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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兹尼察市
据游客说，洛兹尼察是一个特别的城市，这是有灵魂的城市，并且，我们
说，它以一个字母就在所有城市前面。它位于塞尔维亚西部，古切沃山山脚
下，坐落在德里纳河河右岸，靠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边界。 洛兹尼察
市是这个部分的德里纳河流域的自然，经济，交通，文化和旅游中心。
洛兹尼察市约有8万居民，市区包括54个定居点，其面积为612平方公
里，海拔142米，它的气候是温和的，大陆性。
水是饮用的，高质量的，有大量的水道和泉水，还有具有天然来源的
矿物硫磺水的两个水疗中心。
一个城市不仅是一个定居点和领土，而且，它主要的部分是人，创造者，文
化。洛兹尼察市民是热情好客，他们忠心于自己故乡，为自己历史而感到自
豪，他们关心到传统和文化的保护，他们讲最纯粹的塞尔维亚文学语言并用西
里尔字母写作。
旅游业是该市发展的持有因素之一，并且，旅游提供包括四个方面：
文化和历史遗产，水疗中心，山和河流。

网站: www.lozni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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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来洛兹尼察市
洛兹尼察市距离贝尔格莱德有
139公里，距离诺维萨德市有136
公里，距离瓦列沃市有75公里，它
与这些城市用现代的道路连接。 最
近的机场位于贝尔格莱德（123公
里）和图兹拉（72公里），最近
的边境通道是特尔布什尼察（4公
里），此处一座桥连接两个国家，
即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铁路也穿过城市，客运和货运
交通正常运行。
在城市的街上开着郊区公交车，
许多的出租汽车，租个车，同时也
有自行车道和人行横道。
如果您开车来，所有的地点都
提供足够数量的停车位。
在城市已安装了适当的交通和
旅游信号。
互联网覆盖全城市，并且，在
大多数的旅游设施中互联网是免
费的。
贝尔格莱德 139公里
诺维萨德市136公里
沙巴茨市56公里
瓦列沃市 75公里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公里
图兹拉市 72公里
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6公里
特尔希奇村 7公里
特罗诺沙修道院17公里
泰凯里什村39公里
巴丹尼亚水疗中心33公里
乔凯希纳村30公里
莱什尼察村2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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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兹尼察市

洛兹尼察市旅游组织

Karađorđeva 街 2
电话：+381 (0)15 879200,
879206
网站： www.loznica.rs
洛兹尼察市（Град
Лозница – Grad Loznica）
洛兹尼察市
(grad_loznica)

带纪念品商店的旅
游信息中心

www.togl.rs

(Turisticka organizacija grada Loznice)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 20 号15300 洛兹尼察市
电话：+381 (0)15 878520, 893895
.rs

togloznice@gmail.com
网站: www.togl.rs
Turistička organizacija grada Loznice
Visit Loz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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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loz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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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意义
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
(吴克•斯蒂凡诺维奇•卡拉季奇) - 于
1787年出生于特尔希奇城镇。 他
曾是语言学家，塞尔维亚语的改革
者，民间故事的收藏家和第一本塞
尔维亚语言词典的作者。 在洛兹
尼察市被竖立他的纪念碑和半身
像，洛兹尼察市和特尔希奇城镇的
小学，一条街和一个广场也以他命
名。 吴克的女儿Vilhelmina MIna
Karadžić（米娜•卡拉季奇）曾是
画家和女作家。在吴克的文化中
心有一个画廊，以她的名字命名。
吴克集会 是塞尔维亚最古老和最广
泛的文化活动。 该活动意味着保持
对他的生活和工作的记忆，并且，
按传统，每年9月圣母玛利亚的诞
生节之前的周日在特尔希奇城镇举
行中央的活动，而且，一部分的节
目在洛兹尼察市，贝尔格莱德和附
近的特罗诺沙修道院举行，吴克在
该修道院学习了一段时间。 在5月
份举行学生的吴克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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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an Cvijić (约万•慈维伊奇)于1865年出生于洛兹尼察市，
被认为是塞尔维亚地理学的创
始人，他曾是科学家和塞尔维
亚地理学会的创始人。在自己
地理工作的帮助下，他在欧洲
科学家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他
一生都研究了巴尔干半岛，研
究了定居点，人口的起源，种
族和社会的特征。 每年10月份
举行“慈维伊奇的日子”，该活动
致力于这名巨人。
Miodrag Mića Popović (米
奥德拉格•米察•波波维奇) - 于
1923年出生于洛兹尼察市。 他
曾是院士，画家，艺术的评论
家，作家和电影导演。 1989年
在洛兹尼察市开业了米察•波波
维奇和Vera Božičković Popović（维拉•博日契克维奇•波波
维奇）的遗产画廊，那时他被
宣布为洛兹尼察市的第一位荣
誉公民。 每年6月份组织举行
名成为”米察和维拉的日子”的活
动。
网站：www.ckvkaradzic.org.rs
网站：www.bibliotekaloznica.or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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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地方特尔希奇
特尔希奇村是吴克•斯特凡诺维奇•
卡拉季奇作为塞尔维亚语言和字母
的改革者的发源地，距离洛兹尼察
市有7公里。整个建筑群代表着一
个独特的露天博物馆，它具有特殊
的文化和旅游价值，并且，通过它
流过Žeravija（日拉维亚）小河。它
包含语言和字母博物馆，画廊，招
待所，书法的工作坊，吴克集会的
博物馆，作家之家，圣天使加夫里
洛的木制教堂和其內有旧工艺工作
坊的小屋。在建筑群内特别突出的
一个分别整体是吴克的房地产，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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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吴克的纪念馆就在这里。特尔希奇城镇和特罗诺沙修道院被宣布为
被保护的地区，就是说 ，II级和III级保护的文化区域。
在吴克集会和学生的吴克集会作为传统的活动举行的时候和在学生的
短途旅行期间，特尔希奇村具有最多的游客。 在夏季和周末，对洛兹
尼察市民和大自然与吴克的作品的其他爱好者来讲，这是最喜欢的野餐
场地。

