

Registan廣場是一座真正的寶石，位
於古城撒馬爾罕的中心。由於偉大的
建築群已成為東方建築的紀念碑，它
已經享譽全球。從三面看，廣場周圍
是宏偉的伊斯蘭學校，其門戶正面向
太空的中心。所有三個勃起都有自己
獨特的裝飾。由於這些建築物保存在
城市的領土上，撒馬爾罕於2001年被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
錄。

Registan 廣場從烏茲別克語翻譯，
「registan」是指沙地。在古代，這個中
央廣場被沙子覆蓋。該領土最初並未
被伊斯蘭學校包圍;那些偉大的勃起
出現的時間相當晚。在那個時期，該
市當局正在廣場上聚集人們宣佈汗
的命令，舉行慶祝活動和公開處決，
並收集軍隊等。我們白天和夜晚都去
參觀，白天明朗，建築工程設計宏徫，
晚上的燈光非常漂亮迷人！

在過去，人們可以在廣場周圍看到許
多貿易行，工匠和農民在十那裡出售
他們的商品。撒馬爾罕的所有主要道
路都通往 Registan，在那裡它總是嘈
雜而熱鬧。

廣 場 上 有 三 個 伊 斯 蘭 學 校：
Ulughbek，Sherdor和Tilla-Kori，這是
該市的主要景點。它們是由兩位統治
者在不同時間竪立起來的。

1420年，伊斯蘭學校的建設結束了。
在外面，位於廣場西部的建築物以矩
形的形式完成;裡面有一個方形的院
子，裡面有學生房（大約100人）和學
習室。伊斯蘭學校的外觀俯瞰廣場，
在角落里有兩個高大的尖塔。應特別
注意建築的精緻內部。釉面磚在牆壁
的黃色鋪設上創造出美麗的裝飾品。
伊斯蘭學校的門戶裝飾著十角星的
圖案，象徵著天空和天文學。

那時，它是撒馬爾罕最大的科學教育
機構。在這裡，學生們學習了哲學，天
文學，數學，神學。與伊斯蘭學校一
起 ， 也 建 造 了 Ulughbek 的
caravan-sarai 和 hanaqa。兩個世紀之
後，他們將在供應商的避難所和
hanaqa 的 地 方 建 造 另 外 兩 個
madrassah，他們將完成我們今天都能
看到的建築群。

Bibi Khanum清真寺的建造始於1399
年 5 月 11 日，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
從他成功的印度戰役中，他帶著97支
大象隊返回。除了戰爭之外，還可以
使用它們嗎？一個清真寺的概念立刻
浮現在腦海中，這個概念比他征服的
領域中的任何東西都更大，更華麗。

力於Bibi Khanoumto他的高級配偶，
中國皇帝的女兒，他把它建在新的集
市旁邊，維持著長期伴隨著伊斯蘭教
傳播的肥沃聯繫。描述已經落到了這
位 70 歲的老人身上，就在他於 1405
年去世前，帖木兒親自監督建築，並
從他在腳手架上的位置向下面的工
人扔硬幣和碎肉。來自帖木兒帝國各
地的200名建築師，藝術家，大師級工
匠和泥瓦匠，在五百名工人的幫助
下，將這些材料拖到了原地。

這座巨大的建築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未燒結，未加固的泥磚建築。可以想
象，這項工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
展。從四十公裡外的大理石採石場切
下480根石柱，用大象運到撒馬爾罕。
三個月內，尖塔竪立起來。

Bibi Khanoumset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
更有氣勢的人。正如一位詩人所說，
清真寺中央穹頂的巨大拱頂可能不
會與天堂相媲美，中央門戶也不能超
越銀河系，但 Bibi Khanum 當然非常
大。（它的現代複製品大約三分之
一）。它的庭院長 432 英尺，寬 338 英
尺，鋪有大理石板，周圍是屋頂畫廊。
入口處，高牆庭院，通過拱門的大門，
他們有一個大理石基地和瓷磚外牆。
大門兩側是兩個 168 英尺高的陶瓷
柱。每個角都是四個高尖塔。在遠處
的塔樓，巨大的星星閃閃發光的Bibi
Khanum 門戶，由一個巨大的明亮的
藍色圓頂加冕。

俄羅斯炮彈在1868年撒馬爾罕戰役
期間穿透其藍色圓頂時造成了很多
破壞。帖木兒的孫子和撒馬爾罕的繼
承者Ulugh Beg本身就是一個主要的
建造者;顯然，他以超大的古蘭經展
台的形式為主要的清真寺做出了貢
獻，該展台首先放置在圓頂聖殿中，
然後移動到庭院的中心。

大巴扎（市場、商場）Siab Bazaar是撒
馬爾罕最古老的集市之一，位於Bibi
Khanum 清真寺和 Shokhi Zinda 綜合
體之間，距離 Registan 不遠。自古以
來，它一直是公民的社會生活中心，
有購買，國家慶祝活動，但今天 Siab
集市滿足客戶豐富的水果和蔬菜，瓜
類和穀物。我們吃的大白菜也有，只
是把大白菜取出一片片來賣。蘿蔔種
類很多，紅、白、綠、黃。看起來黃蘿蔔
似馬鈴薯。味道真的不錯，他們炒香
羊肉，加上黃蘿蔔絲，加入香料和米
焗飯，非常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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