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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与现代
融汇之地 

爱沙尼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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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是一个反差鲜明的国家。如此纯
朴而未有人类涉足的自然在欧洲只有少数
几个地方能够找到。走下
高速公路数百米，你就会
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片
原始森林中，狼、熊还有
猞猁在这里自由出没。

爱沙尼亚 – 
森林中的WiFi

我们的国土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被划定为自
然保护区。同时，爱沙尼亚也是科技发展

的 先 锋 。 我 们
发 明 了 举 世 闻
名 的 免 费 互 联
网电话Skype。

即 便 在 公 共 汽
车和火车上，您都可以使用无线互联网
接入。在森林深处的小农场中，整个世界
的新闻会通过互联网送达，根本无需再驾
车前往小镇购买报纸。在孩子上学的第一
天，除了带上他的启蒙教材以外，他还会
特意为自己的老师准备一束紫菀。而且在
他的口袋里还会有一部手机。每100个爱
沙尼亚人拥有的手机数量达到120部！

在我们东方的邻居俄罗斯人和南方的邻居
拉脱维亚人眼里，爱沙尼亚人被视为是性
格平和，行动迟缓的。但在我们北方的邻
居芬兰人眼里，我们却是行动迅速的，要
跟上我们的脚步确实不简单！ 拉脱维亚人
开始讲笑话的时候取笑的往往是爱沙尼亚
人。一个看起来谨慎多疑的爱沙尼亚人，
在你和他熟识以后你会发现情况往往恰恰
相反。

来认识一下我们这片小巧、美丽而充满无
穷乐趣的土地吧！

穿着中世纪盛装的现代都
市   
你只需在清晨步出在塔林下榻的酒店，踏
上以花岗岩铺设的狭小曲折的街道，古朴
的城墙和红色石块砌成的屋顶将带你回到
几个世纪以前。街道上处处飘散着新鲜出
炉的面包所散发的芳香气息，远处传来清
晨第一班有轨电车的声音。

随着朝阳缓缓升起，国旗在Pikk Hermann
高塔上空飘扬，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在喧嚣
中穿过老城广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就是在这片老城广场上，世界上第一棵圣
诞树于1441年在此树立。这棵树被架设
在篝火之上，人们围着它翩翩起舞。在现
代，老城广场上的冷杉
沐浴在柔美的烛光和一
年一度的圣诞集市的喧
嚣中，集市上，兴高采
烈的商贩们兜售着各种
各样的圣诞美食。

在老城广场上，你可以找到欧洲最古老的

仍在营业的药店，它成立于1422年。那时
候生病的市议员也曾在这里购买风干的青
蛙腿、虫皮和黑猫血。现在，这家药店仍
出售比较传统的药物，同时也出售以古法
制作的杏仁蛋白软糖。这种软糖在塔林和
吕贝克都有大规模生产，但这两座城市都
是于1806年即开始出现于历史记载中。

“老城日”活动于六月初在汉萨同盟古城塔
林举行，这是一个鲜活的实例，证明了中
世纪的黑暗实际上也曾多姿多彩—可闻，
可见，可以细细品味。骑士比武、吞剑表
演、集市和演讲，无所不有。有人会吹起
风笛，穿着长裙和紧身上衣的少女会邀请
你试戴毡帽，而穿着皮革的铁匠则刚刚制
作完成一架庞大的吊灯。

在中世纪，哨兵在晚上
九点吹响号角，这时
候，城门关闭，酒吧打
烊。而在现代，塔林的
夜生活在此刻才刚刚开

始。餐厅、酒吧和夜总会中人头攒动。海
外游客会发现我们的啤酒非常便宜，我们

与世界连接

塔林的中世纪老城“...如果你将一些重要的东西遗忘在爱
沙尼亚某个遥远的角落，根本不用担
心。当天你就可以完好无损的取回。”

“街道上处处飘散着新鲜出炉的面
包所散发的芳香气息，远处传来
清晨第一班有轨电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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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就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是整座城市
中最为人熟知的人物。