吴克关于特尔希奇村写到了: “我在
塞尔维亚出生了，在塞尔维亚也长
大了，因此，从我的观念来看，在
世界上就没有比塞尔维亚更美丽的
国家，也没有比特尔希奇村更美丽
的地方。”
网站 www.ckvkaradzic.or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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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疗中心
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

这是国家最知名的水疗中心之一，最古老和最流行的疗养胜地之一，拥
有两个天然的治病因素：矿泉水和药用泥浆。这里成功地治疗风湿性疾
病，肌肉骨骼系统疾病，椎间盘脱出症，骨质疏松症，创伤后的状态，
中枢神经系统的轻微损害，肥胖，不孕不育，某些妇科和皮肤病。科维
利亚查水疗中心内的康复专科医院是精英卫生机构，这里进行医疗康复
和治疗计划以及诊断和预防计划。在这家医院内也有儿童康复部门，这
是国家首创的这种部门。 在利维亚查水疗中心，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相
结合，为人类健康服务。 在科维耶健康中心的专科医院内也有Kovilje
健身中心。
网站：
www.banjakoviljaca.rs

水疗中心公园的面积是40公顷，与周围的森林，这是塞尔维亚的第二
大公园，在公园的中心有盛大的喷泉。最美丽和最重要的设施是温泉
大厅库尔沙龙，这是水疗中心的象征，它是于1932年在亚历山大•卡拉
乔尔杰维奇国王的主持下开的，所以这个水疗中心被称为“皇家水疗中
心 “，并且，由于华丽的自然美，它值得“德里纳河流域之美” 的名称。
在其他的设施中，“彼得一世国王”的硫磺浴，泥浴和温泉别墅：黑塞哥
维那，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科维利亚查，等其他别墅具有特殊的价
值，它们其中大约80个别墅被保护，它们保持过去时间的机密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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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中心

住宿设施位于旅馆，特殊医院，
度假村，医疗中心的别墅，国内工
艺设施（房间，公寓，房子）和乡
村旅游家庭。
许多的餐馆，小酒馆，糕点店，
咖啡馆和俱乐部将让您在这个水疗
中心的逗留更加愉快。
我们还应该提到大会旅游，因
为在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的某个
设备齐全的营业厅越来越多举行
商务聚会。

巴丹尼亚水疗中心
U距离洛兹尼察市有33公里的巴丹尼亚水疗中心，不那么著名，但其
治愈程度极高。 对于所有希望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大自然中享受宁静的
人来说，这是理想的地方。 药用水富含铁和硫，它治疗的用法包括沐
浴和饮水。 在这个水疗中心治疗骨骼和关节系统疾病，风湿病，牛皮
癣和不育症。
网站： www.tog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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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Gučevo（古切沃山）除了自己的历史重要性之外，还提供为发展体
Gučevo（古切沃山）
育与休闲旅游和游览旅游的理想条件。 在Crni Vrh/黑山顶（779米）附
近有好整理的全景处，提供到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洛兹尼察市和德里
纳河的美丽景色。
未受破坏的大自然，茂密的山毛榉森林，清新的空气，好整理的步道
与地形及餐饮服务的结合使这座山越来越多吸引行人，登山家，骑自行
车的人，骑摩托车的人，吉普车，极限运动，滑翔伞，预防性的健康计
划，药草的收集， 食用蘑菇和森林水果的收集，游览，运动员的预备，
侦察员，学生的休闲课程，教育和团队建设。
它对狩猎的爱好者提供特殊的乐趣，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野兔，狐狸，
野鸡，狼，鹿，野猪。
Cer（菜尔山）以许多橡树种类（cerris）的树木命名，这座山拥有许
Cer（菜尔山）
多的绿树，落叶树木和低植被。 它还为活跃的假期和冒险的旅行业提
供理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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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纳河
在许多方面，德里纳河是独特的河流，以及提供为发展少见和非常受欢迎的
旅游形式的机会，特别是水上的运动和钓鱼。翠绿色和缠绕的河流这里创造美
丽的鹅卵石海滩，使当地人和众多游客在夏季这里发现身心爽快（最流行的是
Žićina plaža / 日契纳沙滩/，几公里长，靠近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有时候在这
里每天有几千人），并且，它的急流和涡流对渔民来讲是理想的地方，他们可
以捕获大鼻子鲤鱼（skobalj / Chondrostoma nasus），欧鲢（klen），mrena
鱼（ Barbus barbus），白梭吻鲈（smuđ），河鲈，狗鱼，欧鳊（deverika）
，以及更大的鱼类即鲶鱼和广为人知的多瑙哲罗鱼。
在德里纳河上，从小兹沃尔尼克城镇和小兹沃尔尼克市到科维利亚查水疗中
心举办国际帆船赛“只有一条河德里纳”，在帆船赛中使用各种船。
这里组织举行各种体育比赛以及漂流和乘船游览，并且，您还可以去位于河
边的许多餐厅之一以及享受浪漫的夜晚，那里仅供应新鲜捕获的鱼和鱼汤。
网站： www.tog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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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和教堂

