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小册子

乡村生活



每日新的雪花、
干净的长长的边
坡，比阿尔卑斯
山还好!

在格鲁吉亚雪中
漫步
登上山顶，呼吸新鲜的空气，远看雪
山，意识到你要在这雄伟的山坡爬下
去，是最佳的感觉。欧洲最奇特的高
山，高加西欧尼（Kavkasioni）无数的
山峰，高于勃朗峰的山脉系统，使我们
格鲁吉亚人觉得很幸福。滑雪令人印象
深刻；最近几年分配更多的投资盖上古
达吴里（Gudauri）和巴古里阿尼（Ba-
kuriani）旅游胜地的服务条件。其旅游
胜地适合于国际标准；此外，我们的新
商标梅斯蒂亚（Mestia）将成为全世界
首位发达旅游胜地之一。每年开发新滑
道。格鲁吉亚是允许直升机滑雪运动的
几个国家之一。格鲁吉亚对这种运动有
无限的机会。为了经历滑雪生活的这难
忘的时刻，请到格鲁吉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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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蒂亚
围着巨大的高度5000米的山峰和欧洲最
高的埃尔布鲁斯山（5642米）。位于
格鲁吉亚历史上特有名的地区 - 斯宛奈
逖（Svaneti）中部，梅斯蒂亚（Mes-
tia）是滑雪者的梦想。其地以当地特殊
的住宅堡垒有名。其堡垒源于12-13世
纪。

堡垒位于斯宛奈逖（Svaneti）山谷，几
个世纪期间内避免敌人的打击，保护当
地居民。令人惊讶的是，以前斯宛奈逖
（Svaneti）被看做夏季旅游胜地，而目
前吸引很多游客的不是其山谷而是其山
峰，那儿滑雪者可以乘快速方形缆车到
2350米高的山峰，而试一试2.6公里长的
难度较高的滑道（如果您的心里状况和
技能允许）；或者选择更容易的滑道。

山坡布置结构允许不同水平的滑雪者享
受其美妙的滑雪胜地。随着胜地的发
展，我们还提供一日到两日滑雪游，到
无人滑过的高山滑雪并在那儿过夜。不
在滑雪的时候可以去梅斯蒂亚（Mes-
tia）商店、就把、饭馆儿或者滑冰场。

梅斯蒂亚（Mestia）博物馆拥有很优雅
而完整的圣像和手工艺品罕见的宝库。

这些文物来自斯宛奈逖（Svaneti）远
处的农村和教堂，几个世纪期间内高山
和城堡防止这些文物被敌人偷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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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达吴里
位于高加索山脉中部，围着几座欧洲引
人瞩目的山。古达吴里（Gudauri）是
所有季节的胜地。离第比利斯短距离的
公路以及更短的直升机路线，让古达吴
里（Gudauri）作为格鲁吉亚的全年娱
乐胜地。滑雪季期间，从十二月中旬到
四月中旬，古达吴里（Gudauri）向不
同水平的滑雪者和滑雪板运动员提供难
忘的冒险机会。真正的高手可以享受滑
在欧洲最挑战的无人滑过的山坡之一。

滑雪
有着很多山坡和斜坡，古达吴里（Gu-
dauri）有适合不同水平滑雪者和不同
水平滑雪板运动员的滑道。此外，包围
山真是滑雪冒险者的天堂。古达吴里
（Gudauri）滑道总长度为19公里，最
长的滑道是5公里多长。三到四个座位
的现代缆车（第八页）把滑雪者载到尾
巴山，高度3000米以上，树行上面。古
达吴里（Gudauri）向有经验的滑雪者
提供国际滑雪联合会认可的4个不同的
滑道：阻碍滑雪、大回转、超级大回转
以及快速滑行。古达吴里（Gudauri）

雪层可以保证上述条件。

在无人滑过的地方滑行（第八页）
在古达吴里（Gudauri）周围，离缆车
和小路不远，远处的山谷和未滑过的山
麓向冒险滑雪者提供特别的机会。跟雇
佣导游一起游览更多的地方，感受一下
无辜雪的启发。

乘直升飞机上高山滑雪
古达吴里（Gudauri）是欧洲海拔最高
的度假胜地。向您提供海拔4200米的高
度。直升机把滑雪者及导游送到远处的
山峰上，让他们体验世界上最令人兴奋
的一次滑行。

滑雪学校
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参加古达吴里（Gu-
dauri）滑雪学校。同时，滑雪高手也可
以在这儿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加经验。

组滑雪板
可以通过古达吴里（Gudauri）宾馆或
滑雪学校租新的滑雪装置或者从当地供
应商租下来。

救助和急救队
古达吴里（Gudauri）整面积由经验的
救助者和急救队关照。需要的情况下也
可以往第比利斯乘直升机紧急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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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米长滑道

