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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伊什（Laois）是莱尔莱最吸引人的郡莱之一，也是最值得探索的郡莱之一。莱了帮助游
客及长住居民更加了解莱伊什（Laois），本指南提供了“历史文化莱莱之旅”中各处
景点的相莱信息。

如果您对城堡感兴趣，达莱马斯岩（Rock of Dunamase）就是您旅程的起
点。野生动物莱好者和运动莱好者莱莱去参莱一下垂莱和射莱博物莱（Fly Fishing and Game 
Shooting Museum）。建筑莱好者可能想从艾默宫廷庄园（Emo Court）莱始启
程，而那些喜欢精品手工的人士莱莱直奔芒特梅利克（Mountmellick）博物莱而去。

在其中几处景点中，莱伊什（Laois）郡“雕塑之旅”中包含的各种作品莱明，构筑
了莱伊什（Laois）的莱意能量与以往一样，依然充莱活力。

这段“历史文化莱莱之旅”仅仅是个莱始。莱伊什（Laois）郡内已确定了1000多处古
迹和历史名胜。在整个郡内，各处景点、博物莱及旅游机构的人莱都会在您的莱好
之旅中莱您提供帮助。因此，踏上郡内某条蜿蜒小路，莱始您的旅程吧。在莱伊什
（Laois），您探索的越多，您的发莱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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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Heritage and Local Government; Patrick Ca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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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到达莱伊什（Laois）的人是约8500年前穿过该郡的采集狩猎队伍。他们
在覆盖莱伊什（Laois）的森林里打猎，在其河流里钓鱼，采集坚果和浆果补
充日常饮食。之后抵达的是爱尔兰的第一批农民。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清理
了森林，开始种植农作物。

大约公元前2500年，青铜器时代的人们生活在莱伊什（Laois）。他们制
造武器、工具和金器。参观莱伊什（Laois）的游客现在可以在克罗珀克
（Clopook）和蒙内利（Monelly）看到青铜器时代人们的小山堡垒遗迹。
在公元一世纪前，莱伊什（Laois）隶属于奥索里王国（Kingdom of Ossory）
。郡被分为7个部分，由莱伊什（Laois）七大氏族统治：奥摩尔家族
（O’More）、奥莱勒家族（O’Lalor）、奥多伦家族（O’Doran）、奥道林家
族（O’Dowling）、德沃伊家族（O’Devoy）、奥凯利家族（O’Kelly）及麦克
沃伊家族（McEvoy）。当基督教徒来到爱尔兰时，这些虔诚神圣的男男女女
在莱伊什（Laois）成立了各种宗教团体。在550年至600年期间，圣·卡尼斯
（St. Canice）创建了阿哈伯厄修道院 （Aghaboe Abbey），而圣·莫察（St. 
Mochua）则在蒂马哈（Timahoe）创建了一个宗教团体。早期的基督徒团体曾
在达纳马斯岩（Rock of Dunamase）居住过。