Tronoša（特罗诺沙修道院 ）距离洛兹尼
察市有17公里，位于通往瓦列沃市的道路上。
修道院的建立与1317年连接，它是德拉古丁国
王和他的妻子卡塔琳娜的禀赋。 在修道院前面
有圣潘捷列伊蒙礼拜堂和九个尤戈维奇兄弟的
喷泉，由德里纳河流域的人民建造，以纪念尤
戈•博格丹和他的儿子们，据传说，在前往科索
沃战役之前，他们在这里过了夜，在该泉源上
喝了水。
Čokešina（丘克希纳修道院）是女性修道
院，位于菜尔山山脚下的同名村庄。 修道院建
于15世纪上半叶，据传说，这是米洛什•奥比利
奇(Miloš Obilić) 的禀赋。 它以前马奇瓦地区的
贵族博格丹•乔凯希(Bogdan Čokeši)命名，在他
的财产上被建造。
Crkva Pokrova Presvete Bogorodice （圣神
玛利亚棺材盖教堂）位于今天洛兹尼察今市市
中心和以前堡垒“洛兹尼察之城”。 它建于1873
年，以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建造了。

Crkva Vaznesenja Gospodnjeg （上帝升天
教堂）位于洛兹尼察市Lagator / 拉贾托尔区，
在吴克•卡拉季奇的以前财产，这是塞尔维亚第
三个最大的教堂。

位于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的Crkva Svetih
Apostola Petra i Pavla（圣使徒彼得和保罗教）
建于1975年。 在教堂内还建立了“塞尔维亚圣徒
集会”合唱团。
位于莱Lešnica / 什尼察村的Crkva Svetih
Apostola Petra i Pavla（圣使徒彼得和保罗
教堂） 建于18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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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kva
Vaznesenja
Gospodnjeg

Manastir
Tronoša

Crkva Pokrova
Presvete
Bogorodice

Manastir
Čokešina

网站：www.crkvaloznica.org
网站：www.eparhija-sabacka.com

文化和历史遗产
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巴吴利耶位于
Brezjak / 布雷兹亚克农村附近，名称
叫Paulje /保吴里耶的农村地区。
在城市的中心有来自第一次塞尔维亚
起义的历史护城河，1810年此处进行
了由Anta Bogićević（安塔• 博吉切维
奇）公爵带领的洛兹尼察战斗。
为了纪念在著名的菜尔斗争中1914年
遇难死亡的士兵，在菜尔山上Tekeriš /
特克里什农村 建造了纪念公墓。
在古切沃山上也有纪念公墓，1914
年在那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云下战斗”。
我们建议您参观位于洛兹尼察市的亚
达尔博物馆和“吴克•卡拉季奇”的故乡图
书馆，以及参观位于巴尼亚科维利亚查
城镇的关于德里纳河上的斗争的纪念博
物馆。
这里还有其他有价值的纪念碑：对在
丘克希纳修道院附近的战斗中遇难死亡
的英雄的纪念碑，对Draginac / 德拉奇
纳茨村的烈士的纪念碑，吴克•卡拉季
奇的纪念碑， 对Jovan Cvijić / 约万•奇
维奇的纪念碑，
对Stepa Stepanović（ 斯捷帕•斯

