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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捷克共和国！
同时欢迎您阅读“精华—布拉格杂志”！
来访以及在捷克居住的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多，而我们为
此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全身心地希望您在这里的停留能够
尽可能的愉快舒适。为您，我们出版了《精华》杂志。它
的名字是受到一个中国古代故事的启发。
在著名中国法官、唐朝宰相和中国犯罪小说英雄——狄仁
杰的一篇短篇故事中，我读到了他如何登上山，去面见一
位能够帮他解决某个案件的隐士。狄仁杰给我的印象是通
达的、聪明的和品德高尚的——简直就是完美的儒家官
员。而那位老隐士则闪耀着智慧之光，恍如一位超越凡人
的高洁的彻悟之人，在这位老隐士的陪伴下，狄仁杰觉得
自己渺小而卑微。隐士的房子很简陋。唯一的装饰是狄仁
杰法官曾认真阅读的一副字。大意是：“人，或如虫豸入
泥，或如鹰击长空”。隐士帮助法官破了案，然后狄仁杰
就从山中回到了部城。他从此再没有见过这位隐士，但他
却不曾忘记与这位隐士的会面以及他房中的诗文。我也不
曾忘记他们。他们提醒我，在生活中，人总是能够选择他
想要的东西。并且通往天堂的路径始终是敞开的。《精
华》杂志也是如此，它呈现着普通的事物的同时，也以灵
识的高度在审视这个世界。

捷克最好的首饰
www.jk.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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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我们将为您提供在布拉格购物的有
用建议。您还会了解到最好的餐馆以及捷克
的著名品牌。同时您还将认识一位独特的捷
克智者、一位著名的医师以及一些有趣的摄
影师和艺术家。

september 2016

在《精华》杂志中，您会很容易地找到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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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是不同的，并且地理上也距离较
远。但正是这些不同给了我们互相启发的

努力的最大挑战。
作为《精华》杂志的主编，我对于中

共和国，而不仅仅是从一本普通的旅游指南书上获得一些

业业又敏而好学的人们，并且他们还拥有着极其丰富的艺

浅层信息。

术、文学和哲学传统。甚至在我们的大学中，也在教授孔

都基于同一家出版社。我们来自《 Euro 》周刊的编辑同
事们为您准备了许多有趣的内容，例如，捷克共和国富豪
榜等。
亲爱的中国来访者！我们很高兴您选择了捷克共和国
作为您出行的目的地，不管您是想探索一个新的文化还
是想为您的事业寻找新的空间，捷克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今年，捷克共和国正在庆祝我们的传奇君王查理四世
的700年诞辰，是他决意让布拉格成为前基督徒世界的首
都。查理四世是当时欧洲大部分领土的皇帝，他深深的爱

子和老子。这里还流传着李白和许多古代和现代诗人的诗
篇。道教和佛学在捷克也十分流行。通过道教和佛学，我
意识到这个世界实质是一股无穷无尽的能量的反映。你们
将它称为气。所有的一切——人、东西、植物、空气或者
海洋——它们都只是能量的不同形式。因此，事实上世界
上的所有人都属于一个统一体，他们的分离性和差异性都
是表面的。这对中国人如此，对捷克人也是如此。
我们拥有不同的护照和可能不一样的头发颜色，但是
我们的心能感受到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在捷克共和国，
我们居住在两个伟大又强大的国家之间，德国和俄罗斯。
这些国家经常陷入战争，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捷克
都是它们强大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总是相信我

着布拉格，爱着它所散发的神奇力量。我们希望这股力量

们能够保持独立国家的身份。虽然在过去的五百年间我们

同样也会在您的身上生效。虽然现在的布拉格不再是欧洲

并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我们依然成功的保住了独立

的首都，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它是欧洲最美的城市。

国家的身份和异常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相信这个小国家

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是个相当小的国
家。人口数量上，每1个捷克人对应了大约140个中国人。

FOR YOUR LUGGAGE.

国家和平协作的共同生存能力是值得人类

国的文化充满了崇高的敬意。中国人在我的眼中，是兢兢

《精华》杂志与捷克最广泛被阅读的经济周刊《 Euro 》

THE FIRST DIGITAL CHECK-IN SOLUTION

机会。我相信尤其是在21世纪，我们与其他

《精华》杂志的编辑们希望您能从各个领域了解捷克

《精华》杂志也将为您描绘捷克商业的面貌与景观。

RIMOWA ELECTRONIC TAG

的故事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有意思的，因此我们相信对您，
它也应该会是有意思的。
我希望您在布拉格和捷克其他地方都过得愉快。如果
您有任何问题，我们将很乐意为您解答，请将问题发送至
我们的电子邮箱esence@mf.cz。
“精华—布拉格杂志”由捷克共和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
社Mladá fronta(青年阵线)出版。《精华》杂志的电子版
也在网站www.euro-esence.cz上提供。
祝一切安好

《精华》杂志主编与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在布拉格的兹科夫电视塔就合作事宜

Jan Müller
主编

Budoucnost pohodlného cestování: visačka RIMOWA Electronic Tag. Odbavte své zavazadlo odkudkoli pomocí chytrého
telefonu a odevzdejte ho bez čekání u přepážky. Další informace na: www.rimowa-electronict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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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充满大悖论的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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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网站
www.euro-esenece.cz 以及
www.bulagezazhi.com
中找到“精华 - 布拉格杂志”
的在线版本并进行下载。

设计、手工艺、艺术家、体育。捷克共和国
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级的。我们文化的历
史很悠久，而它的现状也很丰富。

除了旅游指南书的常规内容，你想了解更
多我们国家的鲜活深度的信息吗？ 读了下
面的内容，你就会知道是什么使这个只有
一千万居民的国家如此特别。内容很多哦！

我们不是人类
他说道，一个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犹太卡巴
拉博士、新教牧师、画家和导师，他还曾
经是政府特工和研究梵蒂冈秘密的学生，
更久之前他还是火葬场的员工、掘墓人和
园丁。《精华》杂志带来了这位可以无止
境转化能量的男人的访谈。

48/

与东方共舞台

51/

商业部分

52/

商业

60/

一带一路，“捷”足先登

62/

中国不再只是世界工厂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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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迷人的精品酒店
- 时尚、舒适的房间以及卓越的服务
- 著名的餐厅，私人用餐、私人宴会和婚礼宴会
- 历史建筑，拥有过去秘密的防辐射避难所
- 免费的无线网络连接
- 早餐包含亚洲特色
- 中文官方网站
Jalta Boutique Hotel雅尔塔精品酒店
地址：Václavské náměstí 45
布拉格1区Praha 1
网站：www.hoteljal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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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TA BOUTIQUE HOTEL（雅尔塔精品酒店）

捷克春节巡演音乐节。捷克注册商标
Songfest.cz

mediterranean dining

COMO RESTAURANT & BAR（科莫餐厅酒吧）
COMO是布拉格最著名和最流行的餐厅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两次被捷中友
好合作协会选中，由我们的主厨招待来自中国投资论坛的尊贵客人，其中有，宋涛，
mediterranean din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于庆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还有张
高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客人。来享受我们为中国高级官员奉上
的同样的美味佳肴 – 地中海特色美食、美味的寿司和传统的捷克菜肴。同时我们还提
供素食和无麸质食谱。位于瓦茨拉夫广场之上的带屋顶的室外露台可让您在任何季节
和任何时间坐在那里享受美食。冬天的时候，露台还有加热系统，确保您可以在任何
mediterranean dining
天气下享受一杯葡萄酒或捷克啤酒。餐厅是大小不一的群体私密的烛光晚餐、午餐会
和招待宴会的理想场所。
在COMO餐厅，我们还为中国客人准备了中文菜单以及中文网站：
www.ComoRestaurant.cz/cn。
R - 63
G - 34
B - 29

C - 50
M - 74
Y - 72
K - 68

R - 224
G - 181
B - 73

C - 13
M - 27
Y - 84
K-0

COMO restaurant & bar（科莫餐厅酒吧）
地址：Václavské náměstí 45
布拉格1区Praha 1
网站：www.ComoRestaurant.cz/cn

捷克经济信息

前十位最富有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企业家

Dentons – 企业法务的最佳合作伙伴

毕马威 – 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本地经验的咨
询公司

旅游业正在增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捷克游
玩。“直航航线和签证发放数量的增长，
在这个趋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捷克旅游
局局长 Monika Palatková 说道。

PLAZA ALTA HOTEL阿尔塔广场酒店
- 现代、安静和生态环保的酒店
- 位处安静、绿色的区域，离市中心仅数分钟的距离
- 舒适的住宿条件和卓越的服务
- 免费的无线网络连接和健身中心
- 拥有布拉格美丽景观，并且容纳最多60人的会议室
- 时尚的餐厅7 Tacos Steak & Grill
Plaza Alta Hotel阿尔塔广场酒店
地址：Ortenovo náměstí 22
布拉格7区Praha 7
网站：www.PlazaHotelAl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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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柯达近些年在神州大地上成功地建
立了自己的地盘。从2010年起，中国市
场就成为了斯柯达的主要市场。

捷克目前是潮流
格兰特欧洲商会会长贾建萍女士长期
致力于捷克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她非
常高兴，在今年中国国家主席的访问
之后，中国商业界的最具影响力的重
量级人物们也将来到捷克。

80/

在中国文化中，“诚意”是基本的达成
未来合作的准则。但是为什么对于捷
克的商人而言，经常难以理解呢？为
我们给出答案的是维特· 沃伊达(Vít
Vojta)，一位精英翻译人员，他曾为
今年来访布拉格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供翻译服务。

布拉格，丝绸之路的起点
前任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清楚知
道，自己决定将精力投入到捷克与中
国关系上的原因。

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州想要
捷克 - 中国科技园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投资仅占全球
GDP 0.3%的国家有什么意义呢？答案
当然不是捷克的经济的规模，而是它
的地理位置，一位领先的捷克经济学
家Miroslav Zámečník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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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捷克，做美丽的中国游
客

仙女
捷克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在森林
里，你还能找到树上的小屋和小仙女
们。她们正用由“捷克的黄金巧手”制作
出来的美丽的物件在嬉戏玩耍。

Bára Prášilová是最具创造力的捷克
摄影师之一， 她曾获得许多大奖，例
如哈苏大师摄影大赛。她同时也是《
精华》 杂志长期合作的同事。

布拉格最好的美食和佳酿
来品尝捷克美食！我们的美食专家为
您挑选了最富盛名的餐厅。

身体与灵魂之间的翻译者
在欧洲，心身医学越来越受欢迎，它
把疾病视为一个更好地了解我们生活
的机会。它的创始人，德国医生吕迪
格·达尔克 (Ruediger Dahlke) 在
布拉格接受了我们的独家采访。

笑声是最好的良药
来认识美国人加里·爱德华兹 (Gary
edwards)，他教会了捷克人小丑是属
于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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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真正的意大利风味

Ivy E. Morwen

在布拉格

图形设计师 Grafik

116/

赚大钱的小女人
布拉格以它的木偶而闻名，游客可以
在市中心的许多商店中购买。然而，
还有的人则认为玩偶娃娃是更有价值
的东西…

Pavel Svatoš

图片 Foto
Lucie Robinson,
Bára Prášilová,
Petr Kubín, Hynek Glos,
Martin Pinkas
办公室 Sekretariát

120/

124/

我们退还最高17%的消费金
额

中国《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任
鹏，为您带来捷克出行提示。

84/

108/

经济学家：我们是欧洲门户

免税购物行业最大的公司环球蓝联的
捷克分公司经理Jiří Macas在采访中
说道，现在中国游客前往捷克共和国
的情况是非常乐观的。

83/

100/

入乡随俗

摩拉维亚北部是传统的工业地区。现
在重工业还加上了先进的科技。而它
想让中国的企业也参与其中。

7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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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斯柯达的第一市场

泡沫中的天才
Jiří Georg Dokoupil是最成功的捷
克艺术家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其用肥
皂泡创作的迷人的画作，还因为其闪
耀着强烈光环的人格。与他的每一次
相遇都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特蕾莎！
捷克最好的大提琴手特蕾莎·科瓦洛
娃 (Tereza Kovalová)，也是去年布
拉格时装周的模特之中最大的明星。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家里摆放着
达大师的（星球大战人物）女孩。

128/

布拉格故事

130/

皇家色彩

阿拉丁的布拉格故事

让你的手腕、脖子和手指被色彩缤纷
的宝石、钻石或时尚的手表所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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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手工艺、艺术家、体育。捷克共和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级的。
我们文化的历史很悠久，而它的现状也很丰富。

作者 Jan Müller, Ivan Verner 策划人 Michal Froněk
图片 Lucie Robinson, 捷克新闻通讯社(ČTK), Profimedia.cz
发型 Jana Burdová 造型设计 Martina Gvizdová

塔特拉x托里·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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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是传统上最先进的汽车生产国之一。塔特拉603，于1955年开始生产，是其中一款传奇的塔特拉汽车，
它们是世界上首个将具有空气动力学车身的汽车进行批量生产的厂家，那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
托里·伯奇(Tory Burch)夹克、衬衫、皮带、裤子，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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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ak / 宝格丽
Tonak公司是欧洲最后的几家帽子
生产厂家之一。它采用最优质的材
料，并坚持手工制作。捷克的帽子
销往世界各地。有的使用的是自有
品牌Tonak，有的则是其他著名品
牌，它们使用了Tonak帽子的基本
模型，然后再自行设计改造。帽子
价格2,500捷克克朗起。
宝格丽(Bulgari)首饰，产品价格
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最老的“捷克女士”/V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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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olní Věstonice

女士通常不会泄露自己的年龄，但这位显然不会介意——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瓷雕塑，它代表了多子生育的女人，因为在捷克的下维斯特尼
采附近被发现，它被称为下维斯特尼采的维纳斯。这尊雕像于1925年的考古调查时被发现，它有11.5厘米高。有趣的是，在它的臀部上，
还发现了一个十岁左右孩子的指纹。美国的专家估计这尊雕像的价值是大约4000万美元，但当然捷克共和国肯定不会将其出售。
这尊维纳斯只在很特别的场合并且有严格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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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ák / 菲拉格慕

立体主义的风格原本只存在于绘画中，
只有在捷克它还进入了建筑和设计领
域，20世纪初Pavel Janák制作的椅子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捷克立体主义
于70年代的回潮中，他影响了整个欧洲
的后现代主义的运动。椅子可以通过网站
(www.modernista.cz)购买，
价格为29,000捷克克朗。
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
连衣裙，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
黎街的精品店

“下流”的天才 /E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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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ele

捷克克鲁姆洛夫，位于南波希米亚的一座小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川
流不息，不仅为了历史古迹，也因为埃贡·席勒艺术中心画廊，在那里他们能够亲眼看到画家埃贡·席勒（1890–1918年）
的作品。他对女性裸体的大胆理念和特有的充满享乐的生活方式都挑衅着当时的公众意见。即使这样，他在其短暂的生命中
依然被称作一个天才，并且在今天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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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和宝石的超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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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国拥有欧洲最久远的宝石和矿石探索传统。这是因为本地土壤富含矿产和宝石。世界范围内已知的4000多种矿石中，其中的
四分之一可以在捷克找到。中国客户喜欢购买宝石Moldavit（天然捷克陨石），这个热潮已经持续二十多年了。这种宝石是由伏尔
塔瓦河附近的陨石撞击后产生的。Moldavit因其治疗效果而受到追捧，并且它只能在捷克共和国境内找到。图片中是一位模特在一
个巨大的重达五吨的紫晶洞中，这是摄影师露西·罗宾逊（(Lucie Robinson)）在布拉格市中心的一个大型矿石展览会上所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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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来的dollar (美元，读作多拉尔)？

几百年前的捷克土地因为银矿石而闻名，因而捷克的银币为捷克统治者在欧洲提供了强大的影响力。其中一种银质法定货币被称为约阿希
姆斯塔勒尔(Joachimstaler)，简称“塔勒(taler)”或“托拉尔(tolar)”。它被用在捷克以及德语国家，后来欧洲殖民者将这银币的名
字“托拉尔”带到了北美洲。经过一些时间之后“托拉尔(tolar)”就演变成了“多拉尔(dollar)”，并成为了美国的法定货币。

君王休憩之地

精
华
20

哪个地方拥有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温泉？当然是波希米亚西部的玛利亚温泉市。是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夸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经
8次来到这里接受温泉治疗，当时的大英帝国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见证和代表玛利亚温泉市过去荣耀的一些优秀酒店仍然留存到今天，例如
五星级的新温泉丹乌比斯温泉假日酒店。1904年时就在这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度假时进行了会面。这间本地酒
店因其根据古罗马浴场模型建造的罗马浴场而闻名，许多电影和广告就是在这个浴场里拍摄的。玛利亚温泉市并不大，但它拥有许多优秀的酒店，尤其
著名的是其供饮用的药用泉水以及放松和保健项目。得益于当地的文化项目、音乐和舞蹈，你会觉得这里就跟一百年前老派欧洲的全盛时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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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大教堂
在最近的捷克人心目中最有趣的神秘地方的调查中，一座未完工的70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获得桂冠，
它坐落于布拉格附近的帕南斯齐·蒂内茨(Panenský Týnec)小镇。直到今天，它吸引接待了许多的捷
克和外国游客。这个教堂由彼得·帕尔莱日进行建筑设计，他同时也是圣维特大教堂的设计者。
人们寻求和仰望这座教堂的中心建筑，希望它能帮助他们补充人生的能量。

Ton / 范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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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公司，曲木家具的传奇制造商，尤其是椅子，现在专注于现代设计，因此公司拥有许多的国际设计
师。他们的产品特点就是高耐久度。如果你在布拉格的一家传统餐厅吃午饭，你就很可能会坐在Ton
公司的椅子上，而这张椅子可能已经超过五十岁了。更多信息在(www.ton.eu)
范思哲(Versace)连衣裙和鞋子，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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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ma / 葆蝶家

捷克水晶在世界各地传统上都深具
名气。最好的捷克玻璃制造商就包
括BOMMA公司，它销售各种水晶制
品，例如由著名设计师František
Vízner设计的独特的杯子套件，
这套作品在许多国际展厅展出过。
价格：两件套装，1,000捷克克朗起
葆蝶家(Bottega Venetta)连衣
裙，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
街的精品店

登上月球的作曲家 /anton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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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ořák

捷克的安东宁·德沃夏克（1841–1904年）是世界上被演奏最多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
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或许就是E小调第9号交响曲，作品95，也被称为《新世界交响
曲》(From the New World)。这首交响曲的创作是在他被邀请担任美国国家音乐学
院的主任时完成的。“新世界”仍然是美国很流行的古典音乐作品，登月第一人宇航
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他的登月之旅中就带着这张专辑。这首歌的部分成为国际展览
局的标志歌曲，该机构专门举办世界级的博览会（例如，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
。这位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都被记录在布拉格的安东宁·德沃夏克博物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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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čovský / 爱马仕

最著名的当代设计师之一Maxim Velčovský，
其不寻常的瓷器物件而知名，例如靴子形状的
花瓶。他的作品经常被模仿，并且被许多国际
收藏收录。价格：7,558捷克克朗
爱马仕(Hermes)高领毛衣、裙子和靴子，
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Granát（石榴石），艺术生产合作社，图尔诺夫

捷克石榴石是一种火红色的宝石，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典型的捷
克宝石，常被用于首饰之上。它为穿戴者带来力量，同时它还有治
疗的性能。
目前图尔诺夫石榴石艺术生产合作社是原创捷克石榴石金银首饰最
大的生产商，自1953年以来一直在市场上经营。它也是捷克石榴
石矿的唯一拥有者。它通过真实性证书来证明它的独创性。
捷克石榴石的美丽自史前时代就受人们所欣赏，并凭借其卓越的耐
用性和独特性，成为了皇室收藏品。波希米亚石榴石首饰被作为
礼物送给许多世界重要人物，例如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马德琳·奥尔布赖
特、英国王储查尔斯和妻子卡米拉等等。
原创只有一个......

