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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 亚得里亚海的明珠

Montenegro 
HoneyMoon

编辑/朱莉  图、文/ sarah Li

天空湛蓝如海。第一次踏上黑山港，你会惊异于这如同被地中海的海水

清洗过一般干净明亮的所在，宛如初恋般纯净和纯粹。这颗亚得里亚海

东岸的明珠，在肆无忌惮的阳光下显得异常耀眼和迷人。

sarah

负责吃、喝、玩、乐相关

的专业公关，也“趁机”成为一

枚玩家，四处游荡让她有一颗

善于发现和体会美好世界的心。

源自电影的爱恋
对于黑山的最初认知来源于电影，前南斯拉夫

的《桥》、007 系列中的《皇家赌场》，美丽的自然风

光与略显神秘的国度，一直是我旅行目的地选择的标

准。鉴于国内暂时还未有直达黑山的航班，可供选择

的航线或途径土耳其，或需在莫斯科转机，经转土

耳其的航线在时间上更为妥帖，而机上免费 WIFI 则

是一份不小的惊喜。有 WIFI 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

在享用过丰盛的早餐不久，飞机就平稳的降落在伊斯

坦布尔机场了。清晨的候机厅少了机场固有的繁忙与

嘈杂，几处咖啡厅内零星的散坐着几位客人打发着转

机的时间。伊斯坦布尔稍事休整后，转乘飞往黑山首

都波德戈里察，1 个多小时的行程，窗外绿野连绵的

群山及璀璨宁静的海湾扑入眼目，这个国度的第一印

象就这样如胶片般刻在我的脑海里。

“土豪”体验
这里倚山傍海，群山连绵，颇具中世纪风貌，

漫山遍野的褐色树丛和黑色山石即是“黑山”这个

国家得名的由来。驱车依山而行，地中海湿润的

气候在山谷中呈现的独特景观如电影场景般匆匆

闪过，突然眼前阔然开朗， 一片俊美的山峰拥揽着

美若画卷的蝴蝶形港湾，这里便是我此行的目的

地——黑山港 (Porto Montenegro) 的所在地。

黑山，曾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2006年宣布独立

后，这处欧洲最年轻的国家正逐渐散发

着纯净的魅力，成为迷人的所在。

飞机降落在波德戈里察机场已是中午时分，强

烈的日光让人睁不开眼睛。黑山港我来了。这座风

景绮丽、气候宜人的游艇港口座落在亚德里亚海

岸东部半岛，位于黑山共和国最为著名的科托尔湾

(Kotor Bay)，与多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

界文化遗产的景观仅数分钟水路。黑山港内安逸洁

净的街道、米黄色大理石的建筑、色彩斑斓的游艇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数不胜数的豪华游

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黑山港成为欧洲绝佳

的深水良港之一，各式样的豪华游艇仿若繁星般停

靠在平静如镜的海面，其中不乏超豪华游艇。进阶

黑山魅力必知

连绵起伏的山脉、静谧
的寺院、蜿蜒的峡谷、野
生动物保护区、数不清
的冰川湖泊，当然 还有
那处国人熟知的“桥”。
罕见的典型熔岩地区科
托尔及海湾是东西方文
化的交融线和分界线，
已被 列为世界遗 产；杜
米托尔国家公园已进入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公园内的杜米托尔山峰
久受冰湖雕 琢，呈现出
种种奇异的自然景观，这
一切都闪烁着诱人的光
勾你前往。

黑山港— Purobeach的美景不止海滩。

黑山港透着宁静的纯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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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港夜景

性的泊位扩张令黑山港具备充足的泊位，完备的配

套设施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贾名流。

国际化的氛围渗透至黑山港的每一处角落，在

这儿除了可以找到熟知的国际大牌以外，也包括了

一些云集顶尖设计师精品的店铺，Anamar 便是其

中一例。小跃层式的设计打造出店铺内空间的立体

感，精心陈列的饰品每一件都爱不释手。这样的精

品店有十几家，可以足足逛上一个下午。累了就寻

了一处咖啡店坐下 。AM/PM 是黑山港独有餐饮品

牌，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自制的有机食材，简约的

包装上是手写的出品日期，野生蜂蜜及橄榄油是当

地不错的特产。户外的阳光已不如下午时分那般刺

眼，一杯咖啡配着新鲜出炉散发着浓郁果仁香的饼

干， 瞬间又满血复活， 开始继续感受这处亚得里亚

海豪华游艇母港及置业首选之地的静谧怡人。

远处一栋五层的意大利式宫殿风格的建筑吸引

了我的目光，这就是即将在明年开业的黑山港丽晶

酒店及公寓 (The Regent Porto Montenegro)。整

栋建筑坐拥壮阔海景，外观设计上充斥着威尼斯美

学的灵感。站在拥有最佳景观的顶楼套房的户外

阳台，眺望海湾那美不胜收的景致，真有些迫不及

待想订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才真正的是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房子还需要等，但尽在咫尺的