捷潘诺维奇 ）的纪念碑，对Vlada
Zečević（ 弗拉达•泽切维奇）的纪念
碑，对Filip Višnjić （菲利普•维什尼
奇）的纪念碑，对Momčilo Gavrić（
莫姆西洛•加夫里奇）的纪念碑和对
Darja Aleksandrovna（ 达尔娅• 亚历
山德罗夫纳）的纪念碑。
洛兹尼察市的老建筑肯定也
是过去时间的证明者：吴克的文化之
家，中学，卡蒂奇的房子即目前米察•
波波维奇和维拉•博日契克维奇•波波
维奇的遗产画廊，Anta Bogićević / 安
塔•博吉切维奇小学和位于科维利亚查
水疗中心的库尔沙龙，彼得一世国王
的硫磺浴和许多的别墅。
网站： www.ckvkaradzic.or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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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历史遗产
传统的保护反映在古老工艺，传统美食，民俗风情，文字，歌曲，舞蹈和音
乐的保持中。 用传统技术制作的产品在纪念品商店和年内在不同地点组织的
许多民族集市上可以买。
在拥有全国美食的餐厅，您将经常会享受在土器皿里提供的菜肴，它们保
留食物的自然味道和香气。 提供也包括玫瑰汁，西洋接骨木汁和薄荷汁，并
且，为了欢迎您，服务员将给您提供用野草莓，榅桲或黄樱桃制作的slatko（
保存的水果）。 菜肴根据久经考验的传统食谱而制作。
正宗的民俗风情是“农夫的蜡烛”和“仪式火的燃烧”。
“Ratarske sveće” /“农夫的蜡烛”风俗与特罗诺沙修道院有关。 周围六个村庄
的村民在一年中收集天然的蜜蜂蜡，它溶解后制成两个大的蜡烛，由人民被称
为农夫的蜡烛，它们的重量约50公斤，高度超过1.5米。在神圣星期四那天，
村民带蜡烛去修道院燃烧它们。
旧蜡烛的剩下部分溶解并与新的蜜蜂蜡混
合，以便过去时间的“幽灵”通过蜡烛传播。在所有大的东正教节庆祝的时候，
人民去修道院燃烧农夫的蜡烛。
“Lilanje“ /“仪式火的燃烧”是教堂节日圣彼得日前夕的习俗，圣彼得日致力于
圣使徒彼得和保罗。 那天人民燃烧所谓的lile，它们由野樱桃或桦树的幼树皮
制成。 通常，该风俗进行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即广场，十字路口等，并且，
儿童和青年都参加该活动。
原始的民歌，舞蹈和音乐在文化和艺术社团，合唱团和音乐团体中保留，其
中，有最长传统的文化和艺术社团”卡拉季奇“和着名的管弦乐队Vožd，它保留
洛兹尼察小镇时代的音乐。
www.tog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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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
这里传统不仅提到，而且还活着，
此的证据就是许多的农村家庭，它们
决定了向游客开门。主人都很值勤
奋，热情好客，并且，设施装饰精
美，各个地方都供应各种健康食品和
冷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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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假期
对于缺少体育活动及与大自然的连接的现代游客的需求，这里存在为发展运
动休闲旅游的理想条件，包括气候因素，清新的空气，山，河流和许多的体育
设施。
为了安排体育活动和运动员的预备，可以使用：体育馆，奥林匹克和儿童的
游泳池，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射击场，跑道，等。
网站：www.ufklagator.com

洛兹尼察市的冒险活动在地面，水里和空中进行，对于步行，登山，狩猎，
钓鱼，滑翔伞，骑马，射箭，骑自行车，骑摩托车，骑四轮摩托车，开吉普
车，乘小船，等，这就是理想的目的地。
www.togl.rs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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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uncanareka.rs
www.budimlijaresort.rs
www.pkgucevo.org.rs
www.biciklo.rs
www.lss.rs
www.hardenduro.rs
Avanturistički sportski klub Kobra
MK “Black Dragons - SRB”

景点

Žeravijsko vrelo（日拉维亚泉） - 日
拉维亚河的源头，水流的生动景象，煮
开的水流转向水面，给人们留下迷人的
印象。
Vodopad Skakavac（斯卡卡瓦茨瀑布）
- 距离布迪姆利亚度假胜地 (Budimlija
resort) 有1.5公里, 高7米多，走林路径
可以低到到这里。
Rajska dolina（天堂谷） - 位于利
普尼察村 (Lipnica) 的独特植物园，此
处在约两公顷的土地上长大，开满以及
发出香味的一千多种植物。
Debeli grm（厚厚的灌木） - 位于茹
尼亚尼农村(Runjani)的一棵夏橡，有三
个多世纪的历史，树冠直径为28米。
树上的小房子位于日契纳沙滩的开
头，作为其创意所有者的想法。
Vodenica na Štiri（什蒂拉小河上的
水磨坊）-离市中心不远，有150多年的
历史，目前也有用.
Monoksil （老船）- 在德里纳河上发
现的史前船，被修复以及展出在亚达尔
博物馆的附属建筑里。
Ikone（圣像画） - 森林中的一个地
方，靠近特罗诺沙修道院。 在教堂被
压碎及烧毁的时候，人民聚集了在森林
里祈祷，把圣像画挂在树上以及即兴祚
了教堂。

野餐场地

我们建议您在城市里参观巨人的街
道，参观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巴丹
尼亚水疗中心，特罗诺沙和丘克希纳道
院，特克里什农村，著名的小镇特尔希
奇，古切沃山和德里纳河，Žićina plaža
/ 日契纳沙滩和Branjevo / 布拉尼耶沃
镇。在空闲时间，特别是在周末和节日
那天，这都也是洛兹尼察市民最喜欢去
的地方。