在塔林，值得参观的地方包括建造在石灰
岩高台之上的KUMU现代艺术博物馆。或
者，你也可以来到位于城市边缘的Rocca 
al Mare露天博物馆，惊叹于爱沙尼亚农
民的建筑技艺。在数个世纪以前，他们仅
凭借一双肉眼就建造出比例完美的不带烟
囱的房屋，就如同在大学中学习过黄金比
例。

当然，Kadriorg宫殿（Kadriorg意为凯瑟
琳谷）也是必到之处，沙皇彼得大帝正是
将此处赐予了凯瑟琳二世。

如果你正好在歌唱节期间访问爱沙尼亚，
你还会发现一些非常具有爱沙尼亚特色的
东西。试想一下，二万五千人站在同一个
舞台上和所有观众一起歌唱将会是怎样的
一个场景。 在最盛大的活动中，歌者人数

的夜总会非常现代，而我们的服务非常迅
速和友善。大部分消费都可以用信用卡付
账。如果你想要上网冲浪，几乎每间咖啡
馆和酒吧都会提供无线信号。

来自每个国家的游客都会在塔林寻找到一
些他们熟悉的东西。爱尔兰人可以找到黑
啤酒，意大利人可以找到披萨餐厅，而俄
罗斯人则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小酒馆。在

这里，招待的衬衫
穿在皮带之外，盖
住他的长裤，而伏
特加酒就如冰凉的

涓涓细流，缓缓流淌。来自非洲的游客会
发现是莫桑比克厨师在为他们掌勺，手中
拿着的正是他们最爱的辣椒粉和大蒜。

塔林的现代文化中包含了蜚声国际的翻译
家、电影导演以及艺术家的名字。塔林是
波罗的海地区最富盛名的电影节—“黑夜”
电影节的举办地，在当地被称为PÖFF。
我们的爵士音乐节Jazzkaar，贝吉塔修道
院的歌剧节以及塔林国际风琴节也同样非
常出名。

指挥家Neeme Järvi出生于塔林，还有很
多世界知名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也出生于
此。现代音乐领域最受推崇的人物之一， 
Arvo Pärt就是来自于爱沙尼亚的一个叫
做派德的小镇。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张
非常熟悉的脸庞，你并没有看错—超模
Carmen Kass也是一位爱沙尼亚女孩。

另外还有一位带着头盔，留着长长大胡须
的塔林人，我们还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叫
做Vana Toomas（老托马斯），是这座城
市的守护神。我们可以在老城广场市政厅
风向标的顶端找到他的身影。自1530年以

在塔林歌唱节广场举行的爱沙尼亚歌唱节

在老城广场举行的老城日活动

黑头兄弟会正面细部

塔林的现代风貌

塔林的“老托马斯”（Vana Toomas）风向标

“二万五千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所有
观众一起放声歌唱。在最盛大的活动
中，歌者的人数能够达到十万人。”

“... 自1530年以来，他就坚
守着自己的岗位，是整座城
市中最为人熟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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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达到十万人左右。如此多的人们同心
庆祝，使精神升华并触发我们的情感，我
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许一生就此一次体验；
当然，除非你在下一次歌唱节的时候又回
到这里。

除了塔林以外，爱沙尼亚还有另外的几个“
都城”。我们的冬季之都是Otepää，世界
杯越野滑雪冠军赛在此举行，爱沙尼亚人
在此为他们国家的滑雪选手呐喊助威，慷
慨激昂。人们也来到这里释放压力，你会
发现有一些滑雪者甚至在雪堆里洗起了桑

拿浴。

随 着 夏 季 的 来
临，“都城”的称
号 向 西 转 移 了
130公里，来到
了 帕 尔 努 。 通

往海滩的大道上蜜蜂嗡嗡飞舞，大道两侧
植满椴树。在帕尔努，你可以前往spa修
养身心，也可以来到Ammende山庄，在
时髦的新艺术氛围中聆听爵士乐。在帕尔
努有无数的咖啡馆和夜总会，而举办大型

派对和宴会的帕尔努礼堂则与爱沙尼亚任
何其它礼堂都有所不同。

帕尔努的文化集会场所是现代艺术博物
馆，每年都会在此举行帕尔努国际纪录片
和人类学电影节。节日盛会和帕尔努就是
一对天然的组合。为纪念受人推崇的爱沙
尼亚作曲家Raimond Valgre而举行的音乐
节也是如此。Valgre的忧郁歌曲带来的旋
律能勾起你的回忆，渐渐变得熟悉，慢慢
展现出一幅浪漫的洒满温暖阳光的爱沙尼
亚避暑之都帕尔努的画面。