1150年后，欧洲大陆的“教堂”开始在爱尔兰的独立教堂中树立其权威。早
期基督教教堂的木制建筑让位给了石质修道院。信奉奥古斯丁和多明我会
（Dominican）的教徒都在阿哈伯厄（Aghaboe）建立了修道院，而西多会教徒
（Cistercian）则在阿比莱克斯（Abbeyleix）接管了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宗教团
体。
就在这个期间，诺曼人掌握了爱尔兰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在莱伊什
（Laois），达纳马斯岩（Rock of Dunamase）上的堡垒曾是爱尔兰公主奥菲
（Aoife）嫁妆的一部分，公主于1170年作为妥协而下嫁给诺曼战士斯乔恩堡
（Strongbow）。先进的诺曼人在土墩顶上建造木塔对莱伊什（Laois）郡进
行瞭望，这些木塔被称为城寨（motte）。他们还用石头建造堡垒，如就在波
塔灵顿（Portarlington）外面的李堡（Lea Castle）。莱伊什（Laois）郡有几
个城镇建立之初都是诺曼人的行政区，包括卡斯尔敦（Castletown）和达罗
（Durrow）。从1175年一直到大约1325年期间，诺曼人控制着该郡最好的
土地，而盖尔人群则退到沼泽、森林和布鲁姆山脉（Slieve Bloom Moutains）
中。在14世纪初，盖尔民族作为爱尔兰氏族中的一支爆发力量得以复兴，促使
诺曼人撤退。登普西家族（Dempsey）占领了李堡（Lea Castle），而达纳马
斯（Dunamase）则落入了奥摩尔家族（O’More）的手中。今天可以在巴拉摩
（Ballaghmore）和库拉希尔（Cullahill）看到属于爱尔兰氏族的塔楼，这两座塔
楼都装饰有“sheela-na-gig”石雕。
1548年，来自英格兰的战士们没收了奥摩尔家族（O’More）的土地，建成
了“Campa”——被称为“雷克斯堡垒”，即今天的波特劳伊斯镇（Portlaoise）
。1556年，该镇被命名为玛丽镇（Maryborough），而莱伊什（Laois）被命
名为“女王之郡”（Queen’s County），旨在纪念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Mary 
Tudor）。女王还发布命令让英格兰殖民者入驻莱伊什（Laois）。到1610年之
前，莱伊什（Laois）大部分爱尔兰贵族都被流放到了康诺特（Connacht）和明
斯特（Munster）。天主教佃农和无地劳动者被留下来为拥有土地的英格兰殖

莱伊什（LAOIS）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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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服务。

英国内战期间，克伦威尔的军队在莱伊什（Laois）肆意猖獗，摧毁了当时仍
属于天主教地主的塔楼。克伦威尔死后，莱伊什（Laois）成了被驱逐者和
政治难民的避难所。1659年，一群公谊会（Quakers）的人士在芒特梅利克
（Mountmellick）定居，而一群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则于1666年在波
塔灵顿（Portarlington）避难。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盎格鲁爱尔兰地主圈地建造精致房屋，
包括达罗城堡（Castle Durrow）和艾默宫廷庄园（Emo Court）。当时精致
的乔治王时期房屋在繁华城镇大街两边鳞次栉比。1836年，大运河（Grand 
Canal）的一条支流延伸到了芒特梅利克（Mountmellick），进一步拉动了这个
繁华小镇的工业发展。

1845年至1849年期间的大饥荒（The Famine）使该郡几遭毁灭。19世纪60
年代和70年代的农作物歉收以及不断增加的负债使该郡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
不断紧张和恶化。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
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在莱伊什（Laois）郡内四处奔走，招募“土地
同盟”（Land League）成员，维护佃农的权利，反抗地主制度。从1880年开
始，莱伊什（Laois）郡爆发了“土地战争”（Land War），“土地同盟”（Land 
League）的成员向地主权威提出挑战。被驱逐的佃农及其它贫困人员塞满了郡
内的救济院。1881年《土地法》（Land Act）颁布后，佃农和地主之间达成了
不太稳定的休战协议。

在1922年爱尔兰建国之前，凯尔特人和北欧海盗、盖尔领主和诺曼骑士、
修道士和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地主和土地同盟成员，都在莱伊什
（Laois）郡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新建的爱尔兰国家恢复了该郡原有的名称。“
女王之郡”（Queen’s County）再次成了莱伊什郡（County La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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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摩尔救济院和农业
博物馆（DONAGHMORE 
WORKHOUSE & 
AGRICULTURAL MUSEUM）1