www.tog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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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洛兹尼察市旅游提供的重要部分肯定也是因不同的原因以及包含不同内
容而举办的许多文化，经济和体育活动。参与人数和访客人数最多的活
动是吴克集会，仪式火的燃烧，国际帆船赛“只有一条河德里纳”Vidovdan
的集市 ，国际民俗节Miodrag Miša Spernjak （米奥德拉格-米沙-斯佩尼
亚克）,皇家狂欢节,等等。年内，组织举行许多的音乐会，节日，展览，
文艺晚会，戏剧和电影表演，艺术的工作坊，博览会，锦标赛，比赛，
摩托车集会，登山活动，表演，检阅，节庆，传统的集市，等。
www.tog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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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住宿包括旅馆，度假村，别墅，住所，公寓，客
房和农村家庭。 旅馆提供完全舒适，但其他设施
也装饰精美，设备齐全。 住宿还提供食物，洗衣
服务，安排交通的服务以及根据客人的意愿，安排
游览的服务。
康复专科医院
科维利亚查水疗中心
地址：Park 4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 +381 (0)15 818270 ,
895211
www.banjakoviljaca.rs
旅馆“Royal spa“
地址：Narodnog fronta街 42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
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18010
网站：www.royalspa.rs
民族村“Sunčana reka/阳光河“
地址：JNA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2250
网站：www.suncanarek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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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胜地FAMILY BUSINESS
地址：Gučevski put 街bb，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
城镇）
电话：+381 (0)15 815566 ,
819733
体育中心”EM“
地址：Zdravka Mašanovića 街
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
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0322
网站：www.sportskicentarem.
com
渡假胜地VIDIKOVAC
地址：Gučevski put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
城镇）
电话：+381 (0)15 818326
网站：www.gucevotravel.co.rs

公寓KRALJEVSKI DRAGULJ
地址：Narodnog fronta街 29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
查城镇）
电话：+381 63 8413466
网站：www.kraljevskidragulj.rs
GUČEVSKI VAJATI/古切沃的木房
地址：Gučevski put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
镇）
电话：+381 (0)15 818326
网站：www.gucevotravel.co.rs
LAZAREV KONAK
地址：Gučevska 街 186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
镇）
电话：+381 (0)15 818190
FB: Lazarev konak
别墅/Vila KOVILJE
地址：Maršala Tita 街6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
镇）
电话：+381(0)63 7717247
网站：www.vilakovilje.com
别墅/Vila Radovanović
地址：Moše Pijade街 15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
镇）
电话：+381 (0)63 818508
网站：www.vilaradovanovic.com

BUDIMLIJA RESORT/度假村
Trbušnica 46号， Loznica（洛兹尼察
市）
电话：+381 (0)65 881058
网站：www.budimlijaresort.rs
吴克-卡拉奇科学教育文化中心
地址：Vuka Karadžića 街bb，Tršić（
特尔希奇村）
电话：+381 (0)15868007
网站：www.okcvukkaradzic.edu.rs

别墅/Vila TANJA
地址：Karla Marksa街 1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
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65 8982655
FB: Vila Tanјa
公寓“Dar luks“
地址：Narodnog fronta 街42号, Banja Koviljača（巴
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0284
fb: Agencija Dar-lux Banja Koviljaca
公寓FILIPOVIĆ
地址：Narodnog fronta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
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0)64 8568266
fb: Apartmani Filipovic Banja Kovilljaca
别墅/Vila NEŠIĆ
地址：Republike Srpske 街bb, Loznica（洛兹尼察
市）
电话：+381 (0)15 879874
网站：www.mn.co.rs
酒店/Hotel STOBEX
地址：Šabački put 街85号, Loznica（洛兹尼察市）
电话：+381 (0)15 872320
网站： www.hotelstobex.rs
酒店/Hotel MK
地址：Marka Radulovića bb, Loznica（洛兹尼察市）
电话：+381 (0)15 877996
网站：www.hotelmk.rs

Konak MIŠIĆ/住所米希奇
地址：Vukov put街 21, Tršić（特尔希
奇村）
电话：+381 (0)15 868231
网站：www.trsic.co.rs
Konak MILICA/住所米利察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特尔希奇村）
电话：+381 (0) 64 3238701
FB: Planinski Konak Milica
Konak ČUVARKUĆA/住所Čuvarkuća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特尔希奇村）
电话：+381(0)63 7300820
FB: Konak “Čuvarkuća”
招待所 VUK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特尔希奇村）
电话：+381(0)65 8868250
FB: Restoran Vuk
Etno selo TRONOŠKI VAJATI/民族村“
特罗诺沙的木房“
地址：Tronoški put 街bb, Korenita（克
雷尼塔村）
电话：+381 (0)15 846329
康复专科医院
BORO SKORIĆ
地址：Banja Badana bb，Banja Badana（巴丹尼亚水疗中心）
电话：+381 (0)15 863190
SUR “Kod Dobrile i Srejke“
地址：Donja Badanja – Banja Badana（巴丹尼亚水疗中心）
电话：+381 (0)66 973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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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
您来到一个提供非凡餐饮服务的城市，许多的餐馆，咖啡馆，咖啡-糕
点店，夜店，它们适合个人的口味和口袋。 它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
早上7点到午夜，在周末和夏季多一点，而且，夜店在周末到凌晨4点
开门。 音乐取决于气氛。 许多的咖啡厅允许您带进较小的宠物。 如果
您赶时间，在每个角落都有快餐设施和面包店，其中一些整夜工作。

餐厅
咖啡厅-比萨饼店
INTERMEZZO
地址：Jovana Cvijića街 bb
电话：+381 (0)15 877288
网站：www.intermezzo.rs