公司销售商店 布拉格 1区, Dlouhá 28 / 布拉格 1区, Panská 1 / 布拉格 1区, Pánská pasáž, Na Příkopě 23 / 图尔诺夫, nám. Českého
ráje 4 / 利贝雷茨, Pražská 502/3 / 捷克布杰约维采, Dr. Stejskala 9 / 捷克克鲁姆洛夫, Latrán 53
Granát（石榴石），艺术生产合作社，图尔诺夫, 地址：Výšinka 1409，511 14 Turnov, 网站：www.granat.cz, www.granat-shop.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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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ka / 迪赛

公路自行车中的Festka就相当于像汽
车中的法拉利。Festka公司采用最好
的材料 – 碳纤维、钛金属、马氏体时
效钢 – 以满足最苛刻的运动员。当然
这也反映在自行车的价格上，它的价
格是普通汽车价格两倍。
价格：37.5万捷克克朗起
迪赛黑金(Diesel Black Gold)高领
毛衣和裙子，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
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雅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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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流行的捷克人？当然是，雅罗米尔·雅戈(Jaromír Jágr)，世界上最著名的现役冰球运动员，叱咤加拿大冰球联盟NHL 已经26年。
44岁的他依然持续用优秀的表现让体育世界着迷。捷克人民喜爱他因为他具有幽默和深具风度的处事态度，却不关注自身的名利。
他仍然单身而且没有子女，因此他也是捷克女士首选的结婚幻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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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lová / 爱马仕

设计师Libuše Niklová设计的玩具，尤其是她设
计的充气动物玩具，自70年代起成为了每一个孩子
房间中的必备品，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送给孩
子们的流行礼物。它们由工厂Fatra Napajedla生
产。大象玩具价格：299捷克克朗。
爱马仕(Hermes)连衣裙和鞋子，产品价
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Mikov / 路易·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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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20年代起，Mikov公司就生产这种被称为Rybička（小鱼）的小金属刀，并且
几代捷克男孩的口袋中都揣着它。该公司在刀具制作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悠久传统，
提供各种不同用途的豪华刀具产品(www.mikov.cz)。Rybička的价格是75捷克克朗。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外套，产品价格信息请咨询位于巴黎街的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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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ERCE ▲A161005858 ▼A161006262

在捷克，你找不到太多既拥有有趣历史又拥有便利位置的啤酒厂，但Krušovice皇家啤酒厂就是如此。事实上，在其开
始阶段，鲁道夫二世自己就参与了。这里的啤酒由来自Křivoklát森林深处的泉水和酿酒厂附近种植的著名的扎泰茨啤
酒花共同制成，而且这里离布拉格很近，这位君王很容易就能品尝到他喜欢的啤酒。
捷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于1583年买下了这间啤酒厂。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啤酒厂换了主人，
但他们总是骄傲于自己和皇室的历史。Krušovice皇家啤酒厂的技术装备是非常先进的，但它却通过啤酒杯与过去连
接，杯子由Maxim Velčovský设计。他的啤酒杯的设计灵感来自历史上的皇帝画像细节，尤其是他的皇冠。虽然这个
杯子很像传统的旧式杯子，但它的形状源自皇冠，并且每个面都基于顶部的设计形成，因此透过金色的Krušovice啤
酒,它们可以进行一场光线折射的表演。
啤酒一直是捷克土地上饮食的一部分。然而，如今的啤酒的重要性连同其种类多样性都在增加 - 它应该与味道协调并且
提高食物的美味程度。所谓的和食物搭配的啤酒有其自身的规律。也许强烈啤酒花口味的啤酒适合丰富的大餐，因为啤
酒花能够帮助消化，果味酸性的轻质小麦啤酒则很好地补充了鱼肉不太明显的味道。
对这种皇室啤酒的一切感兴趣的人，可以到啤酒厂进行参观，了解关于它的酿制、如何处理它、用它来搭配什么食物等
等。他们还组织啤酒幕后生产的参观和啤酒品酒师的课程，结课后会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

moravIa

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皇家啤酒 /KRUšOVICE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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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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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诺的
24小时
现在是晚上6点，我坐在国际特快列车
的商务座上，正在抵达布尔诺，捷克
共和国的二大城市。在我前往柏林、
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商务旅程上，布尔
诺似乎是个很理想的中转站。这座城
市就坐落于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的中
间位置。
关于晚上住宿，我选择了一家漂亮的五星级酒店，
它距离城市的主火车站仅仅是步行距离。它高标准
的服务水平和总体环境让我很是惊喜。
在我办完入住手续之后，我决定去品尝一下当
地的传统美食。在酒店里面就有一间景观美丽的餐
厅，他们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美食。我通常不是
会为食物拍照的人，不过今天我破例了。晚餐之
后，我可不会错过在著名的酒吧Super Panda Circus喝上一杯的机会，它被许多人认为是捷克共和
国最好的酒吧。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探索这座城市。酒店的后

的感觉，感觉好像我能感受到这里发生的历史的氛
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要塞，它因为成

教座堂。它是城市的主要象征。此外，它的塔楼上

为欧洲最棘手的监狱之一而著名。看着那里的内

还有一个观景台，在那里这座城市的迷人景色尽收

部，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然后，我来到了卷心菜市场，那里不仅有布尔

前往圣雅各伯教堂。教堂拥有令人赞叹的22米高的
天花板。在这座教堂附近，还有我绝不能错过相邻

的地下迷宫的入口。这个地下迷宫大约有700年历

的藏骨堂，这是欧洲第二大的藏骨堂（仅次于巴

史，经历了广泛而又细致的修复工作。得益于此，

黎）。这里存放着大约5000至1万具骸骨。看到这

它原始真实的面貌得以完全的保存。

些东西可真是一种特别的经历。

里我去了趟信息中心取了一些宣传资料。

32

布尔诺市政厅

从城堡出来，我穿过公园回到了市中心，然后

诺最重要的喷泉之一，帕纳瑟斯喷泉，还有布尔诺

地下迷宫出口几步之外，就是老市政厅，在那

美丽的圣雅各伯教堂

店仅仅15分钟的步行距离。在城堡里我有一些奇妙

方就是著名的拥有84米高塔楼的圣伯多禄圣保禄主

眼底。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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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之后，我前往了斯皮尔博城堡，它距离酒

最后，我去了曾经非常著名的“泽曼咖啡馆
(Zemanova kavárna)”，现在叫Pavillon餐厅，

整个历史中心充满了原创建筑风格的美丽建

典型的功能主义风格建筑。我品尝了著名的菜

筑，而且还点缀着大量的精品店和商店。然后，

肴“jelenobot”，一种鹿背肉和章鱼的搭配。餐

我手上的购物袋就越来越多了。没有办法，我只

后，我点了一杯白葡萄酒，捷克共和国这一地区著

能先回到酒店把购物袋放下，再继续探索城市。

名的特产。

在路上，我停下来在著名的餐厅Koishi享用午餐，

我感觉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只是管中窥豹般

这间餐厅是布尔诺烹饪比赛“2016布尔诺美食”的优

的探索了这座城市，但是已经很清楚的是，这绝不

胜者。

会是我最后一次来到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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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这 个 只 有 一 千 万 居 民 的 国 家 如 此 特 别 ︒内 容 很 多 哦 ︕
鲜 活 深 度 的 信 息 吗 ︖ 读 了 下 面 的 内 容 ︐你就会 知 道是什 么
除 了 旅 游 指 南 书 的 常 规 内 容 ︐你 想 了 解 更 多 我 们 国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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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也没有毒蛇、蜘蛛或危险的野兽在等着你。
这里没有能冻死人的高山，也没有能渴死人
的沙漠。每10公里左右就会有一些村庄，如
果你迷路了，在那里你可以轻松获救。

世界上喝酒最多的地方
在捷克的城镇和村庄，社会生活通常始于一
家酒吧，而那里的主要活动就是喝啤酒。捷
克人喜欢吹嘘自己每年每人平均要喝170升

啤酒——世界最高的人均啤酒消耗。捷克人
还认为他们的皮尔森啤酒是世界上最好的。
你最好不要和他们争论这个。

没有战争的城市
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欣赏布拉格宏大的
历史中心。而它的完好保存要归功于一个事
实：布拉格已经将近400年没有卷入到任何

战争之中。捷克位于欧洲心脏地带，其国境
处于强大的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虽然经常被
西方或东方的强权占领，捷克大多服从他的
敌人，并在他们的统治下继续和平的生活。
即使在中世纪人民也不会通过破坏建筑物来
进行冲突，更可能的是愤怒的游行群众会冲
进市政厅，把他们不喜欢的贵族抛出窗外，
如果他活下来了那么还要把他打死。布拉格
的这项特立独行被称为“抛出窗外（Defenestration）”，它对于建筑物可是非常友好

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窗户（抛贵族的
时候，窗户并不总是打开的）会被损坏。

墙后之国
人们认为中欧应该充满外国人，但事实正好
相反。与巴黎、伦敦相比，在布拉格你极少
看到非洲或阿拉伯国家的移民。捷克人并不
像西欧人那样热情的欢迎移民。这里的移
民政策是非常严格的，仿佛是一座围绕捷
克的“长城”。此前捷克有很多犹太人和德国

人，但许多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遇
了灭顶之灾，而战争结束后捷克将300万德

国人全部驱逐出境。布拉格有很多游客，但

魔像和它的创造者
它的形象出现在一部历史喜剧电影中，50年来
捷克人每年圣诞都会高兴地等着看这部电影。

如果你漫游到旅游景点之外，捷克人会惊奇
地看着你。但有一个例外：在过去20年中，

越南人接手许多小杂货店，今天，你几乎可
以在每一个村庄中看到他们。

圣维特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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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城堡的主要特征就是这座天主教建筑。
这里的原始的教堂是由传奇的公爵瓦茨拉夫
一世于11世纪主持建造的，他被认为是捷克
土地的保护者或者“美德”。这座大教堂于
1929年完工，正是公爵瓦茨拉夫一世逝世的
一千周年。

最安全的地方
在捷克共和国，一般不会有什么坏事。偶尔
有人会用作弊的计价器、骗人的分量或者额
外多收一罐啤酒钱来试图抢劫你。但你显然

不需要担心谋杀或袭击事件的发生。据调查，
捷克是世界第六安全的国家。此外，捷克乡

优良的武器与孱弱的军队
捷克共和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手枪、冲锋枪、
战斗机和炸药的制造者之一。我们将它们出
口到中国、泰国和菲律宾。但是，我们也是
一个军队没什么威望的国家。我们的军队规
模很小，捷克人也常常取笑它，说它是没用
的（虽然这不是真的，捷克军队的精锐部队
正在参与许多国家的战斗）。捷克人与军队
的关系被著名小说中好兵帅克的角色传神的
表达了，如果一个士兵是“帅克式的”士兵，

这意味着他犯了所有能犯错，但他仍然微笑
着，假装他正试图成为最好的士兵。今天的
捷克人不会大动干戈，为保护自己的“家园”

而牺牲。他们更喜欢像帅克一样，来上一杯
啤酒。

布拉格——欧洲之心
布拉格几乎处于地理上欧洲的正中位置，因
此被称为欧洲的心脏。其声名的建立源于700

年前的统治者查理四世，他不仅是捷克国王
也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的他几乎主宰了
整个欧洲。他在布拉格建立了中欧的第一所
大学、著名的查理大桥和最神圣城市耶路撒
冷拷贝般的新城区。对于很多人来说，布拉
格是一片精神之地，充满了未知的魔法，过
去的力量与当代世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人造人与机器人
很多世纪以前，在布拉格曾经居住了一位创
造怪物的人。根据传说，犹太哲人拉比勒夫
制造了魔像（Golem）——粘土制成的人造

人，并用呼吸赋予了它生命。魔像后来成为
许多作家和发明家创造人造人的灵感。

布拉格另一位重要的犹太艺术家是卡夫卡，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伟大地描述了
当今时时的机器、工厂和官僚主义如何极大
地影响人的灵魂。

另外，你知道“机器人（robot）”一词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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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魔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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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你会看到来自15世
纪查理四世统治时代的极度复杂的老城天
文钟。它通过天体的运动来测量时间并且
还能显示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各种天主教
节日的时间、甚至全年中黄道各宫的运行
情况。这可能是欧洲保存最好的中世纪天
文钟了。这个钟位于老市政厅的塔上。图
片中你可以看到从塔顶上远处房顶的景
观。天文钟的前面总是聚集着许多游客盯
着看，当时钟报时的时候，钟上方的一处
小门会出现各种神秘人物，例如拿着镰刀
的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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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是的，这也来自布拉格。捷克作家卡雷

始抱怨了。不满政府、不满妻子或丈夫，不

这个词。恰佩克位于Vinohrady区的别墅近

开批评任何东西或任何人。例如，总统泽曼

尔·恰佩克在其1921年的小说中首次使用了
日被开放给公众参观。

伟人交叉点
上文谈到了犹太天才，那么我们决不能忘记，
爱因斯坦也曾在布拉格的大学工作过。同样
是在布拉格，莫扎特首次公演了他的伟大的
歌剧《唐·乔望尼》。布拉格的不远处，在

兹林市，托马斯·巴塔（Tomáš Baťa）建造

了他的制鞋王国，他还创造了员工管理方法，
这些方法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效仿。（这位
实业家的其中一项原则就是主管必须与职工
接近，所以他将工厂办公室建立在一个巨大

的电梯里，里面设有电话和带自来水的水槽。
那可是在1939年！）

科学家奥托·威胥特利在布拉格发明了隐形
眼镜和尼龙。直到今天，捷克还有许多世界
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许多工厂和企业也
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

在德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
之间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捷克位处东方和西方大
国中间，历史经常将它左右摆弄。捷克人从

16到19世纪处于讲德语的奥地利统治者之下。

1918年，归功于在俄境内的强大的捷克陆军，
捷克赢得了独立。二十年后，它被纳粹德国
占领，随后于1945年由俄罗斯军队解放。从
1948年至1989年捷克处于俄罗斯共产党政府

的控制之下。甚至在1968年，俄罗斯的坦克

还开进了布拉格，因为当时的捷克人想独立。
顺便说一句，前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不同

喜欢他，一半人讨厌他，而这是完全可以公
开谈论的。捷克人在政治活动上不活跃，他
们不去抗议示威，也不组织罢工。他们通常
对弊病嗤之以鼻，然后自己慢慢就适应了。

巨人的城堡
捷克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只相当于一个大

型中国城市，却拥有世界最大的统治者居所！
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建筑群落。
当泽曼总统“在家”（在城堡）的时候，会立
起一面“真理必胜”的旗帜；当他不在城堡的

牛仔和采蘑菇的人
几乎每个捷克家庭都拥有度假屋，一座乡下
的房子。捷克人喜欢宿营和散步，许多人认
为自己是“流浪者”和“牛仔”。在捷克有不少
被称为“美国”或“加拿大”的度假屋定居点，

有很强的牛仔的传统。夏天，树林里有许多
提着篮子的捷克人——他们在采集蘑菇，他
们非常清楚哪些蘑菇是可食用的，哪些是有
毒的。每周五捷克人民都车轮滚滚的离开布
拉格，前往他们的度假屋，或者乘船顺流而
下，又或者在森林小路上骑自行车。然后每
着聊，在偌大的世界里，这个小国家恰好位
于欧洲的中心，位于最富有的大陆上。

并开始专注于与西方关系，尤其是德国，现

的房子。好的社会地位就是拥有豪华汽车，

车公司斯柯达。捷克共和国的共产党仍然存

（或偷钱）。但是，捷克却是个非常平均主

替，如同欧洲西方国家的习惯一样。1948年

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是嫉妒和嘲笑的

在1989年后归还原主。

常强大的能量。捷克人不喜欢看到有人比自

捷克人喜欢笑，也喜欢骂人

使是有钱有势的人，也通常不认为自己就比

1989年，捷克人逃离了俄罗斯的影响和控制，

东边的人们要富裕。大多数捷克人拥有自己

在德国控制了捷克的一些关键行业，例如汽

最好这车还是德国生产的。捷克人很能赚钱

在，但它不是执政党。在政府中有政党的更

义的国家。在这里，炫耀财富是很不明智的。

人们被共产党所收归“人民”的物业财产，也

对象。而嫉妒，很不幸，在我们国家里是非

捷克人，然后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常常就开

弗兰兹·卡夫卡，最著名的欧洲文学书籍之一
《变形记》的作者，在书中某个人在一个早上
变成了一只甲虫。

个人都会在酒吧见面，一起喝啤酒，然后笑

捷克人并不如德国人富裕，但比波兰或捷克

客或者一切的东西都有抱怨。当你遇到一个

他从纪念品和旅游书上盯着来往的游客。
事实上，卡夫卡是一个相当开朗的家伙。
他是一位运动员和银行职员。当然，
还是一位天才作家。

元首——即使他们喜欢经常批评他。

今天，这个电台依然在广播）。

化。这些变化间剩下的是不满，捷克人对政

弗朗茨·卡夫卡的阴郁面孔

时候，撤下该旗帜。捷克人尊敬他们的国家

捷克人喜欢财富，但仅仅喜欢他
们自己的

正如你所看到的，捷克共和国的局势经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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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常在媒体上被严厉批评。全国有一半人