来到多纳摩尔救济院和农业博物馆（Donaghmore Workhouse and Agricultural 
Museum）的游客可以参观一座爱尔兰救济院的各个房间，这座救济院与其19世
纪00年代末期建造时几乎一模一样。
多纳摩尔救济院（Donaghmore Workhouse）建造的目的是安置莱伊什郡
（County Laois）最绝望的人们。救济院资金来自当地拥有财产的富人所缴纳的
税费，刻意建造得尽可能不那么吸引人，以便只有那些失去所有希望的人才能
住进来。
进入这座救济院的人们都是克服了最大的羞愧感。一旦进来，他们就要放弃自
己的衣物，而是穿上救济院粗糙的制服。亲人们要分开居住，男孩女孩有他们
独立的宿舍，而成人则有另外独立的宿舍。生活条件非常严峻。被收容人员睡
在粗糙的草垫上，盖的是破被子。唯一的厕所设施就是宿舍中央的大水桶。被
收容人员白天要完成任务，进食期间要保持完全的沉默。
在多纳摩尔救济院（Donaghmore Workhouse）于1853年向公众开放之前，这
个地区许多最贫穷的人们都已经去世或移居他处。救济院可能只运营了几年
后，就在1886年关闭了。
在20世纪20年代初，“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将这些建筑物作为军营使
用。然后在1927年，多纳摩尔合作社（Donaghmore Co-Operative Society）对
救济院进行了改造，以服务当地农民。救济院的一部分被捐赠给社区作为讲解
本地历史的场所。今天，积极参与的志愿者们通过多纳摩尔救济院和农业博物
馆（Donaghmore Workhouse and Agricultural Museum）来重现历史。

开放时间请查询 www.donaghmore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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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伯厄修道院（Aghaboe Abbey）是圣·卡尼斯（St. Canice）于6世纪创建
的。修道院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学习、商业和农业中心。天文学家圣·维吉尔
（St. Virgilius)，亦称圣·费格尔（St. Feargal），在8世纪00年代期间是该修道
院的院长，之后他就离开爱尔兰，成为萨尔茨堡主教（Bishop of Salzburg）。

1234年原来的中世纪早期修道院被烧毁后，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奥古斯丁
（Augustinian）修道院。今天一座可以追溯到18世纪00年代的爱尔兰教会
（Church of Ireland）教堂竖立在原奥古斯丁（Augustinian）修道院的地面上。
这座教堂看起来包含了奥古斯丁（Augustinian）修道院的某些痕迹。在门口东
侧，游客可以看到一个中世纪石灰石头部雕像。教堂西北角的小钟楼与13世纪
00年代的钟楼大小一致。 

这里残存的精致遗迹属于奥索里（Ossory）王国勋爵芬南·麦克吉勒帕特里克
（Finghan MacGillapatrick）于1382年创建的多明我会（Dominican）男修道
院。这个教堂由当地社区负责保护，包括东墙雕刻精美的三截窗。修道士从北墙
的入门进来，这扇门出去是一个回廊。而西墙的入门是公众进入教堂的通道，可
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阿哈伯厄修道院 （Aghaboe Abbey）附近可以看到一个树木覆盖的诺曼城堡
（motte）遗迹。诺曼人会在这种四边陡峭的土丘顶部建立一个木塔，在木塔中
储藏武器并观察潜在的袭击者。

阿哈伯厄修道院
(AGHABOE ABBEY）2 3



1 达罗（DURROW）3
曾经遍布古代爱尔兰的高大橡树林赋予了达罗（Durrow）这个名称，来自爱尔
兰语“Daurmagh Ua nDuach”，或是被称为“Ui Duach”的人们所在的“橡树平原”
（Oak Plain）。

在13世纪00年代初，当诺曼人在鄂奎纳河（Erkina River）边设立了一个城镇
时，他们采用了达罗（Durrow）这个名称。这片小型自治区发展如此成功，以
致于在1245年时，亨利三世国王赐予奥索里（Ossory）王国主教杰弗里·德·
特维尔（Geoffrey de Turville）在达罗（Durrow）举行一年一度的展销会以及
每周四举行一次集市的权利。

达罗（Durrow）如今的风采主要归功于弗劳尔（Flower）家族，亦称阿什布鲁
克子爵（Viscounts Ashbrook），他们于18世纪00年代初获得该镇的所有权。
他们建造了达罗城堡（Castle Durrow），并许可建造许多精致的乔治王时期房
屋和维多利亚时期房屋，这些房屋至今还矗立在达罗（Durrow）的街道中。

