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旅遊．品味】 Atlanta

Chinese News

Friday, November 7, 2014
NO. 04561

網路報 www.AtlantaChineseNews.com
新聞專線 info@atlantachinesenews.com

Serving Since 1992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暢遊蘇聯 (上)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畢加索
倫的裝飾、圖案，演繹每段動人故事 1867 年的「花園中的女人」
、畫家 達芬
及栩栩如生人物形態。參觀者彷彿已 1908 年「拿扇子的女人」
奇 1470 至 1491 年的「哺乳聖母（聖母
經身入俄羅斯神仙境界裡！
麗達）」
、畫家 彼得保羅魯本斯- 約
，畫家 倫勃朗哈爾
滴血大教堂 1883 年 9 月 14 日舉 1618 年「土與水」
行了奠基典禮。歷經 24 年的興建工 蒙斯•萬玪- 約 1668- 1669 年的「浪
程，直到 1907 年 8 月 19 日正式完工。 子回頭」等等名畫特別受人所愛，是
參觀者難得的好機會在此能一睹名
【 冬宮】位於聖彼得堡市中心的 畫家真跡。在新冬宮意大利天窗的墨
主要建築群: 俄羅斯皇帝的前國家官 綠色石大瓶、木星廳的古希臘時期的
邸，冬宮劇院和輔助樓的建築。該博 雕像和古希臘原件抄本，大部份在古
物館群還包括列夫宮和總參謀部大 時代被毀壞的抄本。而新冬宮建築物
樓東翼的斯塔拉亞恢復和存儲中心 的雕像以頭和肩膀頂著柱廊，這是他
們的特色。
及帝國瓷廠博物館。

蘇聯是一個於 1922 年至 1991 年
的聯邦制國家，也是當時世界上土地
面積最大的國家，佔有東歐的大部
分，以及幾乎整個中亞和北亞；陸地
與挪威、芬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羅馬尼亞、土耳其、伊朗、阿
富汗、中國、蒙古及朝鮮接壤。
蘇聯境內最長的河流是額爾齊
斯河。最高峰是高 7,495 米的共產主
義峰（今伊斯梅爾·索莫尼峰）
，位於
塔吉克。世界上最大的湖——裏海和
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和最深的湖泊
——貝加爾湖也位於蘇聯。
經過 18 世紀歷代沙皇的建設，
聖彼得堡成為俄羅斯境內的小歐洲，
更因城中散佈著交錯的運河而牽有
“北方威尼斯”的美稱。1851 年，聖彼
得堡至莫斯科的鐵路開通，涅瓦河上
也建起固定的橋樑。
聖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最大的
科研中心，擁有國內 19%的科技教育
機構，同時也以文化的發達而著稱。
聖彼得堡擁有 260 座博物館． 89 座
按當時的設計要求，它必須充
劇院、363 座圖書館、200 座教堂，展
分體現俄國風格，所以建築師巴爾蘭
現出高度的藝術及文化價值。
德以莫斯科紅場上的瓦西里升天大
教堂為藍本，建造了這座教堂。教堂
上有色彩繽紛的洋蔥頭頂，反映了俄
國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典型的東正教
教堂建築外部全景風格。
教堂輪廓美麗，裝飾五光十色，
與古老俄羅斯風格的建築物成鮮明
對比。教堂外貌來自莫斯科雅拉斯拉
夫斯基火車站的建築風格及紅場上
的瓦西里升天教堂靈感而設計。

【聖彼得堡】
，位於俄羅斯東北部
的聖彼得堡，建城不到 300 年，從荒
蕪的海邊沼地迅速發展成俄羅斯第
二大城市，不但發展速度驚人，其城
市規模及精緻程度也令人噴嘖稱奇。

【聖彼得堡•滴血大教堂】是為
紀念亞歷山大二世沙皇於 1881 年 3
月 1 日被革命激進分子殺害而建。由
於亞歷山大二世在其 26 年的統治期
間給俄羅斯帶來了許多的貢獻，為了
懷念這位為人民而犧牲的仁君，故在
其出事地點，興建了這座具有特別歷
而教堂整體結構內部嵌滿了以
史意義的紀念堂。
舊約聖經故事為體裁的鑲嵌畫，鑲嵌
畫佈滿了每一個角落和牆壁，精美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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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的短暫歷史賦予了這
座擁有豐富的建築和藝術珍品城市
一一的展示在人們面前。除了世界著
名的旅遊景點，可以發現聖彼得堡的
政治和帝國過去的奢侈，啟發和培育
了一些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的高雅
世 界 罕 見 的 名 畫: 畫 家 莫 奈 藝術建築，不平凡的歷史和豐富的文

國家 冬宮博物館，藏品包括藝
術品超過 300 萬的作品和世界的文
化文物。其中包括繪畫，圖形作品，雕
塑和應用藝術，考古發現品和錢幣材
料工程屈示等等。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一大早，冬宮外面就排長龍，等
待入場。一進門就望到富麗堂皇的冬
宮正面的約旦階梯，第二樓的「大金
鑾殿•又名聖喬治」名符其實的大及
金光閃閃。冬宮豐富的藏品收藏著古
文化珍貴遺產：包括花瓶、石雕、陶
器、珠寶和羅馬畫像與古希臘時期的
雕塑。宮內的一牆一瓦，蘊藏豐富的
文化遺跡以及令人感動的藝術。

【聖彼得堡運河】坐遊船沿著盤
桓的運河觀看一座比一座雄偉的建
築物，林蔭大道，美麗橋樑，反映整
個聖彼得堡市的新古文明的壯觀，其
獨特的濃鬱藝術氛圍發揮了強大的
吸引力, 如聖彼得堡美妙的藝術畫廊
在廣闊的運河兩旁呈現：十二學院建
築、列賓美術學院、斯特羅加諾夫宮、
別拉謝麗絲克-別拉澤爾斯克宮、亞
歷山大柱與柱上的天使、古埃及獅
身人面像、冬宮、馬林斯基宮殿、博物
館、紀念碑、廣場、瓦西里島，海神柱、
教堂等等……，聖彼得堡市中心擠滿
了輝煌的宮殿建築物… …。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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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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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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