25米长容易滑的的滑雪场位于老25米

长的跳板附近，这所以为它起了上述

名称。这儿初学者和儿童可以围着雄

伟的高加西欧尼山在安全良好的环境

中学会滑行。也可以在这儿坐雪车逛

逛、坐雪橇滑行或者骑着马游览古老

的园林。

第德威利（Didveli）

第德威利（Didveli）位于欧洲的一座

最高的山上 – 萨克未落（Saqvelo）

山，这儿的景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

更美。从萨克未落（Saqvelo）山坐索

道缆车上去之后，可以下蓝色或红色的

滑道。最长的滑道为4公里。

巴古里阿尼
巴古里阿尼（Bakuriani）度假胜地位

于博尔若米（Borjomi）地区海拔1700

米，奇特的高加西欧尼（Kavkasio-

ni）山树荫下，离第比利斯仅三个小时

的路途。巴古里阿尼（Bakuriani）是

世界滑雪者聚集的地方，对他们是新体

验的机会。

有着很多高山坡和无人走过的小路，巴

古里阿尼（Bakuriani）向您提供欧洲最

佳最壮观的滑行之一。原初为了奥运比

赛修建的巴古里阿尼（Bakuriani）是格

鲁吉亚最受欢迎的冬季旅游胜地和娱乐

区。体验斜的滑道、无人走过的小路、

骑马之游、坐雪橇滑行或者随意漫步在

美丽的雪域森林。

阔核大国拉山（Kokhtagora）

阔核大国拉山（Kokhtagora）位于海

拔2155米，有两个座位的缆车和两个表

面吊车 。从山峰到中段的缆车布置了红

色的和黑色的滑道，那儿开始蓝色的儿

童和新手滑道。

阔核大二（Tatra）（第十页）

巴古里阿尼（Bakuriani）高度2255米

高的的阔核大2山叫做Tatra。这儿蓝色

和红色的滑道为1.8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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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滑过区（XII）

巴古里阿尼（Bakuriani）无人走过的

路吸引更多的高手。两个最受欢迎的

滑道从阔核大（2155米）和第德威利

(Didveli) 山开始。

花样滑冰

如果花样滑冰是您冬季的爱好，巴古里

阿尼（Bakuriani）给您很多的机会，其

中有巴古里阿尼（Bakuriani）公园和叶

德密（Edemi）宾馆的滑冰场。

雪车及雪橇

巴古里阿尼（Bakuriani）周围的小丘

和低地适合于摩托雪橇，但是如果您想

走旧路，马雪橇是巴古里阿尼（Bakuri-

ani）传统的冬季交通工具；所以为了体

验浪漫的旅行，您可以选择雪橇，参观

迷人的村庄。

很多宾馆和商店都提供导游服务，包含

一到两个座位的摩托雪橇。

不知道，我为什
么以前没有来格
鲁吉亚，这儿的
山坡与欧洲相比
更安静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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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您一生最好
的时刻，请加入
我们度过这样的
冬天。。。



www.georgia.travel

签证规定
所有国籍旅客的有效护照是必要的。美国、加拿
大、日本、以色列、黎巴嫩、俄罗斯联邦、欧共
体成员国、波斯湾合作理事会 (GCC)等国家的护
照持有人未有签证要求。

独联体国家的游客，除了土库曼斯坦意外，免签。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以下网页：
www.mfa.gov.ge
http://mfa.gov.ge/index.php?lang_
id=ENG&sec_id=96&info_id=10474

到达

航空
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城市有往第比利斯的直飞航
班，如：阿姆斯特丹、慕尼黑、里加、 维也纳、
法兰克福、 布拉格、华沙、 伊斯坦布尔、 迪
拜、特拉维夫、 雅典、巴库、莫斯科、罗马、
叶卡捷琳堡、基辅、明斯克、阿拉木图、阿斯塔
纳、阿克套、德黑兰、乌鲁木齐。

伊斯坦布尔是第比利斯国际机场与世界主要大城
市之间的主要连接点。

公路
巴库、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特拉布宗、埃里温
和雅典每日有开往第比利斯的公交车。

铁路
格鲁吉亚铁路连接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每天
有巴库到达格鲁吉亚的火车。
网页：
www.railway.ge

海路
乌克兰两个港口 – 伊利彻委和敖德萨有开往格鲁
吉亚的渡船。

住宿
格鲁吉亚主要城市，如第比利斯和巴统有各种类

别的旅馆，从国际四星级到家庭寄宿。郊外地区
可以住三星级家庭宾馆，包含床位和加早餐。

菜
第比利斯有许多好的餐厅，可以品尝格鲁吉亚和
国际美食。而格鲁吉亚各个地区的餐厅以当地传
统的菜为主。

气候
虽然格鲁吉亚面积小，但是气候却很多彩。主要
是高加索北山脉的影响，其山脉挡住来自北边的
冷空气， 而高加索南山脉挡住国家南边很干燥
的空气。夏天平均温度大概在190C 至 200C，冬
天 - 1.50C – 30C。

货币
格鲁吉亚货币叫拉里（GEL）。一拉里等于100特
特利，1拉里等于0.46欧元或0.60美元（据2012年
的数据）。大城市的旅馆接受行用卡付款，但是
郊外这方面的情况，请提前查阅。主要的大小城
市都有取款机。

电
电压时220伏，50赫兹。欧盟插头可用于整个国
家。

通讯
国家代码为 +995， 第比利斯代码为332。格
鲁吉亚移动运营商（GeoCell, MaGtiCoM, 
Beline）覆盖几乎所有的地区；在很多Wi-Fi网
络区域游客可以免费上网。

健康
需要紧急救治时请拨号112 – 紧急情况管理局。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以下网页：
 
www.georgia.travel

旅游信息

不外售 – 格鲁吉亚印刷 – 2014

格鲁吉亚国家旅游局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0105
Sanapiros 街，4号
电话: +99532 2436999 
传真: +99532 2436085 
邮箱: info@gnta.ge

Free hotline (24/7)  

 0 800 800 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