距离塔林一百八十公里的塔尔图自1632年
以来就是爱沙尼亚的科学和教育中心，当
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建造了
塔尔图大学。现在，这所大学仍然是塔尔
图的一张名片，保留着完备的功能。学生
的传统从大学里带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呈现。当学生们用香波
清洗Toomemäe公园里那些塔尔图文化
和学术领袖的青铜塑像时，塔尔图的居民
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恼火。对于哺乳动物卵

子的发现者Karl Ernst von Baer以及爱沙
尼亚第一位诗人Kristjan Jaak Peterson，
也是如此。每一位在此的名人都可获此礼
遇。

塔尔图的咖啡馆一直以来都是聚会的地
点，也是你坐下休息并享受知识和塔尔图
风土人情的好地方。

在塔尔图，很值得你到访的场所是爱沙尼
亚民俗博物馆，这里堪称爱沙尼亚文化的
宝库。或者你也可以参观植物园，在爱沙
尼亚的这一小片地方，你可以发现6,500
个植物物种。

在塔尔图，你可以登上散发着松焦油气味
的宽驳船，它将载着你沿Emajõgi（意为“
母亲河”）一路向东，直到爱沙尼亚最大的
湖泊，佩普西湖。

随着塔尔图平和的节奏，人的睿智哲思油
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这座城市将自己称
为“哲思之城”的原因。

帕尔努海滩的一个夏日 位于塔尔图市政厅门前的著名的接吻学生雕像

“…旋律勾起你的回忆，渐渐
变得熟悉，慢慢展现出一幅浪
漫的洒满温暖阳光的爱沙尼亚

避暑之都帕尔努的画面！”

“学生的传统从大学里带到这座城市的街道
上，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呈现。”

Otepää的滑雪爱好者 塔尔图大学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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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狭小但景致多变
在爱沙尼亚，没有长途这一说，但这并不
意味着这里的景致单调乏味： 我们来看一
下景色到底有怎样的不同！ 北方的一座村
庄可能会有它独特的一面，而在南方的一
座村庄则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面；更不用
说西部的各个岛屿或是东部佩普西湖畔的
那些村庄。风土人情间的对比反差也是如
此。爱沙尼亚不同地区的风俗和传统往往
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沿着爱沙尼亚北部海岸线，你可
以行走数十公里。你的一侧是大
海，而另一侧则是高高的连绵不
绝的石灰岩崖壁。某些部分的高度高达海
平面以上56米。在春季，水流从30.5米高
的Valaste瀑布上冲下；从最高的高台上，
你可以看到数百万年以来在石灰岩“蛋糕”
中形成的灰色、黄色和绿色地层。沿着怪

在爱沙尼亚南部，完全找不到石灰岩的踪
迹。这里的基岩是砂岩。当乘船在Ahja河
上游览，你会经过Taevaskoja（意为“天
空之家”）。湍急的水流在砂岩上挖出一条
深深的河床，两岸高耸着高度达20米红黄
色调的河堤。这是自冰川期结束以来数万
年河流作用的产物。欣赏过科罗拉多大峡
谷中河流的人们将会在Taevaskoja中发现
一些他们似曾相识的东西。

距离此处不远就是Piusa沙洞，它就像一
个真正的地下大教堂，高高的拱顶中容留
着七种蝙蝠在此过冬。动物学家估计这里
蝙蝠的总数在3,000只左右。

在一个温暖的八月的黄昏，爱沙尼亚南
部丘陵地带的Leigo农场中，湖中小岛上
燃起点点烛光。你可以静静的躺在干草地
上，聆听着音乐，直到水中烛光的倒影和
八月天空的繁星浑然一体。

爱沙尼亚的东南角是赛图王国，在这里会
不时的推选出新的国王，他被视为上帝
派来地球的摄政王。同时选出的还有酿酒

石嶙峋的海岸线，隐约可见Käsmu村庄
中船长们的白色房屋。从这些房屋的阳台
上，妻子们曾不停的向大海眺望，寻找她
们熟悉的帆影远航归来。在20世纪30年
代，Käsmu村中每100个家庭就有62位船
长。