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达罗（Durrow）不断繁荣发展。无数驿站马车嘎吱嘎吱
地在大桥上走过，停在附近的驿站中。当地各种企业不断涌现，包括一家酿酒
厂、一家面粉厂、一家啤酒厂及一家制造优质砖瓦的工厂。

多年的发展意味着到1926年时，达罗仅剩一小片森林。近年来，当地人民努力
保护达罗的美丽环境及其建筑。如今，游客可以在林间悠闲散步，在达罗的精
致街道中闲逛漫步。

有关达罗（Durrow）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urrow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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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垂钓和射击博物馆
（IRISH FLY FISHING AND 
GAME SHOOTING MUSEUM）4

爱尔兰垂钓和射击博物馆（Irish Fly Fishing and Game Shooting Museum）带领
游客探索爱尔兰300年的狩猎和垂钓历史。任何对乡村生活感兴趣的人都会觉
得是一种享受。

该博物馆是由沃尔特·费伦（Walter Phelan）于1986年创立，他来自于一个专
门从事垂钓的家族。他对一座传统房子进行了修复和改造，里面收藏了各种老
式鱼竿、渔线轮、渔枪、渔具、工具以及鸟类和鱼类标本。

这些展品从两个角度讲述了各种狩猎和垂钓故事。它们展现了精巧的设备，比
如用来装钓鱼蜉蝣的挖空的牛角，这是由为了补充日常饮食而进行狩猎和垂钓
的普通老百姓制作的。

馆内还陈列着那些将狩猎垂钓作为运动休闲的富人使用的各种精美渔枪、鱼竿
和渔具。有一间展厅是专门展出Garnett’s & Keegan’s公司的展品，这是一家
在全球范围内供应优质垂钓狩猎设备的爱尔兰公司。该博物馆的亮点之一就是
飞蝇收藏品，其中有些可追溯到19世纪00年代初期。

游览该博物馆的游客可以进入再建后的源自19世纪00年代的猎场看守人房间以
及源自1900年左右的制枪工坊。其它展品放在垂钓射击厅、奖杯存放厅、泥鸽
展厅、船库以及影线展厅。不断扩大的图书室包含了爱尔兰境内所有垂钓狩猎
方面的信息。

有关博物馆开放时间请联系沃尔特·费伦（Walter Phelan），
电话：057 873 6112 或086 315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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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花园
(HEYWOOD GARDENS）5

海伍德花园（Heywood Gardens）融合了两种花园类型：18世纪00年代末由
弗雷德里克·特仑奇（Frederick Trench）创建的大公园以及20世纪00年代初
由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和格特鲁德·哲基尔（Gertrude 
Jekyll）创建的一环扣一环的规整式小公园。

特仑奇（Trench）在1773年建了海伍德宅邸（Heywood House）后，他对自己
宅邸和巴利纳奎尔（Ballinakill）村之间的区域进行了绿化。受他欧洲游学旅行
的启发，特仑奇（Trench）移山挖湖栽树，建造了各种装饰性建筑。他的成果
被认为是当时最精致浪漫的风景。

20世纪00年代初，哈钦森·波伊上校（Colonel Hutchenson Poe）聘请杰出
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在海伍德宅邸（Heywood 
House）周围创建规整式花园。花园的绿化可能是出自格特鲁德·哲基尔
（Gertrude Jekyll）之手。虽然宅邸已然不在，但花园是勒琴斯（Lutyens）在
爱尔兰现存的最佳作品之一。

规整式花园与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形成对比。一条修剪整齐的椴树步道通往一
个传统露台，可以俯瞰周边乡村风景。另一个露台可以俯瞰特仑奇（Trench）
在18世纪00年代初挖的其中一个湖，还有可能观赏到松鸡、翠鸟及其它水鸟。
在下沉式花园中，圆形露台台阶下至椭圆形水池，水池中海龟小雕塑好奇地凝
视着大喷泉。在顶层有一个红瓦顶凉廊，上面题有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诗句。在环绕花园的墙上，每扇圆形窗都框出一幅迷人景色，这是弗
雷德里克·特仑奇（Frederick Trench）精心建造的。