比萨饼店GTA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6号
电话：+381 15 875966
网站：www.gta.rs

船餐厅 ZLATNA RIBICA
地址：Vuka Karadžića街 bb
电话：+381 (0)15 871671
FB: Brod restoran Zlatna
ribica

咖啡厅-餐厅BOOMERANG
地址：Vojvode Putnika 街61/
А号
电话：+381 (0)15 7882000
FB: Caffe restoran Boomerang

咖啡厅-比萨饼店SHANGRI
LA
地址：Vuka Karadžića 广
场bb
电话：+381 (0)15 892140
FB: Shangri La caffe-pizzeria

咖啡厅-比萨饼店 GOOD
TIMES
地址：Pašićeva街 2 号
电话：+381 (0) 15 892415
FB: Good times Loznica

餐厅VILA NEŠIĆ
地址：Republike Srpske
街 bb
电话： +381 (0)15 879874
FB: Vila Nešić

自助餐馆BUONGIORNO
地址：Pašićeva街 1 号
电话：+381 (0)15 891686
FB: Caffeteria Buongiorno
Loznica

酒店STOBEX
地址：Šabački put街 85 号
电话：+381 (0)15 872320
网站：www.hotelstobex.rs

咖啡馆CYRANO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bb
电话：+381 (0)15 881757
网站：www.caffecyran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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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厅-比萨饼店HAVANA
地址：Luke Stevića 街bb
电话：+381 (0) 15 891686
FB: Havana Cafe pizzeria
Loznica

BEER BAR/啤酒吧
地址：Vere Blagojević 街
Е/9 号
电话：+381 (0)15 891874
FB: Beer bar
咖啡厅-比萨饼店GALIJA
地址：Jovana Cvijića街 bb
电话：+381 (0)15 874446
FB: kaffe Galija-Loznica

TAVERNA
地址：Knez Mihajlova街
72号
电话：+381 (0)15 891096
FB: Taverna-Loznica

SRPSKA KAFANA
地址：Učiteljska 街 4 号
电话：+381 (0)15
891390
EVROPA NIK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 bb
电话：+381 (0)15
893744
FB: Restoran Evropa
Loznica
咖啡厅-餐厅JABUKA
地址：Vlade Zećevića
街4号
电话：+381 (0)15
891665
FB: Caffe Jabuka
MADERA
地址：Gimnazijska街
8号
电话： +381 (0)15
892784
KORZO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
15号，Loznica（洛兹尼
察市）
电话：+381(0)15875700
FB: Korzo - Kafana i
restoran Loznica
小酒馆 KOD PAUNA
地址：Bakal Milosava街
113号
电话：+381 (0) 15
872140
FB: Kafana “Kod Pauna”
PLAVI RESTORAN/蓝色
的餐厅
地址：Marka Radulovića
bb
电话：+381 (0)15
877996
网站：www.hotelmk.rs
GAJIĆ
地址：Zaobilazni put
街 bb
电话：+381 (0)15
871971
FB: Restoran Gajic

Etno restoran DOLINA
BAGREMA/民族餐厅
地址：Runjani bb
电话：+381 (0)64 5383939
FB: Etno selo Dolina
bagrema
KUR SALON
地址：Park 4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
查城镇）
电话：+381 (0) 648736715
网站：www.kursalon.rs
POD KULOM
地址：Park 4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
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95283
网站：www.banjakoviljaca.
rs
民族村“SUNČANA REKA/
阳光河“
地址：JNA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
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2220
FB: Etno selo Suncana
reka
酒店ROYAL SPA
地址：Narodnog fronta 街
42号, Banja Koviljača（巴
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 15 818010
网站：www.royalspa.rs
CONTACT
地址：28. Slavonske divizije 5号, Banja Koviljača（
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地址：+381 (0)64 2222390
FB: Caffe-restoran Contact
PARK
地址：Maršala Tita 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
维利亚查城镇）
地址：+381 (0)69 5047000
网站：www.restoranpark.
net
TRI KRALJA/三个国王
地址：Narodnog fronta 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
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0320
FB: Restoran Tri kralja

GUČEVSKI VAJATI/古切
夫的木房
地址：Gučevski put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
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0084
网站：www.gucevotravel.
co.rs
民族村 MILUTINOVIĆ
地址：Rimska 街19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
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0194
FB: Etno selo Milutinović
PROMAJA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特
尔希奇村）
电话：+381 (0)15
868666
FB: Kafana Promaja
PLANINSKI KONAK MILICA/山的住所米利察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特
尔希奇村）
电话：+381 (0)64
3238701
FB: Planinski Konak
Milica
VASIĆA KOLIBA/瓦希奇
的茅屋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特
尔希奇村）
电话：+381 (0)15
872169
网站：www.vasicakoliba.
weebly.com
民族村“TRONOŠKI VAJATI/ 特罗诺沙的木房“
地址：Tronoški put街 bb,
Korenita （克雷尼塔小
镇）
电话：+381 (0)15
846329
BAŠTA
地址：26.septembra 99
号, Lešnica （莱什尼察
村）
电话：+381 (0) 15
840500
网站：www.restoranba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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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店
PERLA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 bb
电话：+381 (0)15
893051
网站：www.pekarasrbija.com
ROMANSA
地址：Bosanska 街bb
FB: Poslastičarnica “Romansa” Loznica

