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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
▸ 全票: 6欧
▸ 半票: 3欧
▸ 联票: 8欧
萨洛尼卡博物馆+拜占庭文化博物馆
▸ 半票 (联) : 4欧
▸ 免费参观日:
◆ 11月1日—3月31日期间的所有周日
◆ 对特殊人群免费开放;
		 同时根据博物馆网站通知,
		 部分节假日期间免费开放

排版设计: <t> togetherdesign.gr公司

开放时间
▸ 11月1日—3月31日
周一: 10:30—17:00
周二至周日: 8:30—15:00
▸ 4月1日—10月31日
周一: 13:30—20:00
周二至周日: 8:00—20:00
▸ 闭馆日:
12月25—26日, 1月1日, 3月25日, 5月1日,
复活节

萨洛尼卡
考古博物馆

地址: 6, M. Andronikou,
546 21, 萨洛尼卡, 希腊

www.amth.gr

电话: 0030–2310 830 538
传真: 0030–2310 861 306
邮箱: info.amth@culture.gr

希腊
文化旅游部

萨洛尼卡考古博物馆之友

© 考古收入基金会

   1962年，由建筑师帕特罗克鲁斯·卡朗迪诺斯设计的大厦
——这座大厦可以说是现代建筑的杰作，同时也是希腊现代主义
艺术的代表作之一——成为萨洛尼卡考古博物馆的新址。博物馆
内展览包括了马其顿地区的特色艺术品和出土文物。1912年
萨洛尼卡解放后，考古部门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早建立起来的
公共部门。2002年，根据总统令，萨洛尼卡考古博物馆成为文化
旅游部下属的独立地区部门。
   2003年，随着现代化新技术的进步和为满足博物馆的发展
需要，博物馆进行了全面翻新。翻新后的文物展览分为六个常设主题
单元，涵盖了古代公共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博物馆每年
会举办1次大型的临时主题展以及2—5次的小型临时展，这些展览
与古代马其顿人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主题有关，展示了他们与其它希腊
文化影响区以及地中海东南盆地的广阔地域发生联系后受到的影响。

萨洛尼卡
考古博物馆

   本单元展览始于史前人类时期，有早期类人猿
和欧兰猿*头骨碎片的石膏模型。然后展出的是旧石
器时代文物 (公元前350000—前10000年) 和著名
的佩特拉罗纳头骨复制品 (公元前200000年) 。
随着生产阶段的开始，接下去展出的是一系列相关
专题，如狩猎、捕鱼、耕种、牲畜饲养、烹饪、储藏、
编织、金属加工、商业交换和技术。此外，还展出了
一些由史前人类创造、抽象的、并体现他们意识关
注的文物。

史前马其顿
地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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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兰猿：在希腊发现的史前人科物种，估计属于中新世晚期。

   本单元展示了马其顿地区在公元前1100年—前700年
的铁器时代，就已有定居点出现的考古证明。那段时期内，
有中央建筑群和农产品储藏室的居民点已经被建立并聚集起
来，如卡斯塔纳斯1、菲拉德尔菲亚2 、阿斯罗斯3和萨洛尼卡的
杜巴4地区。同期，马其顿还加强了同希腊中部、南部以及小亚
细亚沿岸城邦的商业往来。希腊南部的城邦，如埃莱特利亚5、
安得罗斯6和哈尔基达7等，在萨洛尼卡北部海湾和哈尔基迪
基建立起了子邦，如美迪8、阿卡索斯9、多罗尼10、斯达意拉11、
迪卡拉12和美索尼13等。在阿尔耶亚多·迪曼尼多14王朝时期，
马其顿王国把这些子邦的管理经验推广到奥林匹斯山以北、
宾多斯山脉以东地区。公元前七世纪后，马其顿王国成功统治
了整个马其顿地区。

城市诞生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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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stanas / 2 Philadelphia / 3 Assiros / 4 Toumba / 5 Eretria /
6 Andros / 7 Chalkida / 8 Mende / 9 Akanthos / 10 Torone /
11 Stageira / 12 Dikaia / 13 Methone / 14 Argead Temenid

公元前七世纪
至罗马帝国晚期的
马其顿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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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展示的是从古风时代起到罗马帝国时期
——即马其顿王国独立之初到公元1—4世纪，马其顿
成为罗马帝国行省的年代——古代马其顿人生活中的
各个方面。总共分为八个主题展，包括了这一地区
公共和个人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如政治、
军事、社会和经济组织、艺术、文字、宗教、信仰崇拜和
马其顿城市习俗。这里陈列着大量来自中部马其顿地区
(萨洛尼卡、皮耶利亚1、基尔基斯2和哈尔基迪基斯半岛3)
不同时期的考古发掘文物。

1 Pieria / 2 Kilkis / 3 Chalkidiki

萨洛尼卡— —
马其顿的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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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展览展示了来自不同地方的精湛
艺术品，特别是来自古风和古典时期的
墓葬品。此外，还介绍了贵重金属加工的
全过程，从采矿到如何成为古代马其顿人
公共和个人生活中贵重装饰品的复杂
工艺步骤。

   “庭院墓地”是开放式的常设展区，
主要包括两个基本展出部分，文物时间可
追溯到公元2—4世纪，即萨洛尼卡繁盛
时期。该展览对博物馆内部展览起到
一个补充作用。
   第一部分是修复过的坟墓，包含了
来自古城邦东西两边墓地的文物、大理石
棺和祭坛。第二部分是用现代建材重建的
一座想象中的希腊罗马时期房屋，内有
马赛克地板真品以及与个人生活、家庭
活动有关的其他文物。

庭院墓地
露天花园

   本单元展示了萨洛尼卡城市相关的历史
和考古展品。从公元前315年萨洛尼卡建城起，
历经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一直到罗马时期，
萨洛尼卡都是马其顿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一直保留着它的语言、文化以及马其顿的
光辉历史记忆。
   该展馆的后部展示了一座部分复原的古风
时期的爱奥尼亚神庙，该庙原址不详，在罗马
时期被转移至萨洛尼卡的圣所所在地，并用
皇帝雕像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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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露天花园
1 入口
2 商店
3 “马诺里斯·安德罗尼科斯”多媒体厅
4 展馆: 城市诞生之初
5 展馆: 公元前七世纪至
罗马帝国晚期的马其顿
6 展馆: 萨洛尼卡——马其顿的大都会
7 展馆: 马其顿黄金饰品
8 露天展馆: 庭院墓地

一层/露天花园

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
9 “伊务丽雅·诺科多布鲁”多媒体厅
10 临时展厅
11 展馆: 史前马其顿
12 教育培训厅
13 中庭

入口

楼梯

轮椅通道

售票处

信息询问处

寄放处

厕所

咖啡室

围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