热衷于建筑的人们将会乐于观赏美轮美奂
的庄园房屋。这些古老的房屋曾是波罗的
海日耳曼人的住所，现在在爱沙尼亚有数

千座这样的房屋。家
庭主妇们曾奔忙于厨
房和餐厅之间，农家
男孩们用干草叉搬运
干草，而庄园主则悠

闲舒适的坐着，慢慢品味着清晨的咖啡。
现在，这些庄园房屋都已经改建为高级酒
店、餐厅、会议场所以及校舍。众多的庄
园就像一长串珍珠点 在爱沙尼亚这片土
地上。

师、伏特加制作人以及其它必要的职位。
在假日期间，赛图人来到Orthodox教堂周
围，载歌载舞；男士们穿上高高的皮靴，

赛图人

石灰岩崖壁是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的特色

“20世纪30年代，Käsmu
村中每100个家庭就有62

位船长。”

Leigo湖畔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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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士们则在脖子上围上重达数公斤的银
制项链。

恰好有机会参加赛图人民间聚会的人会感
到有些许不自在，遗憾为何自己不是生为
赛图人，但是，当他们在赛图人中找到自
己的朋友时，又会享受到无尽的快乐。

在 爱 沙 尼 亚 西 部 岛 屿
Muhumaa、Saaremaa和Hiiumaa上，你
会看到茅草屋顶的小木屋、村巷沿途被苔
藓覆盖的石墙以及废弃的渔船。Koguva是
Muhu岛上自然保存状况
最好的海岸村庄，它被
两米高的拥有两百年历
史的石墙团团围绕。

当 你 走 下 渡 船 ， 踏 上
Vormsi岛的土地，你会认为自己已经来
到了瑞典。如果你回想起阿斯特丽德•
林格伦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情景，你会发
现，红色屋子配上白色窗框，与瑞典小岛

森林和巨石之地
我们的家园就在大森林，一位爱沙尼亚人
会在夜晚的篝火边这样唱道。他这么唱当
然是对的，因为爱沙尼亚国土面积的一半
是森林。你离开城市后无论向哪个方向前
行，无论在何处转身，你都会发现自己已
经置身于森林之中。
只有在城镇或海边才
能看到没有森林的地
平线。爱沙尼亚的大
卵石和巨石在整个欧
洲都首屈一指。在沼
泽数量方面，我们位
列第三；而在每平方米草地所含植物物种
数量方面，我们则位列第二（七十六种！
） 如果我们要计算掉落在爱沙尼亚的陨石
的数量，那么…

爱沙尼亚人对他们自己的这片土地有着深
深的情结，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钟爱的一

Soolavare上的景象一模一样。

在Kihnu岛上，当地的妇女骑着三轮摩
托，她们色彩亮丽且带有条纹的民族服装
随风飘逸。你还有可能在其它什么地方看
到这样的景象？ 在冬季，你可以在Kihnu
岛上听到织布机工作的声音，因为当冬季
来到，Kihnu的妇女将为自己编织几条新
的条纹长裙。如果她在编织时使用了很多
的红色，那么她的生活就充满了歌唱和快
乐。如果她在编织时使用了较多的蓝色和
黑色，说明她在为家中的某些事情而担

忧。如果你想要取悦于
一位Kihnu妇女，那就
用她编织的布匹制作一
条带有传统图案的围裙
吧。Kihnu妇女一向对围

裙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Kihnu独特的民俗文化已经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块卵石、一棵大树或者一个森林小湖—一
遍一遍的探访这些他们早已熟知的景致。 

如果你从高速公路上转下，只需沿着一条
抬高的木板步道行走几步，很快就会置身
于柔软的水藓的包围之中。在你目所能及
的地方都生长着郁郁葱葱的中欧山松。散

布于草丛沼泽中的泥沼
池塘反射出道道光线，
同时倒映出湛蓝的天空
和天空中飘过的白云。
鹡鸰，一种纤小敏捷的
鸟类，摇摆着长长的尾
巴沿着步道跑过。从远
处隐约传来草地鹨发出