PROLEĆE
地址：Jovana Cvijića街 22 号
LIPA
地址：Vojvode Putnika街 2 号
FB: Caffe bar Lipa Loznica
MERAJA
地址：Vlade Zečevića街 bb
电话：+381 (0)15 893890
CAFE IN
地址：Vojvode Mišića 街1 号
电话：+381 (0)15 875286
FB: Cafe IN

BECCA
地址：Doktora Marina 街
15号
电话：+381 (0)63 8006705
FB: Kafe poslastičarnica
Becca
MEDENO SRCE
地址：Trg Jovana Cvijića
bb
电话：+381 (0)63 1500926

咖啡吧

CAFFE INCOGNITO
地址：Kneza Miloša街 15号
电话：+381 (0)63 1126701
FB: Caffe Incognito
AVENIJA 2013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1号
电话：+381 (0)65 8656126
COOL
地址：Jovana Cvijića 广场
bb
电话：+381 (0)63 1111996
FB: Cafee Cool

夜店

VENERA
地址: Bakal Milosava街150号
电话: +381(0)63335144
FB: KLub “Venera” – kod
Popka Loznica（在Popka
那边，洛兹尼察市）

CREAM CAFFE
地址：Georgija Jakšića
街bb
电话：+381 (0)64
3681011
FB: Cream caffe

KAFANICA JOŠ PO JEDNU
地址：Luke Stevića 街bb
电话：+381 (0)64 5405828
FB: Kafanica “Jos po jednu”

SEIZMOS
地址：Zmaj Jovina街30号
Loznica（洛兹尼察市）
FB: Club Seizmos Loz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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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RI
地址：Kneza Miloša 106
电话：+381(0)15 877200
FB: Poslasticarnica“Capri“
GRICKO
地址：Bulevar Dositeja
Obradovića 大街 69号
电话：+381 (0)63 315720
PERLA 2
地址：Narodnog fronta街 44号,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
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62 8024790
网站：www.pekarsrbija.com
CAFFETERIA RОMА /
自助餐馆 “Roma”
地址：Vlade Zečevića街
7号
电话：+381 (0)60
4539932
FB: Cafeteria “Roma”
MIAMI
地址：Vojvode Putnika
街 44号
FB: Cafee Bar MIAMI
Loznica

KAFANA MONTEVIDEO
地址:Kneza Miloša 街 15号
电话：+381 (0)61 1909419
FB: Kafana “Montevideo”
Loznica
DIONIS
地址：Tršić bb Tršić
（特尔希奇村）
电话：+381 (0)63 335144
FB: Club DIONIS Trsic

有用的信息
洛兹尼察市是一个边境城市，所以，贸易和服务领
域非常发达。购买在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可以进行，
并且，在城市也有很多的精品店，鞋店，香水店，书
店，花店和健康食品店，还有几家礼品店。食品，饮料
和香烟也可以在较小的商店购买，其中一些商店的工作
时间为0-24点。绿色市场供应充足，每天都工作。城市
拥有足够数量的加油站，一些加油站的工作时间为0-24
点。城市拥有许多的银行，货币兑换处，保险公司，快
速邮件和互联网运作良好。
卫生机构装备精良，并且，许多药店的药品供应就
非常好。
儿童游乐室的内容很丰富，它们也装备很精美。
值得提到一些大型礼仪大厅，为了举办家庭和商务
庆祝活动，它们提供完整的服务。
美发和化妆服务以及牙医的服务也非常优质和方便，
经常，它们就是游客来到该地区的原因。

重要的电话和地址
救护
电话：+381 (0)15 871094

洛兹尼察市的主要邮局
电话：+381 (0)15 362062, 362070
网站：www.posta.rs

塞尔维亚的汽车摩托车协会
电话：1987

洛兹尼察市的巴士站
地址：Georgija Jakšića 街7号
电话：+381 (0)15 893760, 7882714

洛兹尼察市汽车摩托车协会
地址：Luke Stevića 街 bb
电话：+381 (0)15 871987
网站：www.amss.org.rs

洛兹尼察市的火车站
地址：Georgija Jakšića 街bb
电话：+381 (0)15 7882379

洛兹尼察市警察局
地址：Ante Bogićevića广场2号
电话：+381 (0)15 874060

Tronoša /特罗诺沙修道院
地址：15302 Korenita /克雷尼塔城镇
电话：+381 (0)15 846003

洛兹尼察市交通警察局
地址：Vojvode Putnika街 bb
电话：+381 (0)15 875135

Čokešina /丘克希纳修道院
地址：Čokešina 15306 М.Prnjavor
城镇
电话：+381 (0)15 833740

洛兹尼察市 市政警察局
地址：Žikice Jovanovića 街4号
电话：+381 (0)15 889494
洛兹尼察市消防救援部队
地址：Vojvode Putnika 街 bb
电话：+381 (0)15 877257