意俄国占领了布拉格的行为，并在那年创建
了一个使用捷克语在中国广播的电台（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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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健康情况，应有尽有。捷克人都不害怕公

己成功。但矛盾的是，这也有好的一面，即

捷克士兵帅克
捷克人民爱自己的士兵，那个只想着取笑战争
荒唐和长官愚蠢的士兵。

别人更好更优越。他们害怕因此骄傲。所以

在酒吧里喝啤酒时，工人和经理都坐在一起，
没什么区别。他们喜欢一起喝一杯、开着玩
笑然后一起抱怨整个世界。

你想沉浸到捷克历史的海洋中吗？
请拜访拥有20万册书籍的斯特拉霍夫
修道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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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Pavel Wellner
作者 Jan Müller

《精华》杂志带来了这位可以无止境转化能量的男人的访谈。
密 的 学 生 ，更 久 之 前 他 还 是 火 葬 场 的 员 工 、掘 墓 人 和 园 丁 。
牧 师 、画 家 和 导 师 ，他 还 曾 经 是 政 府 特 工 和 研 究 梵 蒂 冈 秘
他 说 道 ，一 个 生 活 在 加 利 福 尼 亚 的 犹 太 卡 巴 拉 博 士 、新 教

intervieW

我们
不是
人类
访
谈

(Daniel Stein-Kubin)

丹尼尔·斯坦恩-顾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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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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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化能量，没有终结或开始。明白这无穷
的“流动”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自由。

拥有大爱信念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佛教徒
们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或者，又如美国诗人
罗宾逊杰弗斯所言，一切都是自然统一性。

“如果你只被我们的通常现实所包围，那么

你就生活在假象中，那就是认为通常现实总
是能反映你所相信的东西的想法所造成的假
象。医生没有好好的治疗某个病人，然后他
的病人面临死亡，但他却认为这是不能改变
的。因为过去的每个病人都是医生如何生活
高质量的对话几乎总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出

现。当有三个人争论时，问题便产生了。因
为两个人总是趋于平衡统一，而三个人已是
不自然的奇数。在他一年只住两个月的布拉
格的公寓中，你就能发现完美的秩序，而我
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完美。有关设计的杂志
如同烟囱般整齐摆放在桌子上，其中一本杂
志的标题是亚利桑那州塞多纳的庄园（“在
赛多纳有充足的铁岩石，它能够促进冥想
的THETA波”）。墙上挂着一副狂野的抽象

画，与完美的秩序相映成趣。在访谈前，屋
主在门上的单杠做了几个引体向上，然后在
他的牙齿间嘟囔着，新时代的人们将受益于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

丹尼尔是受过教育的、怀疑论的、顽固的、
见多识广的、热情的、开朗的和对事物痴迷
的。他是个独特的人。丹尼尔喊道：“我们
都是独特的！”并补充道：“绝大多数人都在

逃避一些东西，他们把这叫对另一些东西的
追求，没有人愿意承认。当你说你在追求一
些东西时，你觉得它在你的掌控之中，因为
你有了拥有目标的假象。而这就是我们不诚
实的本质。”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为Quantum

Cosmic Consciousness of Oneness,量

子宇宙统一性意识。别急，亲爱的《精华》
杂志读者，不用怕，也不用担心这过于复杂
无法理解。或许，它的确是有点复杂的，但
这些玄妙的段落值得我们再读上一遍。

犹如尼采一般，丹尼尔说，人们观察理解周
围一切都来自一个点。这一个点就是由社会
压力和教育所产生的我们对世界的想象。一
切都是前人为我们咀嚼过的遗产。“我们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不断转化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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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十年间治疗正确的证据。他没有打破

链条。但是，打破链条就是你要做的。你要
在镜子里把自己当成白痴，你要跑到田野里
去，你必须改变生活方式。而你在做这些

的时候，不能告诉别人并且不要期待从中获
益。”丹尼尔给我看了他的诗集。他写了大

约二十首诗去搭配他的二十副新画作。“现
在，听我念，”丹尼尔提高了他的声音，并

转向摄影师“你也要听，这很重要！”然后他

隆重地引用自己的诗集念道：“一切都是人

类的奋斗，如何在集体幻觉的催眠中解放在
精神牛棚中的自身美德。”我和摄影师都沉
默了，说需要想想这句话。

成为独特的是痛苦的，而六十岁依然充满能
量的丹尼尔，显然知道这一点。当他在展
示自己的画作时，从中出现了三张脸，他

说：“我在这画了三张脸。等等，不是吗？
还是我精神分裂了？” 我们大笑。

丹尼尔待过不同宗教的机构，他自己就是

一位新教教会的牧师。现在他是一名导
师，著名的上师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就是他在加利福尼亚的邻居，丹尼

尔把神奇的加利福尼亚称为现代的亚特兰蒂
斯。对于导师的话题，他说：“你必须踢你

师傅的屁股（挑战他的权威）。即使是他也
会限制你。你必须要成为独特的人。宇宙跟
你对话或者通过你说话的方式总是独特的。
因此，师傅是你和宇宙之间的障碍物。当

然，绝大多数学生不会这么做，他们没有这
样的勇气。但是，当你踢师傅屁股的时候，

我注意到佛教和天主教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机构。

他会感到震惊，但他迟早会说：你做得很
好，你实现了超越！”

的一部分”丹尼尔说。“我们可以否认所有别

丹尼尔，看起来你踢了很多大师的屁股。

字中的“人类”这样的判断。我们不是实体。

我就直说吧：几乎没有人跟我说话，但我不

还表示，我们不是“人类”，但我们正在不断

会冥想，但我只是在观察。你知道，这就是

人教给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是人类语言文

你的社交生活有没有因此遭遇困难呢？

在宇宙中唯一的实体是宇宙本身。”丹尼尔

在意。我是位个人主义者。我在许多地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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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里和做了什么。你都不去考虑你在消

交的研究。我拜访了阿尔贝蒂娜博物馆附近

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了”。他说的时候

换上了布尔什维克的衣服，完美的结合。来

次我遇到了一位绅士，一个顶级的整形外科

的方式让这位加拿大人清醒过来：你是一个

耗的信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资本主义已经

们想要的是永恒的信息流，而不是隐私。
但你也收到了这些公司的工作委托。

在硅谷，他们知道有趣的想法在哪里。现
在，最“流行”的是佛教，训导和关系管理的

混血结合。这一切都是关于如何操纵人。留
意一下传统的教会是如何停止谈论祈祷而去
谈论冥想的。现在是所有灵性之流的融合，
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由市场营销所统治的。
在东方，已经没有大师了，他们很久以前就
去了西方。今天，当印度开放一个新的精神
中心时，他们会邀请狄巴克·乔布拉和各种
顾问去教印度人如何利用“静修”和冥想，如
何能使这一切形成系统。

你原来是个朋克嬉皮士，与Mejla Hlavsa
和egon Bondy相识。伊米尔·哈卡总统还
曾经在你妻子小的时候抱过她。这是多么精
彩的人生故事。
人们喜欢故事。但讲述我的生活故事和我谈
论的内容是有点冲突的。因为故事让世界更
容易被理解。故事让我们无法通过普遍认识
来理解世界。我们和bondY有一些信件来

往。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的流浪
冒险家。我写信告诉他，安德烈·布勒东曾
经如何从巴黎前往墨西哥市拜访列夫·达维
多维奇·托洛茨基，然后他鞭打了他裸露的

我毕生的研究。基于此，我注意到佛教和天
主教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机

构。所有机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基于操控
手段和羊群效应。他们向你的头脑中输送思
维方式，而这却是限制你个性的特定思维模
式。

这样孤独的思考和生活，几分钟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整个人生了。
人们总是认同某些东西。这是错误的。他们
犯了错误，但因为他们总是犯着同样的错

误，这些错误又反过来证实了他们所相信的
世界。你必须准备好在任何时刻死去。每一
秒钟你都在自己的坟墓里狂奔。You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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淌着因为感受到真正的左派自虐的高潮的喜
悦的口水...bondY很喜欢这个故事，然后我
们还有一些弗洛伊德式的讨论。

毕竟，你在精神病院待过一段时间。
有时我觉得那是我生命中唯一和正常人相处
的一段时光。197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十周

年，我和警察打了起来，我很有可能要进监
狱，然后我的医生告诉我，唯一的选择就是
减少我的法律责任能力。我就去了疯人院来
避免牢狱之灾。然后我在火葬场工作了一

年、还做过土地测量、在墓地里工作、还当
过了园丁...

除了加利福尼亚你还喜欢维也纳，你的西装

through Your own grave!!!

也是在那缝制的。我也爱维也纳，它在世界

现代社会里，寻找灵性是门大生意。你对这

生活水平最好的城市排行榜上获胜。它是如

的看法是什么？

此美妙的反常。

许多公司，像Facebook，就是一个左派思

维也纳是如此的具有世界性，同时也是传统

克思主义。人们不必像过去那样刻意追查，

分析的结合。只有在维也纳，莎乐美才能与

维和高科技结合的东西。Facebook就是马

精
华

后背，然后布勒东从他圆胖肉欲的嘴唇上流

但是你却自愿提供自己的信息，让他们知道

倒退的。你能感觉到的最肮脏的妓院与精神
尼采和弗洛伊德相识，写出了第一份关于肛

医生，打扮得像弗雷德·阿斯泰尔一样。他
的妻子和他一起前来并保证了他所有着装的
得体。我们讨论了美国教授欧文·亚隆如何
书写一个弗洛伊德和尼采会面的虚构故事。
他们两个其实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弗洛伊德
肯定在读尼采的著作，即使他不想承认。等
一下，现在我想到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是什么？
无人无所不在！nobodY everYwhere!
很好，但我宁愿说，我们不是人类。它会吸
引人们的注意。你在梵蒂冈做了什么？
在土地测量的工作之后，我在科诺皮什切城
堡当园丁，然后我开始研究神学，并成为
了一名牧师。那之后我得到一封来自枢机

带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用一种高深但残酷
女人，所以闭嘴。你问“为什么？”我说“因为
如此！”

甚至像他这样也能传播耶稣的教导…

和能量。但不只是教会在这么做。今天，“
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一切都声称自己是在“

害。我和科学家的讨论与此非常类似。有一

行善”。几百年前，受过教育的人不会把“社
会”一词挂在嘴边。今天的一切都是社会化

的，Facebook称自己为社会媒体。今天，所

有人都想建立一些非营利机构，然后作为这
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每月赚上40万捷克克朗。

每个人都躲在它后面，但它却是相同的操纵
手段，只是披上了另一件外套。

聪明的人都集中在那里。这创造了一种非凡

从内部瓦解。所有的人都在向那里涌动。今

中消失的方式。世界对他来说不是目标。他

明智的人，这就是世界如此的迷茫原因。

美的对立面。你能意识到那个地方的强盛和

子力学整合在一起，他的课程非常受市场欢

困的概念时，他是正确的。但他也揭示了自

高质量的对话几乎总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出

宙能量。他来了，并向人们展示如何在宇宙

天，聪明的人无处不在，但你却碰不上一个

不是来这里建立名声的。梵蒂冈则是耶稣完

像狄巴克·乔布拉，试图将整全观教学和量

力量。当教皇说左派从教会偷取了穷人和贫

迎，最近在布拉格也有讲座。
现。当有三个人争论时，问题便产生了。因
为两个人总是趋于平衡统一，而三个人已是
不自然的奇数。数量杀死质量。当这些导师
的指导是以五十或五千人的规模进行时，它
纯粹就是情绪。对了，在那里主要是女性非

我在那里和一个加拿大人待了一些天，她是

常情绪化。乔布拉只是在利用这点为自己谋

前首席考古学家，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地道

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他的儿子Gotham一

什么教会压迫女性，为什么要让社会退化等

匿起来的，因此狄巴克生活中不可告人的东

辩论他受过专门训练。那时我们在圣伯多禄

克是个医生，不是个物理学家，科学家们经

一位自由独立的女人。我们陪伴着梵蒂冈的

利。我不批评他，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有

的捷克人。那位加拿大女士总是攻击他，为

眨眼的功夫就知道要做什么。他的妻子是隐

等。他很享受，他非常冷静，对这些话题的

西都不会被揭露出来。但最重要的是：狄巴

广场，那里耸立着一些巨大的方尖碑。这家
伙直接让那位女士崩溃了，一直无法恢复过
来。他指着整个广场，指着那些罗马皇帝时
代建造的方尖碑说：“正是在这里，他们建

造了这个地方，无比壮观。然后我们来了，
我们做了这个（丹尼尔做了个十字架的标

量流和非可测性的概念，他问我哪里是我
的“零点”，就是我的理论出发点。我说：“乔

治，根本就没有零点！”他显然很不高兴，

他不想这样思考。科学家们有归纳法。这就
像音乐家使用五线谱来进行音乐创作。这还
是可以的，但你不能争辩说，这种方法是绝
对的和唯一的方法。

群众的集体操纵。因为这个概念同样消除
了个人主义和责任。而这一切又是关于权

力。GryGar先生过去经常参加天文学边缘

问题的研讨会，但今天他通过自己的西西弗
斯协会攻击所有其他的观点，并坚持自己的
系统分类和命名研究。然后另一方面，乔布
拉也需要科学家们去推广自己的书。这就是
乔布拉被拍到穿着爱因斯坦头像衬衫的原

因。他对于自己不是量子科学家的事十分介
怀。这都是自卑情绪和需要独特性的感觉在
作祟。弗洛伊德和尼采也会这么看。

人必须成为一个“科学家”
，才会被认真对待。
你就拥有两个学位，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但是当你在发展某些神秘的洞察力的时候，

样你可以用语言的形式告诉别人。但科学不

着宇宙能量。然而，他完全意识到他就是宇

你在梵蒂冈见过女人吗？

默和爱德华·泰勒。我们讨论了我的无限能

上的世界观。事实上，它的方向同样是对

切。惊人美丽的自然、海洋。它仿佛就是现

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

灭或者因为他们愚蠢的自由主义左派项目而

种病态的现象。

他认识原子弹和氢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

意图寻求取代传统的基于宗教和道德基础

知识是建立在理性和本能的结合上的。当

着同样的关系了。耶稣像我，也像你，转化

期一样杀害人民。任何极权主义制度都是一

次在加利福尼亚我碰到一个叫乔治的老人，

然，你可以使用科学的、归纳的方法，这

能限制你。我不会高估那些学位，你需要学
到一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看法，你如
何观察周遭的一切。我和客户去过亚利桑那
州的塞多纳，同时在那里我还做霍皮族的研
究，研究他们与自然的交流。但我也与客户
在拉斯维加斯做一种形式有趣的冥想。我们
玩老虎机，我教他们应用真空的方法。通常
他们能够赢得足够的钱，心满意足。尝试一
切是必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科学——高
度的神秘主义。

你认为作为一个牧师和作为一个导师帮助别
人的时候，区别是什么？
现在我可以谈佛教和耶稣，向人们展示如何
在人群中不被淹没。不用去过滤我的观点，
我使我的客户具有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尼采
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说，人应该独自一
人。因为当问题来临时，你总是通过自己解
决。我们不降低它的效力和它的唯一性。当
你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你会不接受宇宙原
始的统一性，它会通过你与你对话，绝对的
平等和真实。

常取笑他的物理理论。他爬上科学家们的领

卡巴拉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们。他其实能实现更大的影响力，如果他

一本书的价值可以和通过冥想连接宇宙波相

域，像个白痴一样，试图用他们的武器打击

你可以阅读成千上万的书籍，但是没有任何

能像雅洛斯拉夫·哈谢克写作《好兵帅克》

提并论，你的意识会溶解在虚无之中。然后

那样，尝试取笑当今科学的愚蠢。但狄巴克
显然不太懂讽刺的概念。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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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现在掌握如何解释世界的权力的两个

的幻觉——一种更高的能量浓度。加利福尼

代的亚特兰蒂斯，直到它被可怕的地震所毁

人类并且利用人类的贫困，同时像中世纪时

所表达的。顺便提一下，这个理论让爱因斯

救自己的理论，让它不受不确定性原理的伤

这么说吧，作为一个牧师，我已经和耶稣有

己和教会的真正面目。因为教会大规模操纵

概念。在某些领域，它们甚至团结起来，

上，这就是维尔纳·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系。爱因斯坦不得不想出一些数学概念来拯

中心。为什么？

精制作品。你的印象呢？

上，这些出发点也许根本不存在。在科学

演变成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他们构建了爱

留在了梵蒂冈。我受到了教皇的亲密接见，

对我来说，梵蒂冈代表着一个人类心理学的

科学以及新时代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方

为他在比较、丈量和寻找一些出发点。事实

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将耶稣在宇宙的消失

你住在硅谷附近，你声称它就是当今世界的

年时间在以色列工作和学习。

我认为一切都是游戏。有些人是总是玩，因

坦非常害怕，因为它突然打破了他的理论体

tomášek的陪伴邀请信，最终在1988年，我

但我只是对这个系统感兴趣。然后我花了一

但科学反对一切非“科学化”的东西。

亚特兰蒂斯 。
海洋。它仿佛就 是 现 代 的
一切。惊 人 美 丽 的 自 然 、
地方，在 那 里 你 可 以 找 到
加利福尼亚是一个美丽的

转化着宇宙能量。
耶稣像我，也像你，

自硅谷的公司想记录一切，并操纵一切。他

的一个1886年开始运行的私人社交沙龙。上

那么你与科学家们的沟通怎么样呢？

interview

interview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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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张开眼睛，并回答自己：“平衡位于一个
不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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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
共舞台
捷克春节巡演音乐节。
捷克注册商标
Songfest.cz
作者 Klára Patočková