的颤动的鸣叫。

初夏时节，爱沙尼亚家庭的母亲会让她们
的家人到森林里采摘鸡油菌、野草莓和蓝
莓。在临近秋季的时候，则可以在沼泽中
采摘越橘和蔓越橘。爱沙尼亚妇女们还可Kihnu岛的当地妇女

“爱沙尼亚人对他们自己的这片土地
有着深深的情结，几乎每个人都有
自己钟爱的一块卵石、一棵大树或
者一个森林小湖—一遍一遍的探访

这些他们早已熟知的景致。”

“在Kihnu岛上，当地的妇女骑着
三轮摩托，她们色彩亮丽且带
有条纹的民族服装随风飘逸。”

爱沙尼亚传统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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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麋鹿和兔子的身影。偶尔你还能看到
一头野猪和它庞大的家族穿越公路，小猪
们列队依次前行，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机车
拖着一长条小小的轨道车。有时候，当
你坐在高高的观察平台上观看野猪穿越公
路，会突然发现一头熊和她的幼崽们来到
喂食槽边，顺便吃上一顿便餐，然后继续
上路。

也会有那么偶然的一天，你会连一位森林
公民都没有看到。在这样的日子里，从草
地的小路上或雪地上留下的足迹里很难发
现曾发生过什么：谁跟随着谁，谁离开
了，谁美美的吃上了一餐，而谁没有。

春季和秋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一车车穿
着风雨衣，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的男男
女女聚集在爱沙尼亚西部海岸。爱沙尼亚
西海岸的Matsalu自然保护区是候鸟的天

堂。爱沙尼亚正好位于数千万候鸟迁徙路
线的中心位置。本国的候鸟也开始了飞往
南方的旅程。鹳鸟们在干草地上一群群的
聚集，它们如同喇叭声一般的叫声远远的
传入森林深处。

以从森林中和草地上采集药草，用来在阴
郁的季节为家人冲泡茶水。

四季分明使爱沙尼亚的自然更加多姿多
彩： 夏季满眼苍翠，秋季色彩热情绽放，
冬季迎来皑皑霜雪，而整个大自然则在春
季含苞待放，鸟语花香。

但是，在爱沙尼亚还有第五季。这种特殊
的现象只在爱沙尼亚西部的Soomaa地区
出现，而且每年出现的时间都不相同。

这就是洪水季节。积雪
消融所产生的水无法排
放，河水漫出河床，进
入草地，覆盖公路和农

场。曾经是干草地或土豆田的地方此刻“一
片汪洋”，村妇们不得不使用小划艇穿越庭
院，才能来到畜棚给猪和鸡喂食。这种情
况将维持一周，有时甚至更长。

每年的此刻，乘船游览Soomaa会带来一
种别样的激动。乘坐haabjas旅行是一种
特殊的体验，这是一种用一整块厚厚的山

杨树干雕刻而成的小船。此时，平衡能力
终于派上了用场。

当在森林公路上驾车，每个人都知道在何
处应当减速，因为几乎随处都能看到小

Soomaa色彩斑斓的秋季

熊都认为爱沙尼亚的公路空旷无比

“四季分明使爱沙尼
亚的自然变得更加

多姿多彩。”

邂逅长尾林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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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宁静、康复泥浴以及
桑拿
Spa和水疗中心、滑雪道、海滩以及宁静
的森林公路都在静候那些希望来到爱沙尼
亚修养身心的客人们的光临。

对于一个只有140万人口的
国家，四十家现代化的水疗
中心足以使每座城市都能拥
有自己的水疗中心。这些水
疗中心有大有小，有一些有
很多的客人，而有一些则属
于专用；有一些拥有超现代化的设施，而
另一些则相对复古，保留着苏联时期的风
格。

哈普萨卢、库雷萨雷以及帕尔努长久以来
就以休闲度假胜地而闻名。哈普萨卢第一
家泥疗诊所于1825年开业，从那时起，
它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钟爱泥浴的访
客，包括俄国沙皇。