SPA 中心确实可以马上享受的奢华。

Lady of the Rocks
作为阳光与海洋化身的黑山港应算是旅游胜地

中的新起之秀，这里是游艇巡航的圣地。黑山有着

150 公里的绵长秀美的海岸线，散落着无数岛屿、

神秘海湾、迷人港口及独特的历史遗迹与极具殖民

色彩的各式建筑 ；这里也曾是奥匈帝国时期的海军

基地，坐落于威尼斯与科孚岛之间，与克罗地亚边

境仅相隔数公里。

我们的快艇承载着温柔的地中海风，从鳞次

栉比的桅杆和游艇中缓缓驶出，身后的码头逐渐缩

小，远远望去，各种肤色的人群或信步于码头，或

懒懒地在岸边领略阳光的滋泽，一派闲适悠然的模

样。而后展现的是黑山港的全景，意大利宫殿式风

格的丽晶酒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包含丽晶酒店及

公寓 (The Regent Porto Montenegro)，众多全球

顶级富豪和显赫贵族业主，让它成为黑山港的标志

性建筑。旖旎的自然风光，引人向往的历史传说，

再加上一艘豪华游艇的相伴，的确是一次惬意的体

验。 掌舵的型男船长在不知不觉中加足了马力，船

尾拉出几米高的白浪。这是一条狭长，具有风韵的

航线。绵延起伏的群山有着刀刻般纵横沟壑的硬朗

线条，丛丛的绿褐色灌木点缀在一片片裸露的岩石

上。为世人展现了一道道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丽景象。

沉醉在历史和现代之中，黑山就像一杯浓郁的由碧

海、蓝天、阳光、音乐和欢乐调制而成的鸡尾酒，

令人无法抗拒。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将带你穿越数

十个个岛屿，小岛和岩礁，领略错落有致地坐落在

山坡上的大片红顶白墙的小屋。而一路上，也不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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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错过的“土豪”套餐

黑山港内唯一的日间水疗中
心Pura Vida Spa，提供全
方位的美容舒缓项目。尤其
是最具特色的黄金套餐，一
系列的沐浴、磨砂、面膜的
项目选的眼花缭乱，这些均
富含黄金粒子的产品，可以
令长途旅行的我瞬间恢 复
最佳状态， 因为夜幕降临
后的黑山港则将是这次海港
游的另一个开始。店里还提
供游艇服务，在亚得里亚海
的中央享受一次黄金SPA，
绝对是人生的绝佳享受。

公寓阳台景致

丽晶酒店公寓及游艇

黑山的生活精致而简单

黑山丽晶酒店公寓内景

来这儿游艇出海一定不能少

黑山潮流店里的服饰和颜色都透露着当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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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证：
·需亲自向使馆递交申请文件，并
由申请者本人来面签。一般需要
15-30天的审核日。
· 材 料 ：签 证 申 请 表 、照 片
（35x45mm尺寸）、有效旅行证
件（有效期超过签证3个月）、前
往黑山的合力证明（由黑山方开
具邀请涵）、黑山住宿证明、经济
能力证明、在职证明以及往返机
票订单。
·一次入境签证20欧，多次入境
签证60欧，在领取签证当日以人
民币支付，以当日汇率为准。领取
护照需提前两天致电使馆预约。
2、黑山大使馆地址
·北京三里屯外交公寓3号楼1单
元2号
·电话：6532 7610
·工作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周一
至周五 / 中国及黑山公共假期除外）
3、机票：
·目前中国暂无直飞黑山的航班，
需从土耳其等地转机，再直飞黑
山首都波戈多里察。
·时间安排较好的为土耳其航空
凌晨航班。
4、提示：
·夏天为黑山旅游旺季，户外紫外
线光照强烈，需要带防紫外线墨
镜及高SPF值防晒霜。
·旅行用转换插头。
·黑山流通货币为欧元。
·黑山与中国的时差6个小时（夏
至时）。