是捷克唯一的由华人音乐人创办的，以展示
东西方音乐为主题的专业音乐节品牌。每年

2008年宋博士组建制作团队，将其布拉

格春节演唱会发展至捷克全国规模的春节巡

多个音乐组合。发行七张个人CD专辑。她独
具魅力的声乐演唱表现手法不受音乐体裁限
制。无论是跨界演唱A•德沃夏克，L•杨纳切

演音乐节。捷克电影戏剧节的明星雅罗斯

克，B•马丁努的艺术歌曲，或是主打演唱中

拉夫•杜谢克(Jaroslav Dušek)加盟“与东方

国经典民歌，城市民谣创作，还是演示香颂

共舞台”，为艺术节担纲主持，使卖座率大

爵士风格即兴音乐小品，都深受粉丝听众们

升。助阵捷克十大城市宋凤云春节巡演的，

的喜爱和欣赏，成为捷克音乐舞台上独一无

除来自捷克全国各地的音乐艺术家，还有欧

二的非本土的亚裔音乐艺术家。

美，亚州以及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创建人，也是Songfest.cz“与东方共舞
台”音乐节的总策划，生活工作在布拉格三
十年的华人演唱家,音乐制作人宋凤云博士。
宋博士自幼拜中国京剧四大名旦尚派直系传
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慧敏女士为师。
八十年代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赴捷，留学布拉

第十六届宋凤云捷克春节巡演音乐节
Songfest.cz 2017
2017 年度的“与东方共舞台”音乐节，正

在紧张的筹备阶段。这即将是第十六届宋凤
云捷克春节巡演音乐节Songfest.cz 2017。国
内外演员阵容庞大壮观。比如捷克电影音乐
两栖红星杨•布达什(Jan

Budař)，世界级吉

格查理大学哲学院获博士学位。宋博士任教

捷克十大城市剧场和音乐厅举行。

于捷克戏剧音乐学校，及其个人工作室。二

他演奏家施杰潘•拉克(Štěpán Rak)。还有来

十年多年来她研学声乐呼吸法，融汇美声及

自伦敦孔子学院音乐舞蹈学校的华人舞蹈演

建于2008年。实际上艺术节最早萌芽则源于

自然演唱特点，2013年将其研究成果出版成

员等。艺术节音乐晚会开场为十九点，而各

2002年的初春。当时为发行中国歌手宋凤云

捷文书《声音与呼吸》及DVD教学片《呼吸

个剧场下午四点至六点都设有免费入场的游

的首部CD专辑《赶牲灵》，在布拉格阿尔哈

养声法》。

乐联谊节目：音乐舞蹈唱歌工作坊，武术表

剧场divadlo Archa举办了宋凤云CD发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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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六年。

春节前后，为期二十天的大型音乐巡演，在

“与东方共舞台”捷克春节巡演音乐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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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捷克春节巡演音乐节上的京剧《双猴闹春》

宋凤云布拉格春节演唱会在阿尔哈剧场连续

自1992年起宋博士在捷克广播电台，捷

唱会。当时恰巧正是中国春节的前夕。演唱

克电视台担任嘉宾主持音乐节目，同时开始

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了与多位捷克著名音乐人的长期合作，创办

演，儿童绘画手工，健康素食小吃，茶艺及
品茶会等。
{ www.songfest.cz }

广告

东方艺术画廊(EAST ART GALLERY)——布拉格中心的琥珀屋
20多年来，布拉格的游客都喜欢在小巧浪漫的商店-东方艺术画廊中购买由波罗的海琥珀
制成的独特首饰。我们有着琳琅满目的选择，您不仅能看到多种多样的不同种类的珠宝首
饰，还能看到许多不同颜色的波罗的海琥珀。仅仅是这一种天然琥珀就拥有典型的颜色范
围——从白色到干邑金黄色。

波罗的海琥珀

波罗的海琥珀就是松树树脂的化石，年龄大约是4000万年。所
以它并不是最古老的琥珀种类，但是它的年龄给了它足够的硬
度，使之可以被用作美丽宝石。在莫氏硬度表上，它的硬度是
2-2.5，因此处理时应当非常小心，尤其要避免与粗糙和锋利的
物体接触。它不是一种矿物，琥珀是植物起源的，因此它的特
性也基于此。当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它开始软化，当温度达
到287-300摄氏度时，它会变成液体。琥珀是可燃的，波罗的海
琥珀还会散发一股怡人的香气。它的基础是琥珀酸，波罗的海琥
珀大约含有3-8%的琥珀酸。琥珀非常轻，在海水中它会浮在表
面，它的密度是0.96-1.096克/立方厘米。
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琥珀的描述都没有能告诉我们：琥珀是漂亮
的、泛光的，并且摸上去非常舒服的，因为不同于矿物宝石，它
是温暖的。因此，在过去琥珀总是被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一
个巧合。由琥珀装点的首饰总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每一块琥珀都
是不一样的。在首饰的制作过程中，艺术家总是在宝石的属性、
尺寸、表面、形状和颜色的引导下进行创作。
顺便说一下，永远不要相信销售员说琥珀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
的年龄。波罗的海琥珀全部都是同一个年代的。白色的琥珀是由
包含的细小气泡造成的；绿色的琥珀通常是人工制造的，通过在
琥珀底面使用黑色颜料。当将人工部分附着在天然琥珀上形成二
层石时，这是一种琥珀改造。琥珀的清晰度或透明度是由它形成
时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对琥珀进行加热处理则能够使它变得更透
明。但是，这种对于琥珀自然属性的干预是能够被专业鉴定出来
的。

东方艺术画廊的水平

长期对于琥珀首饰的关注、专业的经验以及对于琥珀的深刻了解
让我们成为了位于波兰的著名的国际琥珀协会（IAA）的成员之
一。我们为客户提供带有这个国际协会证书的精选首饰。您可以
选择带有证书的项链、手链、吊坠、耳环和戒指。我们会准确地
区分琥珀调整的程度。我们还提供含有飞虫或其他昆虫的琥珀首
饰，这也会在IAA证书上精确地描述。因为琥珀中包含的植物和
动物，它也被称为“可以看到过去的窗户”。
我们很期待能够在东方艺术画廊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中遇到您。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各种包含琥珀或其他宝石，例如青金石、石
榴石、珊瑚或者紫水晶的金银首饰。

商业
捷克经济信息——51页至82页

彼得·凯尔纳
捷克共和国最富有的商人
/52

中国主席和捷克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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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什么建议呢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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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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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而PPF也已经将这个业务扩张到了俄
捷克最大的体育馆是由凯尔纳的捷信集团赞助的

罗斯和罗马尼亚。但在这个区域主要的增长

发生在2007年的时候，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

前，凯尔纳将PPF的保险业务和意大利保险
巨头忠利保险公司进行了合并。然后算准时
机出售，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合资的忠利

PPF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他获得了49%的股份

同时公司需要向他支付10亿欧元。
那时，凯尔纳不愿意出售捷克保险公

司，而是选择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但他还

征服中国
市场的
全球玩家

是协商得到了可以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向意大
利人出售股份的权利。这是他实际上使用了

数次的不寻常的手段。“我们总是试图走自己
的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而不是受
到各种各样的时尚潮流的影响。这是我们基
因的要素之一！”彼得·凯尔纳强调道。

两年前PPF明确的证实了它的市场领导

彼得·凯尔纳是唯一
一个生意真正走向全
球的捷克亿万富翁 。
作者 Vladan Gallistl

地位，当时西班牙电信公司向其出售了O2电

信捷克共和国分支（原捷克电信）。凯尔纳

最早在2005年国有股份私有化的时候，就在
追捧这家电信领导者，但当时他无法在伦敦
获得融资。九年后，银行们已经在争抢着为

图片 ČTK

这笔交易提供融资。在PPF的领导下，这间
电信运营商缩小了规模，但其股价表现依然
很好。

但是，如果说PPF集团拥有一些特征的

话，那么就是它能够灵活反应和能在边界运
作，甚至有时在边界之后运作的能力。它的
基因中可能也拥有一些掠夺性的基因。PPF

在对电视台NOVA和Sazka彩票公司的恶意收
购中将这种基因展露无疑，它在这两宗交易
中挣得了数以亿计的利益。

同时在金融危机期间，凯尔纳利用了金

融集团J & T的困难，达成了一个对他非常有

1. 彼德·凯尔纳
petr kellner

52岁

资产：72亿欧元

彼德·凯尔纳是唯一的真正建立了全球
化商业帝国的捷克富豪，也是唯一的在

中国市场相当成功的捷克人。

在 PPF 集 团 创 立 运 行 的 2 5 年 之 间 ， 彼

得·凯尔纳从一个Barrandov电影制作公

的生日了，这家公司始创于1991年。“我们的

限公司和捷信集团。

PPF集团的故事开始于1991年，凯尔纳

发展故事其实就是捷克共和国的发展故事，

联合Milan Maděryč和Milan Vinkler创

尔纳在2015年PPF集团的年度报告中说道。

privatizačního

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建立的故事，”彼得·凯
当然，实话实说：没有任何一个真实的

建了第一私有化管理基金(Správa Prvního
fondu)——

进而得名

PPF。带着这个公司，他们参与了第一批证

故事读起来是完全愉快的。在凯尔纳的故事

券私有化浪潮，当时的国有资产，曾经被共

lice的奇怪借款、一段古怪的捷克保险公司

大量的广告宣传的确在PPF的成功中起

中，有一笔来自国有企业Sklo Union Tep-

产主义政府掌控的资产被向外出售。

PPF在第一轮证券私有化中非常成功。它取

PPF集团的皇冠则是捷克保险公司。在

得了超过200间公司的股份。凯尔纳因此奠

之前执政的右翼政党ODS的庇护下，他逐渐

定了PPF集团成功大楼的基石。

在那时，捷克国内的市场对于领导者

PPF而言已经太小了，然后他在那时运作了

真正的天才手笔。在1993年，当时的俄罗斯

市场处于苏联解体后的黑帮和混乱的影响

的各种斗争。另一方面，凯尔纳展现了对于

lice的关键帮助。这间国企向这个完全不

回报凯尔纳。事实上，他获得了宝贵的经

管理的资产达到了220亿欧元的天文数字，而

秀的时机把握，而这可不仅限于捷克国内市

知名的公司借出了超过1百万欧元，这笔钱
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总之，结果就是

慨的支持了后者的机构运作。

对于和政客们沟通的能力，凯尔纳甚

是进入了捷克保险公司，与国家的期望一

自己进入了欧洲金融巨头队伍的亿万富豪精

承担风险的高度意愿，交易和建立公司的优

夫·克劳斯都有很好的关系，凯尔纳还很慷

会，他还参与了当地的私有化并且取得了80

到助推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PPF的前

身的创立获得了国有企业Sklo Union Tep-

现任总统米洛什·泽曼以及前任总统瓦茨拉

至受到了激进金融家帕维尔·迪卡奇的称

的私有化过程、与政治人物的特殊关系，还

有彩票巨头Sazka诡异的招投标和PPF内部

取得了这间公司。事实上，彼得·凯尔纳和

下，相较于国内市场更加的狂野，PPF集团

也进入了俄罗斯市场。除了彼得大帝基金协

司的制作人和复印机的销售员，成为了捷克

英。这有一些很明显的数字证明：PPF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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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纳可以高兴地庆祝PPF集团25周岁

场。这些公司就包括了忠利PPF保险控股有

间俄罗斯公司的股份。

亿万富翁中的领袖。他是唯一一个能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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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它们的净利润到达了3500万欧元。

进入俄罗斯市场的行动直到今天依然在

验，并且他稍后就将这经验应用于信贷公司
捷信集团的扩张和其他俄罗斯的投资中。

赞。“他没有尝试进入捷克储蓄银行，而
致，”帕维尔·迪卡奇说道，“我不是说这有

任何不道德的地方。他只是会在关系的建立
上倾注精力。不像我们，他懂得这应该采取
不同的方法，然后他成功了。”

长期目标上，凯尔纳在发展他的保险

利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之中，他成为了能源
和工业控股公司的共同拥有者。这家公司将

J & T的投资组合中的能源公司整合在一起。

两年后，他以十分丰厚的价格将40%的股份
又出售给该控股公司。

但是PPF集团能做的不止恶意收购。它

的特点就是可以很耐心地建立业务。1997年
从零开始建立的捷信集团，现在除了在捷克

的业务，还在俄罗斯、中国、印度、美国
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自己的业务。在中
国，它的增长达到了两位数，而在开始的时

候，几乎没有人相信PPF集团能在如此极端
复杂的市场中取得成功。

凯尔纳还是亿万富豪精英中最大的慈善

家。PPF集团指出，自其成立以来，它已经

向慈善事业捐出超过6000万欧元。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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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格高企的时期，他将建筑珍宝，原
Živnostenská

3. 拉多万·维泰克
Radovan vítek

把银行卖给
中国的商人

想要统治
国家的商人

这些富豪中最年轻的
拉多万·维泰克被认
为是不动产领域的天
才投资者 。

捷克排名第二的富豪安德烈·
巴比什已经成为了财政部长，
并且在继续寻求成为捷克总
理。财富和政治权力如此集
中，以至于在欧洲的其他地方
都没有可对比的人物。
作者 Jan Novotný

作者 Vladan Gallistl

45岁

资产：14亿欧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虚弱企业的并购
扫荡，为拉多万·维泰克带来了回报。

并且仅仅在2015年维泰克的不动产公司CPI房

地产集团就收购了位于罗马的酒店、滑雪缆
车公司以及瑞士克莱恩·蒙塔纳小镇的冬季
度假村，还有位于柏林的工业园区。

然而，卢森堡集团的所有者最近开始减

速。因此，投资者被迫接受其2012年的债券
收益率从6.5%下降到5.1%，虽然这仍然是非
常可观的回报。

但 CPI 集团并没有着急进入任何大型项

图片 Jan Rasch

目，因为不动产价格已经太高了。“现在与

2007年的情况类似，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较低
的利率。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做的最后一笔投
资是在2005年，然后我们就保持观望，”维泰
克说。

但是维泰克甚至能够利用这个不动

亿万富翁巴比什还生产新月形面包 – 一种典型的捷克食品

2. 安德烈·巴比什
Andrej Babiš

62岁
资产：40亿欧元
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不仅
是排名第二的捷克富豪（实际来自斯洛

伐克，顺便一提），还是捷克共和国最大的
雇佣企业主。他的所有公司在捷克范围内雇

佣了25000名员工，如果算上国外的分公司的
话，总数则达到了33000名雇员。他也是政党
ANO的主席，而这个政党很有可能会在下届

议会选举中取胜。因此，可以说安德烈·巴
比什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人。

巴比什的核心业务 – 爱格富集团 – 去

年取得了历史第二好的收益，获得了3200万
欧元的利润。捷克农业和化工巨人的利润同

比增长到达了耀眼的40％。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EBITDA)提升至接近6000万欧元。合
并销售额跨过了60亿欧元的门槛。爱格富销

取得了最高的利润（7百万欧元的净利润）
。还有三间捷克化学公司也通过丰厚的利润

为巴比什做了贡献：普热罗夫的Precheza公

司、瓦拉什斯凯梅济日奇的 Deza公司以及帕
尔杜比采的Synthesia公司。

相反的，巴比什的面包店业务是亏损

的。捷克 Penam 公司损失了1600万欧元，德
国Lieken公司的损失数目相同。

另外，巴比什生意的“第二条腿”也发展

得很不错–SynBiol集团，它包括了一些深具

前景的领域，巴比什的 Hartenberg 基金都
对其进行了投资。相较于去年，SynBiol的收

入获得了成倍的增长，超过了1000万欧元。

同时巴比什每年还越来越多地从公共资

金的补贴中受益，这明显是他参与政治的结
果。爱格富集团每年获得的国家的补贴数额

（600万欧元）已经慢慢接近这间控股公司
每年上缴给国家财政的税费总额。巴比什的
ANO 政党还成功的在政府中通过了维持生物

柴油需求的决策。巴比什的 Preol 以及他的
另一间公司Primagra供应了国家消耗的87%

的生物柴油。去年，生物柴油还有其他的供

应商Kratolia公司，但是在遭受到税务调查

组的干预后，该公司现在已经停止供应了，
而这个税务调查组由巴比什领导下的财政部
所支配。

光明的现在能够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易，维泰克收回了大约14亿捷克克朗的投资。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低位徘徊，使得

许多大型物业拥有者都在流血，而维泰克
则更方便地如同疯了似的在进行并购。在

2013年，他入主了匈牙利领先的地产开发公
司Ablon Group，这家公司在捷克、罗马尼

亚和波兰都有业务开展。然后在2014年他成
功地完成了对被金融危机削弱的法国-捷克

Orco地产集团的攻击并购，这家公司以前属

于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参与者。

2008年时维泰克管理的资产总值为10亿

欧元，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40亿欧元。

但巨大的成功不是使维泰克近年来举世

闻名的主要原因。这个房地产大亨走进公众

视野的原因是对捷克彩票垄断公司 Sazka 的

突袭，其间他设法买断了 Sazka 公司的银行
债务。然后他转手将这些债务卖给了彼得·

凯尔纳的 PPF 集团获取了大约10亿的利润，

后者和卡雷尔·克马雷克一起最终主导了
Sazka公司。

不论迪卡奇最终是否与这些勒索者达成了

以震撼的
方式再次
登场
投资捕猎者 帕维尔·
迪卡奇今年再次出现
在舞台的中央。例
如，他对大型濒临破
产的矿业公司OKD表
示了强烈的兴趣。
作者 Vladan Gallistl