有关游览信息，请访问www.heritageirelan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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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莱克斯镇最初是在诺尔河（River Nore）附近的一座早期基督修道院遗址
上发展起来的。该镇在一座12世纪西多会（Cistercian）修道院的保护下不断
发展。1562年，伊丽莎白女王将修道院及其相关土地赐给了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托马斯（Thomas）。在接下里的一个世纪里，这个村子不断壮
大，拥有52个家族。但是，诺尔河（River Nore）经常泛滥，使这个城镇变得
不宜居住。

当德·维茨（de Vesci）家族在1750年获得阿比莱克斯（Abbeyleix）时，他们
决定将该镇必须迁移。德·维茨（de Vesci）家族将阿比莱克斯（Abbeyleix）
旧城夷为平地，将镇上居民搬到新规划的镇上。阿比莱克斯在其新址上繁荣发
展，到1837年时，发展成为拥有140座房屋的城镇。当地农民在市场管理所
（Market House）中进行交易，而商业场所按照新月形状排列。在接下里的一
个世纪里，主要的实业包括多家面粉厂、一家酿酒厂及一家生产销往世界各地
的高级地毯工厂，产品还用在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上。

德·维茨夫人（Lady de Vesci）在汤普伦斯街（Temperance Street）贫民所中
照顾贫穷寡妇。特困者可以进入1842年开放的救济院。
今天游客可以欣赏到仍然矗立在阿比莱克斯（Abbeyleix）的各种精美的传
统建筑，包括爱尔兰教会教堂（Church of Ireland）、浸信会会堂（Baptist 
Meeting House）、卫理会会堂（Methodist Meeting house）及天主教教堂
（Catholic Church）。想了解更多关于19世纪中叶生活的那些人可以参观修复
后的塞克斯顿（Sexton）的宅邸。如想了解这个城镇的全部历史，请参观位于
原贵族诺斯学校（Patrician North School）的阿比莱克斯文物馆（Abbeyleix 
Heritage House）。

有关阿比莱克斯文物馆（Abbeyleix Heritage House）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eritagehousemuseum.com

阿比莱克斯镇 
(ABBEYLEI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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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马哈
(TIMAHOE）7

一个卓越非凡的雕刻入口使其成为爱尔兰最精美的圆塔。拥有活灵活现的长须
和短须的人脸雕刻装饰着主入口，这个入口高于地面约5米。二楼窗户上装饰
有较小的雕刻。没有人知道蒂马哈（Timahoe）的修道士们为什么雕刻了如此
美丽的入口。或许他们是为了向朝圣者展示圣迹，或许这种精美的装饰可以体
现出曾经从此处消失的修道院建筑。

圆塔是在12世纪00年代的某个时候在圣·莫察（St. Mochua）于公元600年左
右创立的宗教机构位置上建造的。圆塔约30米高，底座17多米宽。墙壁厚度将
近2米。塔内有5个不同楼层，可以通过梯子到达。

圆塔使旅客容易找到修道院，钟声响起可以召集修道士们进行祈祷，并在修道
院遭受袭击时发出信号。当警报响起时，修道士们会抓起修道院的所有财宝并
快速进入圆塔。一旦他们把外面的梯子收起并栓好门时，圆塔厚厚的石墙会保
护他们的安全。

这座圆塔所处环境优美，下面是一座架设在宝特厄古（Bauteogue）河上的人
行桥。附近的前爱尔兰教会（Church of Ireland）教堂现在成了图书馆，而一
座17世纪城堡废墟中包含着一座15世纪教堂的各种构件。

圆塔中的一座雕像是受当地小学委托而创作的。雕像名为“莫察的书桌”
（Mochua’s Desk），描绘了圣·莫察（St. Mochua）及在圣人的一个著名故事
中出现的三只宠物：叫醒他的公鸡、在他祈祷时如果睡着会舔他耳朵的老鼠以
及恰好停在他上次阅读的祈祷诗篇文字之处的苍蝇。