Hram Pokrova Presvete Bogorodice
（圣神玛利亚棺材盖教堂）
地址：Janka Veselinovića 街8 号
电话：+381 (0)15 884625
网站：www.crkvaloznick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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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m Vaznesenja Gospodnjeg
（上帝升天教堂）
地址：Lagator区-Patrijarha Pavla 街bb
电话：+381 (0)15 884625
Crkva Svetih Apostola Petra i Pavla
（圣使徒彼得和保罗教堂）
地址：Zdravka Mašanovića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381 (0)15 818100
Hram Svetih Apostola Petra i Pavla
（圣使徒彼得和保罗教堂）
地址:Kneza Miloša 街bb, Lešnica (莱什尼察村)
电话：+381 (0)15 840314
文化中心“吴克·卡拉季奇”
地址：Save Kovačevića 街1号
电话：+381 (0)15 882718, 882327
网站：www.ckvkaradzic.org.rs
吴克的文化之家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 12号
电话：+381 (0)15 875871
吴克的故乡图书馆
地址：Svetog Save街 5号
电话：+381 (0)15 898560
体育学院 “LAGATOR”
地址：Miloša Pocerca 58
电话：+381 (0)15 873111
网站：www.ufklagator.com
停车服务所
地址：Jovana Cvijića 街20号
电话：+381 (0)15 874461
网站：www.parkingloznica.rs
广播电视台LOTEL
地址：Maksima Gorkog街2号
电话：+381 (0)15 882227
网站：www.lotel.rs
广播电视台 PODRINJE
地址：Kneza Miloša街3号
电话：+381 (0)15 875730
网站：www.rtvpodrinje.rs
洛兹尼察市的普通医院
地址：Bolnička 街65号
电话：+381 (0)15 873312
网站：www.bolnicalozni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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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中心“Milenko Marin
医生“
地址：Bolnička 街65号
电话：+381 (0)15 893724
网站：www.dzloznica.co.rs
卫生站Banja Koviljača（巴
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地址：Maršala Tita街 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
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18187
老年人的疗养院”CARSKI
KONAK“
地址：Tršićbb
电话：+381 (0)15 868276
064 4774496
FB: Dom za negu starih lica
„Carski konak“

药店
卫生机构-药店洛兹尼察市1
地址：Bolnička 街65号
电话：+381 (0)15 891928
卫生机构-药店洛兹尼察市2
地址：Vuka Karadžića 街
2号
电话：+381 (0)15 7882103
卫生机构-药店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
城镇）
地址：Maršala Tita街 bb
电话：+381 (0)15 819212

旅行社
KONDOR TIS
地址：Gimnazijska 街1号
电话：+381 (0)15 878390, 065
5150015
电子邮件：kondor.tis@neobee.net
网站：www.kondor-tis.rs
PODRINJE TOURS
地址：Pašićeva街17号
电话：+381 (0)15 893046, 069
3974578
电子邮件：podrinjeturs@open.
telekom.rs
网站：www.podrinje-tours.net

SOLO TRAVEL
地址：Pašićeva街22号
电话：+381 (0)15 892538, 064 3274554
网站：www.solo-travel.ls.rs
MGS
地址：Kneza Miloša街6号
电话：+381 (0)15 897590, 871337,
069 5860117
MLADOST TURIST
地址：Kneza Miloša街17号
电话：+381 (0)15 7889012, 063 311280
FB: Mladost Turist d.o.o Loznica

RENT-A-CAR /租个车
LOZNICA TOMIN
地址：Luke Stevića 街bb
电话：+381 (0)15 872990, 0648594545
网站：www.tomin.co.rs
国内外的医疗运输/救护车“Tomin 015”
地址：Luke Stevića 街bb
电话：+381 (0)15 872990, 0648594545
网站：www.tomin.co.rs

出租汽车

OKTOPOD
地址：Pašićeva街 1 号，商店25号，
洛兹尼察市
电话：+381 (0)15 892816
FB: Oktopod Travel Turistička agencija

NAŠ TAKSI
电话：+381 (0)15 891872, 0658871633

ADRIA HOLIDAYS
地址：Jovana Cvijića街 32号
电话：+381 (0)15 610233
FB: ADRIA Holidays Loznica

CITY TAKSI
电话：+381 (0)15 891195

BELVI TRAVEL
地址：Jovana Cvijića街 6号
电话：+381 (0)15 891736, 062 8814568
FB: Belvi Travel-Loznica
GUČEVO TRAVEL
地址：Bolnička 街bb L4
电话：+381 (0)15 875045, 060 4487977
网站：www.gucevotravel.co.rs
AS TOURS
地址：Georgija Jakšića街 bb
+381 (0)15 893760, 7883104
MIKELIS
地址：Maršala Tita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64 5568088
FB: Agencija & Cvećara “Mikelis”
DAR LUKS
地址：Narodnog fronta 街42号，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20284, 063 1928015
FB: Agencija Dar-lux Banja Koviljaca
Turist biro Banja Koviljača
（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地址：Maršala Tita 街bb, Banja Koviljača（巴尼亚科维利亚查城镇）
电话：+381 (0)15 818481, 064 8568266
FB: Turist biro Banja Koviljaca

KEŠ TAKSI
电话：+381 (0)64 4734736, 0603572143

S TAKSI
电话：+381 (0)15 872872, 069288028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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