4. 帕维尔·迪卡奇
Pavel Tykač

52岁

资产：11亿欧元

金融家和煤炭大亨帕维尔·迪卡奇在过

去的12个月中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在

2015年的12月，位于布拉格的捷克高级检察
院因为缺乏证据，停止了对于他侵吞C.S.基金
财产的指控。这主要是因为，原来指证迪卡

奇就是1997年基金财产被非法侵吞的幕后主
使的两位关键证人拒绝继续作证。

但是迪卡奇一直声称整个事件以及新的

证词都是谎言和勒索。“有个人来找我，跟我

交易，确定的是最后他们没有为警察作证。

贪婪的商人在完结了今年的C.S.基金的案

件后就能够全情投入他的生意了。例如，他

参与了瑞典能源巨人 Vattenfall的德国褐煤
资产的竞标，不过与之竞争的是更加成功的
由彼德·凯尔纳的PPF集团支持的EPH公司。

尤 其 是 EPH公 司 和 他 的 老 板 Daniel

Křetínský 与迪卡奇也是互相不太喜欢对

方。原因是多年前迪卡奇从 Křetínsky 手中

夺下了莫斯特矿山，然后 Křetínský 于2009
年复仇成功，买下了英国能源集团 International

Power位于捷克的资产。该笔交易

Křetínsky在ČEZ公司和Dalkia公司的辅助下

完成。

说他们在整个 C.S. 基金案件中的行动是超过

但是在迪卡奇在能源领域的进军之中，

年，他的公司FutureLife在爱尔兰收购了两

的巨大集中，但他们还是愿意为他投票。财

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只要我付出

欧地区最大的公司电力生产公司ČEZ的前老

场份额。SynBiol也在增强食品产业的力量，

治家之一。巴比什可能会成为改变这个国家

免于被起诉。”迪卡奇说那时他拒绝了。“他

生产商Good Food Products。巴比什一度陷

府，一切重要的事情都将由一个政党决定。

巴比什正在增强健康领域的投资，关注于生
殖医学，尝试帮助不孕的夫妇生育孩子。今

巴比什其实就在成为未来捷克总理的康庄大
道上。虽然捷克公民不喜欢巴比什手中权力

了诉讼时效的，但是我还是能够被起诉的。

他不仅和 Křetínský 有争斗，还陷入了和中

家诊所，同时在捷克它已经控制了40%的市

政部长一直都是调查中最值得信赖的捷克政

1800万欧元，他们就能提供咨询服务，让我

且爱格富加强了其事实上的国内许多行业的

去年它收购了一家市场领先的波兰健康营养

政治制度的人。我们可以预期一个坚定的政

们觉得我的公司捷克煤炭集团拥有1.1亿欧

争。ČEZ公司甚至还为此召集了欧盟委员会。

入麻烦的Kostelecké uzeniny公司也同样在

或者说，一个人决定。

1800万欧元。”

者都解决了争端。当然，他依然从中渔利。

垄断。该公司也有相当大的债务，负债接近

54

国化学公司SKW Piesteritz Stickstoffwerke

成功地发展。

卖给了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通过该笔交

售额的三分之一，来自他的其他公司的增
长。非合并净利润所占的份额仍在增加，并

精
华

巴比什的长期繁荣主要在化工板块，尤

其是外国的。他的专精于化学合成肥料的德

banka（交易银行）的物业

10亿欧元。

元的利润，所以他们能够轻松的从我这弄走

板Martin Roman以及索科洛夫煤炭公司股东
František Štěpánek和Jaroslav Rokos的战

不过最终他与ČEZ和索科洛夫褐煤公司的所有
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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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还通过Hybernia公司在修道院隔壁的建
筑长期经营音乐剧场。

被削弱的
石油大王

纸业巨人
斯洛伐克亿万富翁米
兰·费罗最近在捷
克受到了更广泛的关
注，因为他参与到位
于共和国广场的前修
道院U Hybernů的
拍卖中。

卡雷尔·克马雷克商
业帝国的主要组成部
分——石油与天然气
采集——因为石油价
格下降，正在遭遇利
润的大幅度滑坡。

作者 Hana Boříková
图片 Jan Hrouda

作者 Vladan Gallistl

U

Hybernů宫殿并不是这位人物在捷

克的首个不动产投资，他的财富积累主要是
在斯洛伐克购买了位于鲁容贝罗克的造纸厂
的股份，并且随后将其出售给国外的蒙迪集

团。但他保留了49％的股份，因为他说这些

股票依然是“下金蛋的鸡”。 （顺便一提，因
为这笔交易，直到今天不好的名声一直跟着

他 - 他答应将部分股权授予员工，但他从来

没有这么做过。）2005年，费罗还从国家手
中购买了位于布拉格4区的游泳池Lhotka，

然后他将其关闭，并计划了一个的开发项
目。在这笔交易中，他获得了坏蛋迷途知返
的名声，并建立了一个慈善家的形象（根据
斯洛伐克新闻的报道，他已经在慈善事业上

捐出超过10亿捷克克朗），但他从来不会空
手而去。当他在Lhotka项目引起了居民意见
的反对，同时市政厅随后表示了收购并管理

钢铁人

5. 卡雷尔·克马雷克

该游泳池的兴趣时，他没有反抗。两年前，
7. 米兰·费罗

特日內茨钢铁厂
( T ř i nec k é
železárny)的合伙
人，同时还在医疗保
健领域开展业务。慷
慨兼具争议的企业家
托马斯·赫仁内克。

Karel Komárek

47岁
资产：8.3亿欧元

克马雷克巨额财产的获得主要通过在狂
野的90年代早期，从各市政府当局手中

收购的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其最重要的交易
是MND集团（摩拉维亚石油矿山集团）。

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摩拉维亚石油大

亨卡雷尔·克马雷克正在经历另一个困难的

作者 Jiří Zatloukal

图片 ČTK

Milan Fiľo

49岁
资产：8亿欧元
国家因为这块不动产珍宝得到了7.9亿，
一位房地产专家指出，就这座受保护的
建筑而言，这是国家预算得到的一个非常体
面的数目。但是，没有人真正理解，为什
特日内茨钢铁厂是欧洲最大的钢铁厂之一

13年来的最低点，因此MND集团的净利润也

6. 托马斯·赫仁内克

景，而克马雷克旗下的旅游集团Fischer也

Tomáš Chrenek

53岁
资产：8.2亿欧元

无法幸免。与此相对的，克马雷克在布拉格
投资的不动产领域的物业的价格正在增长。

内克独资拥有的Agel获得了可观的2200万欧

约15亿欧元的资本。

棒材的钢铁厂获得了1亿欧元的利润，而赫仁

元。甚至著名的Barrandov电影工作室也
获得了积极的数字，在连年亏损之后，今年
获得了150万欧元的利润。

彩公司OPAP的股票从今年年初开始轻微下

中，这个城堡曾经居住过许多老式的贵族家

构，而赫仁内克也在斯洛伐克收购更多的医

视频彩票终端运行的条件。克马雷克不喜欢

洛伐克选美小姐。心情好的时候，赫仁内克

政府的更强的依赖度，因此Agel在过去也自

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裁决。

加的20年的老朗姆酒。

科洛捷耶(Koloděje)的巴洛克式城堡

跌。此外，希腊的博彩业监管当局正在收紧

庭。他的左右手是他的妻子Dušana，前斯

该政策，并威胁希腊政府要提交位于伦敦的

会为他的客人奉上一杯珍贵的来自哥斯达黎

破裂。最早时，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创建了现

56

和Evžen Balko通过公司Finitrading共同

赫仁内克经常待在他位于布拉格附近的

2010年卡雷尔·克马雷克与其父亲关系

精
华

有他的私人医疗集团Agel。主要生产线材和

捷克彩票巨头Sazka获得了3700万欧元的利
润。另一方面，克马雷克联合拥有的希腊博

在的商业帝国。

过律师参与了拍卖。在记者通过他的Eco后，费罗才正式承认购买了这间修道院。费

下落至去年的2000万欧元。

其博彩业务的发展则是喜忧参半。去年

么该房地产的购买方不希望被知道，并且通
Invest公司七月份的财务报表发现该笔交易

但这并不是克马雷克商业帝国唯一的问

而今年，他的生意不错。赫仁内克联合

拥有的摩拉维亚钢铁/特日內茨钢铁厂集团，

取得了不错的利润。同时取得不错成绩的还

医疗帝国Agel旗下拥有超过24个医疗机

疗机构。医疗方面的大型行动也意味着对于
然没有能逃过一些丑闻，媒体声称他们对政
府官员有贿赂行为。但是赫仁内克直到现在
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摩拉维亚钢铁/特日內茨钢铁厂集团是由

赫仁内克与Ján Moder, Mária Blašková

多的代价，从他手中买下了这个区域。

斯洛伐克媒体指控米兰·费罗就是寡

头，他在前首相梅恰尔政府期间赚了很多
钱，但随后他设法与所有的统治精英交

年景。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在1月份跌至其

题。旅游业总体上也在经历一个不好的年

市政厅不得不付出了比他原来购买价格高得

好，现在他与Směr政党关系非常密切。他
的商业生涯的开始与“锋利”的企业家Juraj

Kamarás 和 Ladislav Krajňák有关。

费罗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投身于肉

类、媒体和收费领域，但据称纸张和纸浆
还是给他带来了最多的利润。他还将位于

Slavošovce和Harmanec的其他造纸厂收

入了他的公司。费罗在伦敦和莫斯科也相当
活跃。

拥有的。顺带说一下，Finitrading拥有大
目前为止，赫仁内克仅有的较大的失败

是他的能源公司Moravia Energo的倒闭。
前任捷克总理斯坦尼斯拉夫·格罗斯曾通过

其股票获得了奇迹般的财富。在破产倒闭

之后，该公司留下了总计达1600万欧元的债
务。

但是赫仁内克不是只生活在商业世界

里，他是一位狂热的猎人。他曾经去过中
非，在那里他捕猎狮子、水牛和其他奇异的
动物。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网球爱好者，今年
的国际网球赛事戴维斯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就
在特日內茨举办。

U Hybernů宫殿位于布拉格中心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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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今年，HB Reavis集团将庆祝其成立二
8. 伊万·赫仁科

欧洲最高的
摩天大楼
建造者
伊万·赫仁科建立了强
大的房地产公司，整个
欧洲都有它的业务。
作者 Hana Boříková

名员工直到今天取得诸多成就。多年来，我

资产：7.9亿欧元

跃在四个国家，同时其他办事处也将很快开

49岁

们一直只在布拉迪斯拉发运营，今天我们活
始运营。”赫仁科对这个决定评论道。

斯洛伐克亿万富翁，通过他的HB
Reavis集团盘踞着捷克房地产市场。他

HB Reavis正在改变布拉迪斯拉发的面
貌，斯洛伐克的首都，在那里正在进行巨大

与捷克首富彼得·凯尔纳有一点很相似，那

的行政中心Twin City的重建项目。在布拉

自己的隐私，包括公布的照片。很显然，这

公大楼和Butovice区的Metronom的建设

就是不喜欢被曝光。他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格，该公司通过Karlín区的River Park办

是为了让他能在全世界自由行走而不用带上

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保镖。

他的经营房地产业务的HB

Reavis集

团，去年被《Property EU》杂志评为十间
最大的欧洲房地产公司之一。HB Reavis自
己宣称，管理着价值14亿欧元的的资产并且
拥有超过8.6亿欧元的资本。
在2013年，HB

Reavis的大脑和大股东

不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CEO的位置
留给了Pavel

Trenka，他于2007年进入公

在狙击巴卡拉。“我相信应当把兹德涅克·巴

十周年。这是超常增长的20年，从早期的四

Ivan Chrenko

在波兰，HB Reavis正在建造由诺曼·

福斯特工作室设计的欧洲最高的摩天大楼。

卡拉送到监狱去，”泽曼说。

头号公敌

作者 Vladan Gallistl

超过40亿欧元。与此同时，他还成功地使投

图片 ČTK

世界反病毒
程序市场
领袖
帕维尔·包迪士是十大
富豪中唯一一个科技领
域的富豪 – 他向全世
界销售反病毒软件。
作者 Petr Weikert

资产：5.5亿欧元

Ava s t 公 司 ， 捷 克 国 内 最 大 的 科 技 公

管理运行一段时间。

司 ， 与 他 的 对 手 AVG 实 现 了 合 作 ， 因

此也带来了一笔总价值超过10亿欧元的交

易。Avast为其竞争对手股东的每股股票开
出了25美元的收购价格，交易溢价大约为三
分之一。

帕维尔·包迪士Avast的其中一个创始

国、中国、韩国、台湾和美国设有13个办事

至2亿1700万美元。营业利润EBITDA（息税

10. 兹德涅克·巴卡拉

资产：5.3亿欧元

成了数个战略伙伴关系，如三星英国和雷

募股(IPO)的上市计划，并将注意力转移至两

移动技术中心。

持有43%的股份)。该公司建立于1998年，并

数约30亿欧元的利益。他现在可以悠然享受

自己的巨大财富了。例如，花费2000万欧元
买下南非最古老的葡萄酒庄之一 - 克莱坦亚
酒庄(Klein

OKD矿业公司的倒闭、巴黎街道上奢侈
品商店的惨淡经营以及出版社Econo-

mia的弱势表现，这些都简单的说明：投资
家兹德涅克·巴卡拉的年景远远不如过去。

除此之外，在捷克共和国，巴卡拉立足

之地开始燃烧还因为日渐增加的来自政治家
的压力。最近，尤其是总统米洛什·泽曼正

Constantia)。在捷克，他过

去常常喜欢出现在前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

就是在美国，巴卡拉获得了第一段与金

融投资相关的经验。在1980年，他移民到了
美国，在那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洗碗工。

随后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在1989
年，他从投资银行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开始了自己金融家的道路。

尔的附近，并且赞助了后者的电影《总理的

两年后，他成为瑞士第一信贷波士顿(Cred-

夫·哈维尔图书馆的建造。巴卡拉还拥有一

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接着巴卡拉成为了一

最后告别》(Odcházení)以及后者的瓦茨拉

支专业的自行车队Etixx-Quick-Step。

巴卡拉迎娶了捷克选美小姐 M i ch a e -

la，并与她育有4名子女。他在与美国女士

it Suisse First Boston)布拉格分部的主管

名独立投资者并开始了其闪耀的职业生涯。
他还能享受自己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一度辉
煌的荣誉已经永远毁掉了。

INZERCE ▼A161005734 ►A161005902

诺。去年，AVG启动了位于特拉维夫的全球

Avast成功的基石已经形象地爬满青苔
（寓意时间久远）。帕维尔·包迪士在1988
年就把这块成功的基石放在了他写的源程序
里，从那时起，这个程序逐步演变成Avast

且很快成为了反病毒防护领域的领先者。它

所提供的所有安全解决方案。在创办公司之

趋势。最近进入公司的是英国私募基金CVC

专家。

们的成功在于赌对了免费反病毒软件分发的

结局。他连同其合伙人在OKD公司获得了总

过了1亿5400万美元。

亿用户的联合企业。许多东西都会因此改

现在，Avast的两位创始人都是少数股

Marguerite的第一段婚姻中，也育有1个
儿子。

500人以上。在2014年，Avast的收益增加5成

但近年来AVG也没有拖后腿。该公司结

东(帕维尔·包迪士和Eduard Kučera一共

OKD，捷克最大的煤矿，前景灰暗

达2亿3300万。公司员工增加150人，总数在

世界反病毒程序三分之一市场份额、大约4

对其竞争对手的并购，他创造了一个拥有

股票推向了交易市场。公司的市场价值提升

处。其用户数量最近上涨近3000万，总数到

折旧摊销前利润）以相似的速度增长，也超

间公司的合并整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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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st在捷克的布拉格、布尔诺以及德

人，在他56岁时力量获得了增强。通过Avast

变。Avast因为该笔交易推迟了其首次公开

精
华

大约5000万美元。

但是让我们先回到当巴卡拉掌管OKD的

但是巴卡拉根本不用去在意OKD的悲惨

况下它喜欢将商业中心完成招租后，再自己

公司Remotium。 交易额与计划投资额总计

司法处理。

近破产。

风。这是它第一次出售在建项目，而通常情

应用开发商Inmite，然后是去年收购了开发

门的调查之下，并且整件事很有可能会移交

使OKD公司负债。现在，该公司已经非常接

银行。这笔交易并不是典型的HB Reavis作

据。在2014年该公司收购了捷克的一家移动

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现在仍然处于警察部

沫，煤炭价格暴跌。同时，巴卡拉开始大量

成的工程项目33 Central，买家是美国富国

Capital，它将Avast的估值提高了十亿美

56岁

开始入主掌管OKD矿业公司。这件事情发生

是，2006年的金融危机开始戳穿大宗商品泡

敦。几个星期前，HB Reavis出售了其未完

55岁

Pavel Baudiš

财政部长，正是在那时，兹德涅克·巴卡拉

资者相信了公司会进一步扩张的故事。但

了办事处，但目前它最值得夸耀的成功在伦

并购AVG并不是Avast野心的第一个证

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他在2004年曾就职

时候：在煤炭价格最高企的时候，他将公司

Zdeněk Bakala

9. 帕维尔·包迪士

但是，从泽曼的角度来看，巴卡拉并不

是主要的问题，他更关注的是现任捷克总理

捷克最大的矿业公司
OKD破产。这是投资
者兹德涅克·巴卡拉
运作的结果。因此，
总统米洛什·泽曼毫
不犹豫的将他比作危
险的掠夺者。

该集团还活跃在匈牙利，并且在土耳其开设

元。

business

前，他曾经是数学机器研究所的一名图形
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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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贵(Adam Chen), 高级合伙人
近年来的捷中关系在许多层面都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您是如何理解目
前的状况？
近年来，中捷政治互信持续升温，高层

business

一带一路，
“捷”足先登

月，习近平主席对捷克的成功访问不仅

英国脱欧后中捷的
机遇与挑战

访问捷克，也是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第

作者 Václav Herz
图片 Tomáš Novák

往来密切，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今年3

是中捷建交67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
一次访问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

伴随着政治互通的频繁，中捷经贸

成果最多的新阶段。

在当前英国退欧背景下，中捷两国应抓

住“一带一路”历史发展机遇，进一步挖掘双

边贸易投资潜力，共同探讨工业转型升级方
式与路径，努力实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同“一带一路”建设的全方位对接，推动中国
与欧洲的互联互通合作。

大成Dentons作为全球最大

克愿积极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
中国企业登陆欧洲的“新桥头堡”。“一带一

路”，“捷”捷足先登，这也符合捷克自身的经
济发展战略，将会是一场巨大的“双赢”。

但是，双方合作中的许多领域都会面临着挑
战，包括贸易、投资、商业合作以及法律等
领域。您认为目前中捷商贸关系存在哪些挑
战？

也是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在

8.5%，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高达
50%，捷克对华贸易逆差170亿美元。
目前看，双方主要出口商品的互补性
不强，产业结构均处于优化升级阶

段，中国扩大对捷商品进口需求的空
间不大，双边贸易失衡状况明显改善
的可能性较小，势必给双边贸易关系
带来一些冲击。

同努力的主要方向。

再次，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化尚未形成。

目前中捷双边经贸合作仍仅限于 WTO 框架

没有占主导的业务区域，而是在各

的价值认同上。中国投资者对于目标
价值的评估往往与西方投资者不同。

许多全球竞争者只能以纽约或伦敦

通常，西方投资者对于公司估价注重
于贴现现金流等类别的信息，而中国

乏对本土法律实践经验和文化沟通

投资者看重能在中国扩张的技术的重

能力。

大战略价值、与目标关系或者交易中

我们竭尽所能满足客户的需

可衍生的关系、目标公司与中国推行

求。我们不仅精通法律知识，也懂

的一带一路战略同步等等。

得客户需求，更熟知企业的业务领

中国的投资者最终会着力将交易

构建在维护其瞄准的战略价值上。对

Dentons在波兰是毋庸置疑的在各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研究捷克以及中欧

领域都最具实力的律师事务。而波

市场的机遇。

捷克共和国与匈牙利同样也处于领先地位。

地区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兰是中欧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同时，我们在
近两年来，有50名律师精英从其他著名律师