Tower grounds open daily during daylight hours. Facilities: Car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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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德巴利蒸汽博物馆（Stradbally Steam Museum）是为了纪念蒸汽机而造
的，蒸汽机曾在爱尔兰的铁路、道路施工和农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馆内，游客可以看到各种蒸汽驱动发动机。藏品包括1918年建造的“曼恩”
蒸汽机（Mann Steam Cart）。这种小型蒸汽牵引机可以清理耕地。另一台蒸
汽牵引机“福勒”（Fowler）造于1936年，用于道路工程进行电动碎石。同时展
出的还有一台精美的黑色蒸汽机，这是由工程师山姆乔根（Sam Geoghan）在
1912年委托建造的。这台小型蒸汽机曾经在吉尼斯啤酒厂的轨道上拖运原料。
蒸汽机将黑啤啤酒桶运送到利菲河（Liffey）码头，然后啤酒桶被搬到船上，
运往全世界。

就在蒸汽博物馆不远处，蒸汽保护协会（Steam Preservation Society）运营着
斯特拉德巴利礼堂（Stradbally Hall）场地中一条作为历史遗产的窄轨铁路。
这段铁轨约1公里长，是由志愿者在1969年和1982年之间建造的。如同爱尔
兰乡村的支线铁路一样（曾经接入铁路干线），这段铁轨的轨距或宽度是三英
尺。现在拉动火车的蒸汽火车头是1949年为Bord na Móna公司建造的。

从5月到9月银行休业的周日和周一，公众可以乘坐这段窄轨铁路。每年8月份
银行休业的那个周日，协会都会在斯特拉德巴利礼堂（Stradbally Hall）场地
中举办一次蒸汽拉力赛（Steam Rally）。

有关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及“文物铁路”（Heritage Railway）的运营时间，请访
问 www.irishsteam.ie 

斯特拉德巴利蒸汽博物馆
(STRADBALLY STEAM 
MUSEUM）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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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马斯岩
(ROCK OF DUNAMASE）9

周边迷人的乡村景色使高高在上的达纳马斯岩（Rock of Dunamase）成为建造
堡垒的一处战略位置。几个世纪以来，勇士们奋力拼搏，控制着这块石灰岩巨
石。该块巨石上首个为人所知的聚集区是Dun Masc——在842年被北欧海盗劫
掠的早期基督徒聚集区。当12世纪00年代末诺曼人到达爱尔兰时，达纳马斯
（Dunamase）成了盎格鲁诺曼人在莱伊什（Laois）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它是伦
斯特王（King of Leinster）迪尔米德·麦克·慕拉（Diarmuid Mac Murrough）的女
儿奥菲（Aoife）于1170年作为妥协而下嫁给诺曼征服者斯乔恩堡（Strongbow）
时嫁妆的一部分。当斯乔恩堡（Strongbow）与奥菲（Aoife）的女儿伊莎贝尔
（Isobel），与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威廉元帅结婚时，达纳马斯
（Dunamase）也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当威廉元帅在1208年到1213年之间住在这
里的时候，很可能对这个地方开展了一些建造工程，虽然城堡大部分是更早建造
的。
这座城堡先后由威廉元帅的五个儿子拥有，之后通过元帅的女儿伊娃·德·布
劳斯（Eva de Braoise.）之手被转给莫蒂默（Mortimer）家族。伊娃（Eva）
在她女儿嫫德（Maud）嫁给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的时候将城堡
传给了女儿。1330年，莫蒂默（Mortimer）家族的所有土地，包括达纳马斯
（Dunamase），被君主没收。之后不久，这座城堡似乎被转到了欧摩尔斯家族
（O’Moores）的手中，遭到废弃。根据当地传说，1651年，这座城堡被克伦威
尔手下的休森（Hewson）将军和雷诺（Reynolds）将军包围并炸毁。 虽然这些
事件没有同期记录，但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城堡如此残破状态的合理解释。
1795年，爱尔兰议会大臣约翰·帕内尔爵士（Sir John Parnell），即著名政治
家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的曾祖父，试图在达
纳马斯（Dunamase）开发建设一座宅邸和宴会厅。当时从其它废墟中收集的所
有中世纪后期特色，如门窗，都被放在了城堡之中。当帕内尔（Parnell）去世
的时候，他的儿子对这些建筑物不闻不问，任其衰败。今天达纳马斯岩（Rock 
of Dunamase）上的遗址由国家进行管理。公共设施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Works）开展了考古挖掘和保护工作，确保了达纳马斯岩（Rock of Dunamase）
能继续留给后人探索。