库雷萨雷城一直以来就像是一片不属于这
个国家的土地，即使在爱沙尼亚人眼里也
是如此，因为它位于爱沙尼亚最大的岛屿
上，从大陆上出行，需要乘坐半个小时的
渡轮才能到达。在现代化的健康中心结束
一个疗程的水疗后，你可以参观在城堡庭

神圣的地方。而在现代，它则是一个让人
放松和恢复精神的地方。在爱沙尼亚有各
种各样的桑拿。在每个优质的爱沙尼亚旅
游农庄，都会有传统桑拿。游客们可以使
用桦树枝拍打身体，促进血液循环。这些
桑拿池中的温度可以达到120摄氏度，在
此使用桑拿据说可以防止99种不同的疾
病。游客们可以首先在身上泼上冰冷的冷
水，从而使感觉更为强烈，自己更加愉快
和健康。

尤其让人感到舒适愉快的是古法烟熏桑
拿，在桑拿房中有明火燃烧半日，你可以
看到烟雾从门窗的缝隙中丝丝冒出。在这
里，灼热的石块就像西红柿一样快要被烤
熟了。

在爱沙尼亚，Spa和水疗中心并非是游客
们唯一可以选择进行放松的地方。海滩和
森林湖泊同样提供水和阳光供你享用，在
这些地方，你不用再受自己尘世一面的烦
扰。森林里有许多健行步道，一到下雪季
节，它们又变成滑雪道。

Narva-Jõesuu，又称为北方的里维埃拉，
数十年来都一直是一处重要的度假胜地。
它以长达八公里的沙滩和具有治疗功效的

院上举行的萨拉马歌剧日，或者流连于古
老的海岸村庄中。你也可以品尝一下岛上
居民自家酿制的啤酒。不过，由于这些啤
酒的后劲较大，建议品尝时注意限度。

帕尔努因其健康中心、浅浅的水滩、白色
沙子的海滩以及美丽的公园而闻名。你可
以轻易的认出一个已经在帕尔努度过数日
的人，无论他来自哪里，因为他的肤色已
经明显晒黑，而且精神非常愉悦。

度假胜地哈普萨卢、库雷萨雷和帕尔努有
一些相似之处： 这三座城市看上去都像是
属于19世纪的城市。在三座城市中，都有
树荫夹道的滨海大道、大礼堂、贝壳形状
的露天音乐台、充满古老韵味的木质房屋
居住区以及散发无尽芳香的咖啡馆和高雅
别致的餐厅。

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一百多年以来，
它们都已经彰显出泥疗的健康价值。首
先，游客平躺并将温暖的泥浆铺满全身。

然后以温暖的毛巾包裹，客
人就像是躺在一个温暖湿润
的茧壳中，完全忘却了尘世
的烦恼。泥浴是一项极度放
松身心的发明。当你起身并
冲洗干净，你会发现自己焕

然一新。

在古代，桑拿对于爱沙尼亚人而言是一个

松林而闻名。

爱沙尼亚还能为游客们奉献些什么呢？ 宁
静。宁静也是一种自然资源，在现代世界
中变得越来越稀有—就像北极熊、热带雨
林以及Usuri虎。但是，在爱沙尼亚你仍然
可以享受到宁静，而且你根本无需长途跋
涉即可拥有。如果你在度假期间失去了时
间感，你不必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只需要
在桑拿长椅上打开你的笔记本电脑查看一
下你的回程机票。或者，干脆推后数周，
预定新的机票。

享受spa

桑拿浴 – 神圣所在

品味自然的色彩

享受宁静

“泥浴是一项极度放松身
心的发明。当你从泥浴中
起身，清洗干净，你会发

现自己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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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概况
国名：  爱沙尼亚共和国 (Eesti Vabariik)

面积：  45,227平方公里

人口：  136万

首都：  塔林 (Tallinn)（人口405,000）

官方语言：  爱沙尼亚语

政府形式：  议会民主制

法定假日：  2月24日（独立日） 

国鸟：  家燕

国花：  矢车菊

爱沙尼亚共和国是以下组织成员：

欧盟、申根区以及北约组织.

爱沙尼亚位于东欧时区（GMT/BST +02:00）

爱沙尼亚的国家区号为+372。

拨打国际长途时，先加拨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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