事务所加盟我们大成Dentons办公室，其

中不乏真正的明星律师。得益于这些努力，
我们将成功延续到了斯洛伐克。因为通常在
斯洛伐克共和国投资的顾客，也会在捷克共
东欧地区的核心市场，我们具备很强的业务

通“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进欧洲的

会议，开始探讨如何有效加强司

于业界领导地位。

过中东欧向西可辐射欧洲，是打

与中东欧国家举行最高法院院长

重要桥梁。

法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
战。

和国、匈牙利、波兰等国进行投资。对于中
覆盖能力，并且在该地区的法律业务方面处
在您看来，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捷克共
和国重要性如何？

于出售者及其顾问而言，应该义无反

显然，语言的差异与法律系统的不同是主要
挑战。就我们中东欧团队的合作经验来说，
商业文化的差异往往也是非常关键的。

例如，在中东欧地区国家，较大的标的往往
通过高度中立与严格的拍卖程序进行交易，
因而拥有严格的时间表，同时所有竞标者都
会认真遵守。

中国投资者有时对于交易的知悉较晚，

需要花时间雇佣咨询团队，同时还需要更长
的尽职调查程序（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内容需
要翻译成中文），此外还有经过多层审批。
这削弱了他们从竞标中获得胜利的机会。除

而去年中国最大律师事务所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研究捷

Dentons成功实现合并，成为一

的投资实际上仅占据了他们投资比重的小部

者参与的巨大利益，而由此做出相应调整。

且在中国和中东欧主要城市均有

目可观的投资。

业合作伙伴感到惊奇的，中国投资者具有的

球58个国家143个办公室13,500多

与的市场都展开合作。在中国，我们拥有40

式综合法律服务，为双边投资者

超过十万间中国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克以及中欧市场的机遇。中国公司的在这里

非竞标出现意外或者出售者洞察出中国投资

家全球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分，但对于捷克共和国与中东欧地区却是数

能否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些可能会令欧洲的商

办公室。大成Dentons目前在全

我们与中国的投资者在几乎所有我们参

为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桥梁

大成与欧美顶尖的律师事务所

通、销售和品牌塑造在中东欧地
进。而捷克处于欧洲的心脏地

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表示，捷

此外，另一项不同是对标的公司

例如，我们在捷克共和国就是

多趋势。可喜的是2016年5月中国

名律师为中国和中东欧提供一站
中东欧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格局中，地理位置优越且独特。

职调查的一部分。

土服务”。

其在英国退欧背景下中国可以通

的全面辐射。

（了解你的顾客）以及出售者前期尽

国则是中国的，实现“全球智慧，本

应尽快开启相关谈判，形成常态

升，跨国民商事投资和争端呈增

合作有助于中国在欧洲经济利益

常 将 上 述 信 息 看 成 是 正 常 的 KY C

务所、在波兰则是波兰的，而在中

断增大。随着经济合作水平的提

带，加强与捷克的战略伙伴关系

密。而中东欧地区的出售者通

在捷克共和国我们是捷克的律师事

中东欧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区的本土化，进而向“欧洲化”迈

债务状况等信息看成是商业秘

个区域都是国际化的本土的律师。

地位如何？

间的司法合作和法律服务需求不

和纽带，实现我国产品生产、流

股东、财务报表以及融资来源和

大成Dentons在中东欧地区市场的

易和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彼此之

地区的地缘优势，把中东欧作

中国投资者倾向于将诸如其

国际律师事务所，这意味着我们并

的机制化建设，巩固关键领域的直接投资，

路”建设，中国与中东欧各国贸

中国企业应充分发挥中东欧

比较陌生的。

进作用有限。为进一步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

相对滞后。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

发展格局中，地理位置独特，尤

资者的这点特性对于欧洲伙伴而言是

大成Dentons是一家多中心的

域以及企业业务所在地的情况。

流与合作是中捷两国合作中属于

东欧地区合作有哪些重要机遇？

本浪费在无法达成的交易中。中国投

Dentons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下的自由及便利化安排，对贸易及投资的促

路”建设顺利实施提供更加有力的

您认为中国和捷克共和国以及中

解决主要争议，以此避免将时间和成

与其他国际律师事务所相比，大成

为中心能向客户提僵化的服务，缺

拉近投资关系并优化投资结构是双方需要共

出。而欧洲的文化则是尽早在谈判中

斯洛伐克共和国管理合伙人

性强。投资主要为支撑个别项目，尚
未形成产业链。如何通过产业合作来

business

Ladislav Štorek, 捷克共和国和

领先的捷克法律事务所。而我们的

最后，司法与法律领域的交

兴业保驾护航。

法律

其次，相关行业领域的商业交流

化合作。

法律支持，为双方的企业家投资

60

善。2015年中方对捷贸易顺差扩大

中国和中东欧地区主要城市均设
有办公室，愿意和积极为“一带一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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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双边贸易失衡状况有待改

不足，造成总体投资规模偏小，波动

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丰富多彩，
两国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

INZERCE ▲A161002976 ▼A161002977

法律

提供保驾护航。

间办公室以及3000多名律师。据此，我们向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在捷克共和国与中东欧

特性？
首先，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具有不同的谈判文
化。中国投资者经常将预计会产生困难的前
提问题延后讨论，或者对于一些争议内容进
行暂时的放弃，但在日后的谈判中会择机提

顾地尽早在交易中识别出这种战略逻
辑，未雨绸缪，以积极应对由此产生

的问题。

因此，律师的角色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准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完全正确，拥有中国律师作为律所交易团队
的成员，对于与中国投资者合作是非常重
要的。例如，在M&A交易中，中国投资者

对于欧洲式的买卖协议的来龙去脉知之甚

少，往往在遇到诸如“目标企业封存式交易
(locked

box)与完成决算调整”，“特约条

款与赔偿条款”等等的概念时，需要对他们
进行提醒与说明。

确实，存在一些为数不多但至关重要的

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也
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我们的客户去雇用有经验
的本地律师。当然，最为理想的做法是聘请
一家在中国和中东欧均有本土办公室的律师
事务所，两边律师作为一个团队参与交易全
过程。

大成Dentons律师事务所将利用领先

的行业地位帮助前往捷克共和国和其他中

东欧地区的投资者，为其搭建起中国与中东
欧双边文化、商业与法律交流的桥梁，为您
搭建起中欧双方的文化、商业与法律交流的
桥梁。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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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为什么中国企业会在西方进行大宗收
购? 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增长, 所以比起西

速度持续增长。这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所经
历的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政府

最初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自然资

也意识到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

源为主,如十几年前，这些交易主要

等能源行业。然而, 在过去三至五年
间，这一现象已经改变: 中国企业现
在不再只是瞄准自然资源,他们对欧

洲的很多行业都有兴趣。一方面，
欧洲是中国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
一个可以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地方
（主要在德国、意大利、瑞士）。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意识到，当面
临产业升级时，技术和创新是必不
可少的。此外，这也与大多数中欧
和东欧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例如电

站、道路等项目的投资。不只是中

永远持续下去的。中国经济早期的
增长是依赖于大量的货物出口和大

中国不再只
是世界工厂

规模工业生产，但现在则更多地关
注于国内市场消费和服务行业。中
国将不再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世界
工厂。

我们在技术领域的发展非常
迅速,包括先进的机器人技术
和在未来将会非常繁荣的医
疗保健科技。毕马威(KPMG)
中国的联席主席陶匡淳
(Honson To)说道。
作者 Jiři Zatloukal

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钱通过消费来
弥补某些的行业亏损？
是的，我想是这样，当比较在

2008/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消费
者和美国消费者，我们发现本质区
别在于，中国消费者不是负债者，

图片 Hynek Glos

相反，他们有一大笔储蓄资产。问

国企业，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样

题在于他们没有地方去投资，股票

的做法，实现在“一带一路”(相当于

市场波动较大。对于谨慎的投资者

以前的“丝绸之路”,编者注)的新倡议

来说，那里不是配置资产的最好的

下，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

地方。另一个的选择是物业投资，

所以我们见证了房地产市场是如何蓬勃发展

中国企业还在意大利、英国和捷克共和国收

起来的。我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并且已经

购了足球俱乐部,而有时这些投资的收购价格
形象吗？
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体育产业。自1984年以来,
中国一直派出强大的运动员队伍参加奥运
会，而足球更是其体育产业的重要一环。国

家主席习近平曾说,他希望将中国建成一个强
大的足球国家,这可能也是中国企业收购欧洲
足球俱乐部的原因之一。

在捷克的中国企业最感兴趣的行业是什么？
他们已经在房地产和酒店业进行了收购，也
投资了航空和工程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渐扩展至国界以外,
中国企业投资的领域还包括了旅游业和娱乐
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投资了一些海外的酒
店,其中最大的是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中国企业还收购了连锁影院，并将酒店

和电影院这两样结合在一起经营。中国人越

来越富裕,可以实现包括旅行在内的更具个性
化和有趣的生活方式。就捷克共和国而言，
目前看来酒店和游乐园两个项目更能吸引中
国企业。

很多捷克的公司也正在紧紧盯住中国市场。
那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风险是
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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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未来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为供给侧发展对中国的
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
教育与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样

明显过高，他们的目的是想树立更好的品牌

business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以每年10%的

方，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集中在非洲的石油、天然气、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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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在尝试提供——社交网络、医疗、养老、教
育等公共服务。目前，中国人必须有足够的
储蓄才能够负担得起。政府现在正在努力建
立这种社会网络，希望这一社会网络能够缓
解人们的压力。中国人肯定有一定的积蓄，
只是很多人没有把握把钱投资在哪里，或者
想为退休生活储备。

相比欧美市场，中国股市波动较大。那它会
不会崩盘呢？
我认为中国股市之所以如此波动是因为它非

常年轻并且尚未成熟。它成立于1992年，相
对于纽约或日本股市这是一段相当短的时
间。当你同时考虑少数的机构投资者和大量

毕马威中国(KPMG China)主席 也是毕马威全球董事会、全球执行委员会、全球投资委员会和高增长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陶匡淳拥有多年咨询服务经验，专责为中国内地的跨国公司
和投资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审慎调查、估值和并购交易的咨询等。过去两年来，陶匡淳致力推动本所为中国市场的客户提供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专业

的中小个人投资者时，股市总是会出现波动

咨询，也协助银行业客户处理中国境内的不良贷款问题。

资者相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拥有资金、信

少的是什么，因为中国人大多是优秀的谈判

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坦率地说，机构投
息、人力等优势，也更熟悉交易流程。一些
中小投资者交易起来会较为冲动，更像是投
机者。

您能对正在中国寻找机遇的捷克公司提出一
些建议吗？
中国市场对外商投资一直开放态度。每一家
外国公司都需要准确的知道它们为什么来投
资。捷克公司必须提出一些中国公司所没有
的东西和想法，同时也必须了解中国经济缺

者,他们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不

仅仅是捷克公司，其他国外公司都应该清楚
地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才能在与中国公司的谈判中有所
突破。

发展的部分，所以这两个领域不是投资的最

高级机器人、电子商务和健康医疗等领域，

佳选择，同样，钢铁制造业也不是投资的最

这些领域在未来将会非常繁荣。教育与先进

好选择。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是技术领域、

的农业技术同样也是快速增长的领域，因为

毕马威捷克共和国 与 毕马威中国
毕马威中国和毕马威捷克共和国都是毕马威国际网络的成员。1992

供给侧发展对中国的未来具有重
要的影响。中国有13亿人口，很
多食物需要进口才能满足需求。

中国经济的哪个领域增长最快？

年,毕马威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国内合资开业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每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都可以产生

您建议投资者投资哪些领域？

毕马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更早在一九四五年，在香港提供专业

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对于已经

我已经谈论过了“双速”经济。工

服务逾60年。自1990年以来，毕马威捷克一直致力于服务众多公

开放的中国经济来说具有无限的

业和制造业是“双速”经济中缓慢

司客户以及捷克共和国经济的发展。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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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了中国游客的经济实力”

旅游业
正在增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
游客来到捷克游玩。“直航
航线和签证发放数量的
增长，在这个趋势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捷克旅游局局长
Monika Palatková 说道。
作者 Markéta Žižková 图片 Martin Pinkas

来访捷克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到底有多

来到捷克的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群？

您正在推广捷克的什么形象？

显著？

排第一的人群是30至44岁，大概占到一半的

我们长期的全球策略是品牌：捷克共和

去年，总共有28.9万名中国游客，这是高达
37%的巨大增长。今年的增长率略有降低，

目标人群正在向低年龄段转移。同时，中国

国游客排名前10名内。

150欧元每人每天。但是基于其他的调查，

国——满是故事。我们将持续的使用它至
少到2020年。逐渐的我们会为它增添不同的

内涵。今年的总体主题是查理四世的诞辰纪

去的两年中，中国游客一直都在捷克来访外

游客也属于消费最高的游客人群，数据是

这个趋势将如何继续发展呢？您早前估计今

我们知道富裕的中国游客的购物花费平均在

最近在布拉格进行婚纱照拍摄的潮流正在亚

你在使用什么样的渠道将捷克介绍给中国游

对于亚洲的客户，很典型的情况就是快速的

主要季节还没到来，因此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是更多直航航线正在开启。今年8月份，

700欧元每天。
客呢？

念，明年我们会推广巴洛克风格。
洲游客中增长...

穿过这个国家，拍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将照

布拉格和四川省的直航会开始运行，这是中

在中国，我们有三间海外办事处——北京、

片带回家。这种情况与假期的长度相关，也

也在满足签证发放数量的增长。因此，我们

广沟通——直接与旅行线路组织者沟通、通

的社交群体分享这段经历。婚礼业的发展是

能将中国游客和俄罗斯游客进行对比吗，后

社的沟通，我们会用巡回展览、展示会、有

国与捷克之间的第三条直航航线。各地使馆
应该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上海和香港。我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推

和文化相关。回家后，他们会与一个更广泛

过社交媒体和传播媒体与客户沟通。与旅行

一个新趋势。新婚夫妇可以被分成两种人

者的数量相反地正在下降？

趣的旅行和由捷克官方代表参与的更大型的

在今年的二季度，分别有9.3万名俄罗斯游客

次在中国举办了。中国的社交网络是非常特

和9.6万中国游客。这是第一年出现中国游客

数量超过俄罗斯游客数量的情况。但是俄罗
斯明显在总停留夜数上领先。中国游客相较
而言，在捷克停留时间更短，大概为1.7晚。

他们通常将捷克和其他目的地，例如德国、
奥地利或者匈牙利，结合起来作为一次的出
行目标。因此，作为合作，我们正在尝试与

64

们大概占到了40%。不像日本游客，我们的

大概是17%，但仍然是个亮眼的数据。在过

年可能会接待总数超过35万的中国游客。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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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另一个人群是15至29岁的年轻人，他

波兰和斯洛伐克进行共同路线产品的沟通。

事件的方式进行。今年，已经是捷克日第二
殊的。我们正在应用中国的微博和微信进行
推广。此外，我们还使用中国的电视频道。
我们在中国一个很流行的被称为《天天向

上》电视节目中展示了捷克共和国，这个节

群。非常高端中国客户可能会租下，比如赫
卢博卡城堡，一整天，他们还会邀请其他的
婚礼宾客一同前往。但这样的客户并不是很
多。第二类客户一般只有一对年轻人。他们
只会租下城堡一小时，然后穿着婚礼礼服进
行拍摄，真正的婚礼会稍后在中国举行。在
婚礼上，他们会展示这些婚纱照，不仅仅是

目大约有1亿观众。两年前，一部流行电影

在布拉格拍摄的，通常还有在其他欧洲城市

摄的。影片将布拉格展现为一个历史悠久又浪

许多天。捷克在这方面有着一个神秘地方的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就是在布拉格拍

拍摄的。一些城堡在旺季中都被这样预定了

漫的地方。它对于旅游业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名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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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世界 business

汽车

business

最好的斯柯达速派(Superb)。

斯柯达近些年在神州大地上
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地盘。

从2010年起，中国市场就成为了
斯柯达的主要市场。

自2007年起，从明锐(Octa-

via)车型的生产和推出开始计

算，斯柯达在中国的年度交付数

量从27300辆攀升至去年的281700
辆。截至现在，它在中国市场已
经销售了180万辆汽车。

中国是斯柯达的
第一市场
斯柯达近些年在神州大地上成功地建
立了自己的地盘。从2010年起，中国
市场就成为了斯柯达的主要市场。
作者 Jaroslav Matějka

图片 škoda AUTO

通过这个成绩，斯柯达追赶

销售数量达到了21400辆车。同时它的领导
认为它还能有更好的表现。

68

条清晰锐利的大型越野车Kodiaq。这款原创设计的车型，受到

了捷克立体主义和传统捷克水晶
玻璃制造艺术的影响，连同关键

车型明锐和速派(Superb)，应该

研发的新一代旗舰速派，于2015年10月下旬

以姆拉达博雷斯拉为基地的汽车制造商在去

汽车的首席设计师Jozef Kabaň打造（他曾

确认了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他访问了位于安

年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的访问中

引中国市场的注意。

首先登陆的是明锐
在2007年年中，斯柯达汽车开始在中国生产明锐车
型。一年后，在上海都市区的安亭，在与伙伴上汽大
众汽车的紧密合作下，进行小型车晶锐的国产化。在

Kodiaq的出现

斯柯达汽车。目前，该传统捷克品牌的车型在中国南

几天前，斯柯达在柏林全球首发了一款线

京、仪征和宁波的上汽大众汽车的工厂中都有生产。

-

准备的越野车野帝(Yeti)