白天每天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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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宫廷庄园（Emo Court）是一座由建筑师詹姆斯·冈东（James Gandon）
（1743-年1823年）设计的乡村别墅，詹姆斯·冈东（James Gandon）因其伟
大的公共建筑而众所周知，包括都柏林的海关大楼（Custom House）和四法院
大楼（Four Courts）。

庄园的宅邸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宏伟典范，体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风
格。宅邸周围美丽花园和绿地环绕，这些花园和绿地最初是在18世纪规划布局
的，包括规整的草坪、湖泊及林间步道，种有许多优质树木和灌木。

冈东（Gandon）是在1790年为第一任波塔灵顿伯爵（Earl of Portarlington）
约翰·道森（John Dawson）设计艾默宫廷庄园（Emo Court）的。当伯爵于
1798年去世时，宅邸还未完工。之后工程停滞，直到19世纪30年代第二任伯
爵完成了花园前半部分的工程并开始着手内部工程。从1860年开始，第三任
伯爵监督建造了圆形大厅的铜制圆顶以及内部工程和这位单身汉伯爵居住的侧
翼建筑。

当波塔灵顿家族（Portarlingtons）的最后成员于1920年离开了艾默宫廷庄园
（Emo Court），宅邸开始衰败没落。耶稣会信徒们在1930年购买了这个宅
邸用作神学院的场所。1969年，艾默宫廷庄园（Emo Court）被出售给了乔
姆利·德灵·哈里森少校（Major Cholmley Dering Harrison），他开始了艾默
宫廷庄园（Emo Court）及其场地的艰难修复过程。今天艾默宫廷庄园（Emo 
Court）及其花园由公共设施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Works）拥有和管理

有关参观信息，请访问  www.heritageireland.ie 

艾默宫廷庄园
(EMO COURT）10 11



1 波塔灵顿
(PORTARLINGTON）11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间，波塔灵顿犹如密德兰地区（Midlands）的“巴黎”
，在这个地方的街道上听到的是法语而非爱尔兰语或英语。法国胡格诺派教徒
（Huguenots）为了逃避祖国的迫害而在密德兰地区（Midlands）这座繁华小镇
上定居，塑造了这座小镇的文化和建筑风格。

波塔灵顿由阿灵顿勋爵（Lord Arlington）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t）于
1666年创建，位于巴罗河（River Barrow）一个转弯处的陆地上。后来阿灵
顿（Arlington）将这些土地卖给了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帕特里克·特兰特爵
士（Sir Patrick Trant）。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博伊恩战役
（Battle of the Boyne）（1690年）中击败了詹姆斯二世，而这些土地，包括
波塔灵顿，都被君主没收，然后被赐予给亨利·曼苏尔（Henri Massue），即
德·吕维尼侯爵（Marquis de Ruvigny）、戈尔韦伯爵（Earl of Galway）以及
后来的波塔灵顿男爵（Baron of Portarlington）。吕维尼（Ruvigny）决定将
这个镇作为胡格诺派教徒的避难所。 这些法国和佛兰芒新教徒是在1685年《
废除“南特赦令”》（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颁布后被剥夺了宣扬
他们自己宗教的权利，从而被迫离开家园。

到1702年为止，已经有500名胡格诺派教徒生活在波塔灵顿。有些是“佩剑贵
族”（noblesse d’epee），即按照惯例应服兵役的地位较低的贵族。他们创建的
社区充满活力，扩展到奥法利（Offaly）及周边乡村。波塔灵顿因其公共古典
学校（Public Classical Schools）而远近闻名，这种学校教导富裕家庭的孩子
们那些被女士们先生们认为可取的法国礼仪。