寞，各式游艇经过，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会，彼此

都带着友好的面孔，打个照面，各自前行。游艇带

着我们渐渐靠近这座亚得里亚海内唯一人工建造的

岛屿。 远远得就可看到岛上那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

标志性的教堂。这一座用灰色石头堆砌而成的建筑，

背朝大海，面向城市，一眼望去，这座古旧的建筑

更像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哥特式教堂。灰色的四方

建筑嵌在峭壁之间，宛如自然生长而成。时至今日，

每年的 6 月 22 日，当地的渔民仍旧

沿袭着向岛上添置砖石的

传统。乘船而返的途

中，惊奇的发现天

空中的云 彩 尽奇

那座已经成为黑山标志画面的知名小岛——“Lady of the 

Rocks”令人砰然心动的景色催促着我赶紧乘着游艇出海。

迹般地变幻成了科托尔湾的形状，兴奋地举起手中

的地图与天空的云彩对照起来，真是奇妙的机遇。

食色诱惑
如果说白天的黑山港是一处怡静悠闲的海滨之

城，那夜色下的黑山港绝对是色彩纷呈。晚餐被友

人安排在景观绝佳的餐厅——ONE，装潢以浅色

木材为基调，气氛温暖窝心，一道墙壁整齐的排列

出精选自世界各地的美酒佳酿。翻看着菜单，

当地海鲜自然是晚餐的首选， 主厨以巧熟

的简单做法，将当日的食材新鲜化成美

味菜式。 

一顿惬 意的晚餐后，友 人极 力

带我去黑山港夜生活的首选之地——

Purobeach，穿过以白色为基调的酒廊，

周围的气氛已经被经羽毛灯饰烘托得魅力非凡，

强劲的节奏吸引我来到户外，64 米的无边泳池在

灯光的映衬下犹如一处延伸入海的水上舞台，而出

自西班牙知名艺术家 Richard Hywel Evans 之手的

3 米高雕塑面海而坐，赋予了整个空间独有的景观。

看着夜幕下与海面连为一线的泳池，穿梭在香槟美

酒欢快的人群中，首选潮流之地果然名不虚传。

漫游古城
若想感受黑山这处国度的历史感，则坐落在科

托尔湾东南部的 Kotor 古城，便是一处实景博物馆。

近距离欣赏这座城市，风景则更为特别。虽然

1979 年时的一场地震，令这里的很多古建筑都遭

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经过精心修缮与规划重建，

令这里奇迹般的保留了中世纪城市的全部风貌。穿

过那道 500 年前筑建的城门， 仿若一下闯进了中世

纪的时光：狭窄的古石板通道连接着古城内的各处，

罗马、拜占庭式、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散

落其中，不期然的转角，便是如电影场景一般。自

海边延伸至山顶的城墙与堡垒 ；犹如迷宫般的狭长

步道，文艺复兴风格的石托架撑起一栋栋渗透浓郁

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各色木制的窗棂与门框为原始

的砖石色增添了油画般的质感， 漫步小城，不期然

便是一道独有的中世纪的画片。散落在城中各处的

餐厅及酒店很多都是几世纪前王公贵族的官邸或行

宫。 在科托尔古城漫步，迷路也变成了一种乐趣，

穿过不知通向何处的蜿蜒窄巷，呈现在眼前的或许

是一处别致的私家庭院，或许是一方古典雅致的

广场，或许是城中那座最古老的基督教堂 — St. 

Luka's 走走停停，满眼尽是数百年沧桑尽然下的优

美与安逸。 转角处一间商店的奇特标志，令我不得

不想一探究竟。好客的店主招呼我进去，与航海有

关的配饰令我挑花了眼睛。铜质的望远镜、烟灰缸、

船锚等，竟然还让我发现了与我酒店钥匙一样的配

饰。 听店主讲，在古城里的好多酒店里的配饰都是

从他这俩选的。果然是不错的品味，怪不得店铺的

门面装饰的如此别致抢眼。兜兜停停一天下来，基

本上把古城里的角落都走了个遍， 夜幕降临，返回

隐藏在一处石阶小巷尽头的酒店Hippocampus 便，

若不是灯下那诙谐灵动的海马标识，真的很容易就

错过。一簇簇的小花散落在小石阶的两旁，恣意的

生长着，小情小景，转身便已在酒店内了。砖石的

墙面 ；古朴的家具 ；墨绿的木制窗棂，颇有些将古

城的一些浓缩进来的样子。

心绪来潮想要感受时空交错的恋爱感觉，黑山

绝对是可以实现愿望的地方。或悠然置身亚得里亚

海蔚蓝的天空下，感受奢华逸乐的生活 ；或漫步科

托尔古城纵横交错的石巷，寻找中世纪的灵感，短

短的四日行程，令我体验到截然不同的两处风情。

每一处都毫不掩饰黑山的纯净之美。

古城名片

古城的悠远历史可以追
溯 到 公 元前 3 世 纪 。自
伊利里亚人移民到此地
后，这座小城先后被东
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占
领。在塞尔维亚尼曼雅
王朝统治时期，这里出现
了历史上的长达百年的
黄金时代。1420年土耳
其入主，直到1797年又
归入威尼斯帝国。二战
结束后，这里 成为南兰
斯拉夫的联 盟城市，直
到2006年黑山共和国独
立，便 逐 渐成为这个欧
洲最年轻国度的观光胜
地。静谧的海湾映衬着
栉次鳞比的红砖顶房，点
缀在其中古朴教堂，呈现
出高低远近错落有致的
目眩的美景。而其背靠的
洛夫琴山上有绵延数里
的城墙工事，类似中国的
万里长城。

当地美食

猫街

科托尔古城特色小店

出海畅游

科托尔古城的st.luka's 教堂

ONE餐厅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