拥有7个系列车型：Citigo、晶锐(Fabia)、

总部依然位于姆拉达博雷斯拉

特别版。此外，斯柯达

昕锐(Rapid)、明锐(Octavia)、野帝(Yeti)、

能车(CUV)和用其他方式驱动的

汽车公司、上汽集团和

“中国消费者对斯柯达汽车品牌和捷克

主席习近平与捷克总统

斯柯达汽车在中国国家

数年中，我们会在我们最大的市场中通过有
吸引力的越野车型扩大攻势，继续完成这个
成功的使命”斯柯达汽车董事会主席梅博纳
(Bernhard Maier)说道。

斯柯达与上汽集团。斯柯达汽车董事会主席梅博纳(Bernhard Maier)与上海
汽车集团总裁陈志鑫今年于布拉格签署了价值二十亿欧元的联合投资协议。

斯柯达汽车
世界最早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成立于1895年，

今年三月德国大众

工程师的艺术有着强烈的需求。在接下来的

右下图，斯柯达推出了一款新的越野车KODIAQ。

这里生产了为中国市场

中国工厂的生产线。

汽车。

斯柯达Felicia报以热烈的掌声。

亭的上海大众的工厂。

的汽车还来自另外三间

跨界多功

观众们向赢得中国国际名城经典汽车拉力赛的老爷车

汽车。

推出，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速派拥有现代和独特的设计，由斯柯达

右上图，中国国际名城经典汽车拉力赛。

近年来，斯柯达已经在中国市场销售了超过180万辆

在最高的水平上

能够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充分吸

还会引入新的车类

2013年6月，生产线上产出第一百万辆中国生产的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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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ia)到大型的速派。就在最近，全面重新

一定能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品味。

外，对于这个巨大的亚洲国家，

就在这个13亿人的国家里建立了5

仅仅在7月份，斯柯达就同比增长16%，

列车型，现在已经翻倍了 – 从小型的晶锐

还拥有创新的技术和无可匹敌的内饰空间，

的只为中国开发的车身。除此之

人知道，早在1936年的时候，它

欧洲先锋之一。

2012年中国市场的斯柯达还只提供三款系

车型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business

经是布加迪威龙的主要设计师）。此外，它

它的上市会伴随着一个特殊

上了一段遥远的历史：只有很少

个办事处，属于中国本地市场的

成功的六款

10月份，一款全新的斯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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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Kodiaq以及速派(Superb)
在2015年一共向全球用户交付超过1百万辆汽车
自1991年后，归属大众汽车集团，最成功的汽车
集团之一。被合并后，它依然独立进行生产，
并且除了汽车，它还开发各种部件，例如发动机
和变速箱
在捷克共和国拥有三个生产基地；它还主要通过

米洛什·泽曼会面的备

集团合作在中国、俄罗斯、斯洛伐克和印度进行

未来几年对于斯柯达车

伙伴进行合作生产

到二十亿欧元。

并且活跃在100多个市场上

忘录上签字，其中列明

生产，同时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与当地的合作

型范围扩张的投资将达

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超过26600名员工，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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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贾女士，您的商会在布拉格已经运作了

面，推动两国全方位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

多长时间？还有它的目标是什么

多成果。

呢？
格兰特欧洲商会已经运作近8年，我们
的目标是整合中国和捷克及中东欧地
区双边多边资源和市场需求，加强政
府、商协会、企业之间交流，推进中
国在“一带一路”1+16合作平台上与沿

途各国投资、经贸、科技、教育、体
育、旅游、养老产业等领域合作。

今年，中国和捷克之间的关系正在变
得更加紧密。您现在也在邀请许多知
名的商界人士。能不能告诉我，谁已
经应邀来访以及谁计划今年来访呢？

您在捷克共和国生活了多长时间？您

捷克目前
是潮流
格兰特欧洲商会会长贾建萍女
士长期致力于捷克与中国的关
系发展。她非常高兴，在今年
中国国家主席的访问之后，中
国商业界的最具影响力的重量
级人物们也将来到捷克。

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28日应泽曼总统邀
请，率大型政府代表团访问

作者 Jan Müller

图片 Martin Pinkas

捷克，习主席与泽曼总统代

年，捷克已成为我生命中第二故乡，
我爱我的祖国家乡北京，也同样热爱
我的居住国捷克，因为捷克有着美丽

PBS大比泰什

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历史，和善
良友好的人民。

为方便生活和工作，更好融入捷

中国民用航空局授权

克主流社会，我一直非常重视捷语学

20年的向中国交付飞机技术的经验

繁忙，还要经常出差到中国，没有

北京设有业务办公室

习，早期因孩子小，工作和家庭事务
时间进入学校正规学习，

辅助动力装置、环境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供应商

中遇到的单词、句型、语

合作夯实了基础。我商会受

法都记下来，挤零碎时间

中国贸促会委托，为习主席

中国直升机 AC313

自学，10余年来基本每天

随行精英企业家代表团组织

使用的PEJ Saﬁr Z8

晚上照顾孩子睡觉后，不

安排了与捷克企业B2B经贸

管多累都咬牙起来，处理

洽谈会。

完工作业务，再学习捷语

今年我们商会已邀请近

和工作所需专业知识，阅

20个中国政府高层和知名大

读历史人文、经济管理和

型企业代表团访问捷克，如

相关专业书籍等。我最大

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率

的心愿是退休后，继续圆

领的陕西省政府和大型企业

我进入大学学习捷语的梦

代表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UAV使用的涡轮喷

想，在捷克度过充实圆满

公司张晓松总裁代表团，中

的夕阳人生。

国经济日报徐如俊社长代表

气发动机

我和我的先生徐鸣有

团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曲秀

两个孩子，他们都出生在

丽副市长率领的公务代表团

捷克，女儿读大学，儿子

等，及9月下旬即将访问捷

读高中，他们喜欢在捷克

克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许

生活，喜欢捷克饮食、文

强董事长代表团，和黑龙江

化、艺术、体育，有很多

省商务厅赵武君副厅长民政

捷克同学朋友，中国人有

厅魏峰副厅长率领的公务和

中国飞机 JL-8使用的

深厚的亲子理念，哪里有

商务代表团等。

孩子哪里就是家，同时我

在您看来，发展捷克-中国

ECS K-8

们也有很稳定的事业，在

双边关系最重要的东西是什

捷克和其他欧洲国家又有

么？

很多亲属朋友，已非常习
惯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

发展中捷双边关系最重要的

的自然环境和安静优雅，

是两国政府和人民要本着真

及随处可见的人文历史艺

诚互信、耐心包容、互惠共

术底蕴，我和先生希望陪

赢的原则和态度，牢记中捷

70

我和我的家人在捷克已生活工作23

身带个小本，凡工作生活

信、开展全方位各领域交流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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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未来也待在捷克呢？

读了2个月捷语，平时随

系协议，为建立双边政治互

互信基础，珍惜来之不易的两国关系良好局

过去如何学习捷克语？还有您是否有

我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仅仅

表两国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

传统友谊，夯实双方政治

INZERCE ▼A161006081

关系

会长贾建萍、副会长Zdeněk Krýsl
以及副秘书长Veronika Putnová

同孩子及亲友们在这块美

丽的土地上一直生活下去。

www.pbsvb.cn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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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是，这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

人。他不理解中国的做法，因为他过于重视

的。这可能就是许多中国大型企业在海外遭

过于严苛的遵守标准流程，而标准流程太长

政府机构间和机构采购的环境中是不可接受
遇严重问题的原因。

产品、他对于技术方面过于信服和依赖、他
了...

主要就是快

欧洲人尤其是捷克人不太喜欢夸大的说法，

因此，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欧洲企业的努力

最好的。他们认为这有点令人尴尬，尤其
是当一家只有平均水平产品的公司这样宣称

的时候。很明显，成为世界市场的头名是
很难达成的目标，捷克人和欧洲人的品性
驱使他们采取渐进式的步骤来

根据市场的客观变化、政府做法的改变
和关键伙伴的变化，形成了这种中国式急
促，并且在匆忙和减速两个不同阶段变换

世界上最大的？
例如大声反复的宣誓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或

的加班，没有周六日假期。

方向是产品创造，而中国企业则追求市场地

着。从外部的欧洲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几
乎无法理解的。此外，急促并不是一个好的
导向。它更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出现，而如果

位。根源在于不同的传统。在欧洲家族企

有人尝试去掩盖这些问题那更是错上加错。

员，以求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同时向市场宣

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而中国企业

业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他们的产品和技术人

随着情况的发展，西方的伙伴能够很明显的

传他们的适用性。而中国企业和管理者的视

方面却很沉默。

实现它。首先，有一个想法，
然后确保其实施和融资，再然
后创造一个创新的产品，这是
欧洲企业的一般步调。但是，
中国企业的愿景则是由标准形
成的：我们首先会成为中国最
大的，然后成为世界最大的。
宏大的目标和规模都基于中国
市场的大范围生产和销售。庞
大的规模之所以成为愿景和目
标，还因为中国企业的战略高
层，相较于行业内的专家，他
们更像是说客和公关经理。他
们的首要任务是和政府官员建
立良好的关系。这其实体现了
中国经济的属性，即经济在外
被国家宏观调控的同时，在内
也有很强的国有成分存在。许
问题就在于捷克人和欧洲人都
不懂中国人“诚意”的含义，也

没办法在实际中去识别它。他们会
从另一个更实际的角度看待合作。

相较于“模糊的诚意的定义”，捷克
人和欧洲人认为商业计划首要的就

是“有效性和实用性”，他们会很自
然地认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就是能
实践诺言的和表现忠诚的。

那到底什么是中国人的“有诚

意的合作”呢？中国合作者会尝试

通过聚会、喝酒吃饭、最高层互访
来加强合作。在这些活动中之中，
合作双方会逐渐显露他们的真实意
向和习惯，然后更放得开并且学会

如何和对方沟通。这个互相熟悉的过程自然
包括自我财富、权力和与政府良好关系的展
示。但是，绝大多数的捷克公司，将这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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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看作中国式漫长的合作氛围。对于他们而

入乡随俗
在中国文化中，“诚意”是基本的达
成未来合作的准则。但是为什么对
于捷克的商人而言，经常难以理解
呢？为我们给出答案的是维特· 沃
伊达（Vít Vojta），一位精英翻译人
员，他曾为今年来访布拉格的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翻译服务。
作者 Vít Vojta 图片 Martin Pinkas, čTK

言，这些行为作用不大并且很没有
必要。

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加强

的“诚意”，反映了他们想要消除风
险的意愿。但是捷克人主要通过合
同约束和付款方式来消除风险。合
同条款，虽然有时仅是宣告性的，
也依然会尝试去遵守。如果出现了
违反合同的内容，那么就会有相应
惩罚，而惩罚对所有人都是公平

的，无论是已有交情的亲密伙伴还
是初次相识的远方贵客。

但是中国企业，相对而言，则

允许因为“客观的”条件而进行频繁
的改变，然后为此道歉，原因是国

家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变动，事实上他们将这
称为“不可抗力”。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实现早

先的承诺，然后他们会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个
友好的解决方案，并将之称为“我们的共同

多经理人感觉就像一名公务
员，他们的行为也如同政府官
员一般，拥有着相同的基本处

世之道 - 不能犯任何错误。这
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笑
话。政府官员如何玩官僚主义
版的米卡多游戏棒？答案是，

2016年3月28至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捷克共和国

谁先采取行动，谁就输了。

线依然聚焦在诱人的巨大国内市场上，需求

和国家层次的实际立场，它会致力于让自己

市场就不会被别人占据”。他们喜欢价格战

最好是主管部门提前批准的...这种管理决策

标就是能尽快去生产产品。

被称作“国情不同”。频繁出现外国企业不懂

管理方式。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自然的

法上的不同。实际中并没有明确的正确和错

快的。相反的，他们会感觉是不是隐瞒了什

动上和与党和政府官员的会议上。所有公司

至于在欧洲区域内的合作，还烦请中国企业

中国经营者的对面则是捷克方面，经过

本身处于次要地位。这就导致了在短时间内

家出口自己的文化，结果可能是很有限的，

捷克方面被看作是不理解我们的顽固的外国

的大量人力投入，团队的大部分人需要持续

谚语：“入乡随俗”。

大公司的管理决策的制定都考虑到了党

驱使他们加快其产品的发展，“这样我们的

的具体活动都在现行政策的框架之内进行。

和简单的解决办法，包括仿造国外型号，目

和工作作风是很难向外国人解释的，因此它

这样的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计划和时间

进行了历史性国事访问。3月29日习主席出席捷克总统
泽曼在布拉格总统府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泽曼总统在
2014年10月和2015年9月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访问。
两国元首的关系很友好。

这只是一部分双方都应该注意的工作方

的附加条款，是永远不会让外国企业感到愉

关注顶级的国内展示，例如在重点的行业活

误的解决方法，只有更充分和合适的办法。

么东西。

行动必须服务于这个位置和关系建设，产品

方面尝试更多的去理解和适应。在不同的国

几次不成功的关于工作方法的广泛的辩论，

追求技术发展的不现实性，以及因此要付出

因为世界上所有地方都适用中国的一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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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政治领域退休之后，你投身于中国

你的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发展与技术协会

和捷克商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上。为什么

(New 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Develop-

专门选择了这个方向呢？

ment&Technology Association) 的愿景是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并且中国

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将亚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和工
业中的人和企业连接起来，主要是中国和捷
克。我们希望不仅能够提升双边贸易，而且
还能鼓励技术和思想交流。

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

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经济体只不过是时间问

什么领域拥有最大的潜力？

题，历史上它一直处于

对于出口强劲和以工业为

这个位置直到19世纪。

基础的捷克经济而言，中

此外，中国正在停止仅

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机

仅充当廉价出口产品的

会。我们有强大的工业传

生产工厂的角色，它开

统，在所有欧洲国家中

始把重点放在满足国内

（除了德国），我们是与

需求和追求先进的技术

中国的工业行业联系最紧

上。因为在过去的40年

密的。许多技术，在捷克

间，7亿中国人口跨过

或欧洲的市场太小，明显

了贫困线，在这个全球

更适合庞大的中国市场。

独一无二的社会转型之

举个例子：我们开发的技

后，现在的经济目的是

术，镉污染土壤净化，从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中

实验室阶段发展到工业应

国经济在一些领域拥有
非常先进的技术，而在

某些领域，如生态领域，则需要寻找和购买
现代技术，而这正是捷克公司的大好机会。

你对于有兴趣在捷克共和国和中欧地区开展
业务的中国合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我不认为来自中国和中欧的企业家之间存在
特殊的问题。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通常的文
化差异，而这很容易通过包容和礼貌来克

服。所以，最大的障碍可能是语言障碍。欧
洲几乎没有多少人懂得中文，同时欧洲小语
种，比如捷克语，你也不能指望在中国环境
中有很多人懂。所以主要使用的仍然是英

语，但它的掌握情况在中国和中欧地区非常
多样化，很难评估。
INZERCE ▼A161005811

布拉格，
丝绸之路的起点
前任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
清楚知道，自己决定将精力
投入到捷克与中国关系上的原因。
作者 Jan Müller

图片 捷克新闻通讯社 (ČTK)

捷克前总理将与中国的合作看作一
个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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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达州的绿色任务
彼得·内恰斯的“丝绸之路”最新的项目
之一是接待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的代表团。
代表团领导包惠女士，在布拉格佐芬的著
名建筑中举办的商业论坛上，表达了达州
市与捷克企业合作的极大兴趣。中国代表
团主要关注的是环境科技领域和“智慧城
市”项目。
在与捷克商业界和学术界的主要代表的会
议上，中国的合作伙伴被捷克公司用于改
善环境的技术和专利所吸引。
后来，作为会议的一部分，达州市和捷克
企业和研究领域代表，举行了相互合作的
多边协议的签约仪式。

用阶段不会有很好的经济

回报，因为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污染地区。
但在中国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可以应用该
项技术的地区。因此，这项技术的工业应用
突然拥有了完全不同层次的经济影响。

总体而言，在工业领域我们给中国的印象是
几乎达到了德国的质量但是价格明显低很
多。
关于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我认为在中国有两
大机遇。那就是医药行业、医疗以及健康和
社会保障机构的合作，在这些领域我们能够
提供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质量价格比。特
别是老年人的健康和社会保障领域，由于中
国的人口发展，将带来巨大的机遇。

INZERCE ▲A161002673 ▼A16100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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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的

捷克

啤酒厂

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州持续地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

地区的经济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了，新
的行业成长了：汽车、生物技术、信
息和通信技术、电气工程或者清洁能
源技术领域。此外，科研机构的数字

摩拉维亚 西里西亚州
想要捷克 中国科技园
摩拉维亚北部是传统的工业地
区。现在重工业还加上了先进
的科技。而它想让中国的企业
也参与其中。

也在增长。”州长米罗斯拉夫·诺瓦
克说。

优良的传统和地理位置
该地区已经拥有200个外国投资者。地区政
府认为现在重要的是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的合作开始于2013年，州长米罗斯
拉夫·诺瓦克与江苏省的合作代表签署了备
忘录，去年该地区还与河北省建立了合作关
系。

“合作中最重要的是促进投资和中小企业

之间的合作。我们要在科学、技术、文化、
旅游、人文、环保、钢铁生产、工程机械、

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进行合作。”米罗斯拉夫·
诺瓦克说道。“我们在冶金和机械工程领域依

然非常强大，同时我们还专长于从事先进材
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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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地区的公司能为中国提供什么

州长米罗斯拉夫·诺瓦克是中欧省长（州长）
协会的两位主席之一

排进行学生和教师交流。在雅纳切克
爱乐乐团成功的巡回音乐会之后，双
方出现了更多文化领域的合作机会，
同时还实施了一项温泉治疗的联合项
目，中国的孩子们会前往卡尔洛瓦斯
图丹卡(Karlova

呢？“我们是有着悠久工业传统的地区，同
时我们也在逐渐改造已经失去了原来存在目
的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向投资者提供各

种战略规划完成的工业区域，以及创造就
业、技术购买和税费优惠的可能性。除此之

Studánka)接受温

泉治疗，那里拥有中欧地区最干净的
空气。在山西省代表和商业领域代表
第二次对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州的出访后，
数年来，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州州长一
直致力于推动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州与中国

克与动态发展的波兰经济之间的战略位置。

瓦克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省长和中东欧地区代

技术教育系统、良好的交通便利以及斯洛伐

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发展。米罗斯拉夫·诺

当然，还有勤劳的人民。所有这些都能够吸

表（州长）协会的两位首脑之一。该协会的

的投资者。”米罗斯拉夫·诺瓦克说。
学生和教师交流

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他们已经在俄斯特拉
发技术大学和俄斯特拉发大学展开合作，安