今天，游客可以在法国教堂街（French Church Street）和帕特里克街
（Patrick Street）上欣赏到胡格诺派风格的建筑。距离波塔灵顿不远处就是李
堡（Lea Castle）遗址，这是一座被奥邓普希家族（O’Dempseys）占据和拥有
的诺曼堡垒，一直到17世纪00年代中期克伦威尔的军队将其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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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特梅利克（Mountmellick）曾被誉为“爱尔兰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of 
Ireland），是一座拥有精致建筑和爱尔兰特色纺织艺术“芒特梅利克刺绣”
（Mountmellick Work）的城镇。

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亦称公谊会（Quakers）--的成员奠定了该
镇的基础。1659年，威廉·埃德蒙逊（William Edmundson）在芒特梅利克
（Mountmellick）定居并开设了一家制革厂。其他公谊会成员（Quakers）也设立
了啤酒厂、酿造厂、纺纱厂和编织厂。编织成了该镇的主要产业之一。到18世纪
00年代中期时，芒特梅利克（Mountmellick）成为爱尔兰纺织生产的主要中心。
皮姆公司（Pims）是镇上的主要工业企业。它的业务涉及啤酒、酿造、烘焙、制
革及胶水、鼻烟和蜡烛的制造和各种批发和零售业务。
1836年，大运河（Grand Canal）的一条支流开通，将芒特梅利克
（Mountmellick）与爱尔兰全国及其它国家的市场相连，由此使该镇迎来了繁荣
发展。芒特梅利克（Mountmellick）丰富的历史建筑遗产讲述了该镇的成长故
事。现存最古老的住宅是位于哈勃街（Harbour Street）上的、建于1686年的约
翰·皮姆（John Pim）的房子。源于18世纪00年代的其它精致建筑反映了该镇首
批商人的富裕程度。在爱德华勋爵街（Lord Edward Street）上的许多房子是19
世纪00年代为大运河公司（Grand Canal Company）的员工建造的。
“芒特梅利克刺绣”（Mountmellick Work）是一种用白线绣在白布上的刺绣技
术，由约翰娜·卡特（Johanna Carter）于19世纪00年代初发明。约翰娜·卡特
（Johanna Carter）希望为爱尔兰妇女提供一种谋生方式，因此她在芒特梅利克
（Mountmellick）设立了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为妇女开展这种手艺的培训。如
今一座由社区运营的精品博物馆展出了“芒特梅利克刺绣”（Mountmellick）的典
范之作。
 

有关该博物馆及“历史文化遗产之旅”方面的信息，请访问
www.mountmellickdevelopment.com

芒特梅利克
(MOUNTMELLICK）12 13



1 诗人小屋
(POET’S COTTAGE）13

这座仿效而建的茅草屋可以使游客了解19世纪00年代大部分爱尔兰农民的日常
生活是怎么样的。 

爱尔兰的农舍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虽然每个社区都各有不同，大部分农舍都
是一层高、一室宽。门窗装在侧墙上，屋顶有一个烟囱。农舍的墙壁用当地的
石头或泥土建造而成；屋顶用芦苇或茅草覆盖。

当时人们都会在厨房炉边工作和放松。他们使用“起重机”把放食物的锅吊在明
火上面煮。在温暖的炉火旁，家人一起缝纫编织和修补衣物及工具。

在炉壁这头的房间被认为是厨房“之上”的房间，而另一头的房间则是厨房“之
下”。这些房间被用作卧室、储藏室，偶尔也作为客厅。在早期的农舍中，动
物有时候会被关在农舍一边的房间中，而人则睡在另一边的卧室中。

这座小屋是以帕特里克·瑞安（Patrick Ryan）的名字命名的，是1750年到
1825年期间住在康姆罗斯（Camross）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中描述了这个地方
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

爱尔兰农舍非常淳朴简约，而这就是它们的美丽所在。石墙和茅草屋顶在乡村
中看起来完全就像在家里一样，正如这座位于康姆罗斯（Camross）中心、安
然若素的花园小屋。

有关参观信息，请访问www.slievebloo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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