参观啤酒厂

双方已非常接近合作协议的缔结。

外，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州还提供，成熟的

引，例如想要建设现代捷克 - 中国科技园区

餐厅

任务是促进经济、交通、物流、基础设施、
环保、农业和现代技术领域的合作。此外，
该协会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去发展相
互间文化交流、推广旅游业以及创造一个医
疗保健方面经验交流的空间。

www.pivovarnarodni.cz

餐厅花园

business

复杂性图集)》，捷克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排

名第7，这表明了捷克对于全球供应链的非

常彻底的融入。捷克共和国，
不仅拥有工业上的吸引力，还
在过去十年中成功地吸引了跨

经济学家 ：
我们是欧洲门户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投资仅
占全球GDP 0.3%的国家有什么
意义呢？答案当然不是捷克的
经济的规模，而是它的地理位
置，一位领先的捷克经济学家
Miroslav Zámečník说道。

国公司大量投资建设共享服务
中心以及发展和研发中心。这

仅是东欧地区和俄罗斯，还有中东地区，传
统的捷克工程产品都享有美誉，而这口碑的
建立往往是几代人的努力。一些公司，例如
皮尔森的斯柯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开始向其他国家例如埃及或者伊朗出口技
术。而在屡次战争之中，前捷克斯洛伐克是

不仅仅涉及到布拉格。国内第

领先的国防工业产品出口者之一 – 从枪械

拉维亚地区首府的布尔诺，是

经历一场复兴，包括出口新的技术等等。

二重要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摩
世界三个电子显微镜中心之

和坦克到飞机和机枪。今天，国防工业正在

生活质量
布拉格是外国人士中非常受欢迎的
生活质量的代表 – 这个捷克大都
市不仅挤满了各种历史古迹，同时
还拥有非常舒适的住宅区，其中包

作者 Miroslav Zámečník 图片 Petr Kubín

含各种宝贵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建筑。它的规模足够大而不至于成
为土气的城市，但同时它也不忙
碌，并且除了主要的旅游路线外，
也不拥挤。市中心足够紧凑为步
布拉格距离维也纳北部300公

行探索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但同时

利用高速公路从布拉格前往布鲁

好之列，并且价格还非常合理。它

里，距离柏林南部350公里。

布拉格的公共交通网络也在欧洲最

塞尔或米兰的距离和北京前往大

的文化、社会甚至体育活动都是欧

连一样。布拉格和欧洲大部分商

洲顶尖水平。如果有人希望在莫扎

业城市之间的短途高频航班非常

特进行世界首演的剧院观看和聆听

便利，让你可以在早上抵达其他

《唐·乔望尼》，那他必须前往布

城市后安排一个商业会议，然后

拉格。如果有人喜欢打高尔夫球，

在晚上回到布拉格。毫无意外
地，捷克共和国由于其地理位置

至少我们知道中国的经理们非常喜

欧洲地区的物流枢纽。

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球场数量。外

令人惊讶的工业传统

这里有许多质量出色的国际学校可

国人士也不用担心孩子的教育

程的机会。捷克的医疗体系也达到

车的制造甚至要早于19世纪末，

捷克共和国被认为是地球上最

依然是捷克共和国主要的制造

在布拉格历史中心的婚纱照是无价的

字样，那么它就是在尝试模仿“皮尔森欧克

一，并且科技创业公司在这里也发展得很

罗尔于1842年10月5号首次在波西米亚西部的

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

基础非常广泛。根据哈佛大学编纂的《The

称作主要的全球参与者，但是它们都在自己

皮尔森市首次酿制的啤酒。今天捷克的工业
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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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的名单包括了最高可容纳9000人的各式场地。客户可以租用城堡、豪宅、宫殿、寺院和教堂
的会议室，以及各种规模的文化设施、电影院和剧院。绝大多数场馆距离市中心和机场的交通都
非常方便。

我们是谁？

布拉格会展筹办局（Prague Convention Bureau）以及它的国际合作伙伴们，非常乐意为您提供
服务，让您的活动能够获得成功并且令人难忘。我们提供无偿的协助。

了非常坚实的国际水准。

现有捷克国土范围内的第一辆汽

Urquell)”啤酒，由约瑟夫·格

作为会议举办地的布拉格

–

的工业传统感到骄傲。要知道，

(Pilsner

布拉格，捷克共和国的心脏、欧洲的心脏。这座伏尔塔瓦河畔的百塔之城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熟
知，并且一直在欧洲最美丽城市中排行前列。由于其优良地理位置，它能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轻
松前往。城市的历史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收录至世界遗产名录。布拉格不仅拥有丰
富的建筑遗迹、文化遗产和历史景点，而且还拥有现代的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这个城市从来没
有“淡季”。它总是和精彩的歌剧、音乐会、戏剧和芭蕾舞表演联系起来的。

供选择，这些学校都拥有学习IB课

捷克人有理由对他们的历史悠久

工业。如果一款啤酒的标签上有“Pils”的

让布拉格会展筹办局为您组织在布拉格的下一场活动！

欢，将在布拉格及其周围发现中欧

和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中部

并且直到今天汽车及零部件生产

INZERCE ▼A161006298

分析

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显然在现今世
界拥有重要的价值。捷克拥有巨大的文化遗
产，而且不仅仅集中在布拉格，这意味着旅

好。在捷克共和国开发的反病毒程序在全球

游业将是中国投资者不能忽视的领域。尤其

捷克的公司，除了个别的公司，不能被

现在的热潮是“婚礼旅游”。为什么不呢，一

的细分市场中干得不错。在许多地方，不仅

是考虑到外国游客增量的主要来源是中国。
张以布拉格城堡为背景的婚礼照片可不能用
任何其他东西取代。

联系我们
电话: +420 224 235 159
电子邮箱：info@pragueconvention.cz
网站：www.pragueconventio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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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克朗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服务。游
贵公司能以
商品价格的
什么比例的
将产品的增
值税退还给
游客？
捷克共和国的环球蓝联

(Global

blue)向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外国游

我们退还最高
17% 的消费金额
免税购物行业最大的公司环球蓝联的
捷克分公司经理Jiří Macas在采访中
说道，现在中国游客前往捷克共和国
的情况是非常乐观的。

客退还最高17%的消费金额。

作者 Jan MÜller

图片 profimedia.cz

相较于相邻国家，这样的比例是更

在您的服务中，哪项产品对中国游客最有
利？
购物额超过2000捷克克朗的游客就可以申请

环球蓝联的免税购物服务。但是，大多数的

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个人信息、护
照号码）。当在商店进行支付时，
他可以直接向店员出示这张卡。店
员会用它自动填写退税单。这张卡
的优势是能够更快的填写退税单以

您会为中国游客在布拉格或者捷克旅游给出
什么通常性的建议呢？什么（从购物和服务
的角度）他们还不太熟悉，什么对他们有

我们还提供货币优选服务，这使得外国游客

利，什么对他们会具有吸引力呢？
对中国游客最具吸引力的是许多国际奢侈品

可以用他们的本国货币进行支付。这项服务
由我们与UniCredit bank（联合信贷银行）

牌的产品，例如：百达翡丽、卡地亚或者劳

合作提供。当在商店、餐厅或者酒店进行支

有最高17%的退税的可能，所以从购物的角

支付终端上看到他本国货币的准确支付金

有许多世界知名的本土品牌，例如：摩瑟水

货币还是用当地货币进行支付。

产品都可以是旅行中买到的优质的礼品。

们这么有趣呢？

度来看，捷克是非常有利的目的地。捷克还

额。因此，他只要做出选择，是用他的本国

晶、捷克石榴石或者Bata鞋品。这些品牌的

除了退税服务，你们还发放地图。为什么它

在我们的服务中，除了标准的增值税退税流

我们的购物地图和《SHOP》杂志，主要在布

游客数量的增长。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中国

-

发放，同时它们都有中文版本。

人、因公前往欧洲旅游的政府官员，同时他

卡罗维发利使用。游客们能够便利的在我们

图、能够利用环球蓝联免税服务的商店的导

两三个欧洲国家的较大的中国游客团队。最

可以用退到的税款进行额外的购物。在布拉

《SHOP》杂志包含了本地新闻和时尚购物世

游客。

提供这项服务，只要你的消费额超过2000捷

的增长，付出的税额的比例也在增长。此

外，这项服务还接受账单合并，但是这些账
单必须来自同一天同一个商家。

您的中国客户分别都是什么人呢？
主要是来自一线城市的中国游客，但是去年

INZERCE ▼A161005859

包括好处，都在我们的网站 www.

globalblue.com上。

付的时候，游客不需要再计算汇率，可以在

上，尤其是手表和首饰，因为随着购物价格

80

TAX FREE CARD（购物退税卡）。

游客通过这张卡输入填写退税单时

力士在捷克共和国都有它们的产品。同时还

情况，这项服务主要应用在名牌产品的消费

精
华

的免税购物更容易的服务是 SHOP

申请这张卡。这张卡的所有信息，

返还比例是所有周边国家中最高

的消费金额。

另一项毫无疑问地能够让游客们

障碍。游客们可以轻松的在家直接

外国游客在捷克共和国拥有的最大

客最高只有15%，斯洛伐克则退还最高13.5%

扣+增值税退税）。

及消除商店店员和游客之间的语言

高还是更低呢？

的。例如，奥地利和德国的外国游

客们可以获得“双重折扣”（商家折

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来自二线和三线城市的

程（当游客离开欧盟的时候获得增值税退税

拉格和卡罗维发利的5星和4星级酒店内免费

的上层阶级或中上阶级居民。他们一般是商

退税的服务，现在这项服务可以在布拉格和

购物地图包含了标记名胜古迹的布拉格地

们一般都是小团体出行。此外，还有要前往

市中心的数个退税点进行增值税退税。他们

航以及退税点位置清单。

后一组是独自前往捷克共和国旅游的单独

格，我们还在布拉格奥特莱斯Fashion Arena

界的见解，还有旨在展现本地产品、公司和

通常是在机场），我们还提供特殊的城市

人物的有趣事实的数篇主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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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感到不快，产生误会。饮食之道，“入乡
随俗”是最好的准则。另外，结帐时可别忘
了付小费，一般约定俗成的小费标准是餐费
5%-10%，多数情况下凑个整数也是不错的选

择。会付小费的游客不仅能得到餐厅服务员

了解捷克，
做美丽的
中国游客

据捷克旅游局统计，近年来赴捷旅游的中
国游客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2014年18万人

次，2015年28万人次。今年借着已开通北

住：整个欧洲宾馆评级标准都与国内不一

由于不少中国游客是第一次到捷克，甚

史、传统、人文和服务，而国内宾馆则更看

和习惯禁忌等不是很了解，导致游览时不能

有历史的古堡宾馆、人文宾馆都是四星级或

能让同胞的捷克之旅更愉快，同时也能因

期待有较大不同，游客如果不是特意体验当

重。

舒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宾馆都不

样，捷克也不例外。好的宾馆比较重视历

至是第一次到欧洲，对捷克的许多风俗礼仪

重硬件，误会也便由此而生。譬如捷克一些

尽兴甚至闹出误会。笔者希望通过以下介绍

以上的标准，可房间面积或舒适程度都会与

自己得体的行为举止赢得当地人的欢迎和尊

地风俗，还是推荐选择普通的连锁酒店更为

捷克西部北部是德国和波兰两大国，南

作者 任鹏 图片 Profimedia.cz

一拨中国游客来时报以更优质的服务。

京、上海、成都直飞布拉格航线的东风，预
计游客人数还将大幅增长，可达50万人次。

中国《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
任鹏，为您带来捷克出行提示。

的感谢，还会在此播下友好的种子，待到下

提供拖鞋和洗漱用品。

部东部是奥地利和斯洛伐克，虽曾与斯洛伐
克走的很近，但实际上捷克人更愿意把自己
和奥地利相提并论，称自己为中欧国家。捷

克2007年便加入了申根区，但至今尚未加入
欧元区，使用的货币为捷克克朗。在首都布
拉格这个著名的欧洲热点旅游城市，其城市
发达程度、游客数量和物价水平等与维也纳
已相差无几。

行：如在捷克包车旅游，要注意合同约定的
司机工作时间，捷克司机的加班费是很贵
的。在布拉格市区游览推荐乘坐公共交通，
发达的城市公交系统可以把你送到任何想去
的地方，并且在布拉格大区内地铁、有轨电

车、公共汽车以及火车都是可以一票联乘
的。公交票计时收费，有30分钟票、90分钟
票、一日票、三日票等供选择，注意上车后

衣食住行游五方面：
衣：传统上，捷克人很重视服饰，认为得体

没打时间的空白票会被视作无效车票，按逃

服饰能显示出优雅的生活态度。捷克人还

票罚款处理。此外，几年前被广为诟病的布

场音乐会在古典恢弘的音乐厅、歌剧院或庄

坐。

热爱音乐，布拉格市区每天都会有大小数十
严肃穆的教堂里举行。作为普通旅游者，在
街头和景点穿着牛仔裤和户外服饰均无伤大
雅，但要出入音乐会或戏剧表演现场，穿着
西服、裙装则更能体现出自身素养。所以建
议在捷克深度游的朋友不妨在行李中放入一
身休闲正装，以便在高级饭店、咖啡厅、画
廊和音乐厅等场合穿着，更自信也更亲近当
地文化。

食：在捷克可以品尝到中欧地区的所有美
食，如本地的烤鸭配馒头片、德国的烤猪肘
配酸白菜、维也纳的炸猪排和匈牙利的牛肉

炖土豆等。不过捷克最著名的当然是素有“液
体黄金”之称捷克啤酒了，分布在境内数以

布拉格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

一定要先找到黄色打票机，打上上车时间，

拉格出租车已经大为改观，现在只管放心乘

游：中国人口多，节奏快，到了捷克除了依
时差调整时间外还应把节奏调慢半拍，融入
欧洲悠闲轻松的生活状态里来，说话时不必
大声，排队时不必着急，购物和用餐时碰到
的服务员未必像国内那样笑意满盈，也不用

太过计较，这就是捷克人日常“平淡”的工作
状态。此外，还应注意在普通的捷克商店是

不习惯砍价的。截止目前，捷克已有4000家
商户可接受国内银联卡的刷卡消费，中国游
客还能在捷克境内的部分银行自动取款机直
接提取当地货币。

百计的啤酒厂生产各种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

如果您在以上五方面都已作好准备，那么恭

大都偏咸，因此完全不必拿出国内带来的辣

受捷克之旅为您带来的惊喜吧！

优质啤酒，最著名的是皮尔森啤酒。捷克菜

喜您，您已经成为一名准专业玩家，尽情享

Prague world

酱、榨菜等来佐餐，此举会令餐厅厨师和服

布
拉
格
世
界

fashion story

时
尚
故
事

仙
女
捷克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在森林里，
你还能找到树上的小屋和小仙女们。
她们正用由“捷克的黄金巧手”
制作出来的美丽的物件在嬉戏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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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Lucie Robinson

树屋
你想如同我们的精灵那样睡在树上吗？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Www.green-valley.cz)
Anička（安娜）
帽子：Zara（飒拉）499捷克克朗
连衣裙：Soho de Luxe 11500捷克克朗
（来自Icone商店）
Pepa（佩帕）
连衣裙：Zara（飒拉）1599捷克克朗
帽子：复古风格

fashion story

连衣裙：See by Chloe（蔻依）459欧元（来自stylebop.com）

Prim

安娜的手上的手表是Prim Spartak手表，价格为54000捷克克朗
Anička（安娜）,衬衫：Zara（飒拉）599捷克克朗 裤子：Zara（飒拉）799捷克克朗
头饰：Topshop 299捷克克朗 手表：Prim 70000捷克克朗 狐狸尾巴：Lusha 8000捷克克朗
Pepa（佩帕）,背带裤：Current Elliott 449欧元（来自stylebop.com）
头饰：Topshop 299捷克克朗 狐狸尾巴：Lusha 8000捷克克朗

时
尚
故
事

fashion story

时
尚
故
事

Plesl

巨大的玻璃制成的蛋，实质是花瓶，来自捷克先锋设计师Rony Plesl。
更多信息在(www.ronyplesl.com)
Anička（安娜）, 夹克：Topshop 2299捷克克朗
袜子：Happy socks 349捷克克朗（来自Urbanlux.cz） 手包：Chanel（香奈儿）
Pepa（佩帕）, 夹克：By Malene Birger 350欧元（来自stylebop.com）
手包：Lusha 21000捷克克朗 袜子：Happy socks 349捷克克朗（来自Urbanlux.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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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衣裙：Polanka 9000捷克克朗（来自Novesta商店）

JK

首饰来自捷克最重要的首饰制造商之一Jitka Kudláčková的工坊，
她的作品通常都是受到水与火元素的启发创作的....... 更多信息在(www.jk.cz)
Anička（安娜）, 和服：Forte Forte 18390捷克克朗（来自Icone商店）
皮带：Isabel Marant Etoile 1900 捷克克朗（来自Space商店）
首饰：Jitka Kudlackova Jewelry
Pepa（佩帕）, 首饰：Jitka Kudlackova Jewelry
和服：Zara（飒拉） 899捷克克朗

fashion story

时
尚
故
事

宝仕奥莎 /Precioza

最大的玻璃公司宝仕奥莎的吊灯和灯具畅销整个世界。吊灯价值数以万计的捷克克朗。
更多信息在(www.precioza.com)
连衣裙：One 2850捷克克朗（来自The Item商店）

摩瑟 /M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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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的一天的结束于一顿配上玻璃杯和花瓶的晚餐，
而它们来自世界最知名的玻璃品牌之一 - 摩瑟公司，建立于1857年。
更多信息在(www.moser-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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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是图像设计师
Miroko Maroko，
她负责地图的制作。

Bára

Bára Prášilová是最具创造力的

捷克摄影师之一， 她曾获得
许多大奖，例如哈苏大师摄影
大赛。她同时也是《精华》
杂志长期合作的同事。
更多信息 www.baraprasilo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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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尚设计师Hana Zárubová创作的照片集。
灵感是你决定选择学会飞翔（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或者坠落地面（放弃）的瞬间。

为哈苏大师图书创作的照片集。 图中的头发象
征着我们用于对抗自己或者别人的枷锁， 但是
我们同样害怕将它解开——就像头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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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ára Prášilová自拍照

精
华
97

Photo

图
片

滑板杂志封面照片。 今天你能在全世界的任何
一家宜家店中买到这张海报。

为捷克设计师 Helena Dařbujánová创作的
系列照片。 照片上的是她的女儿 Žofie，
乐队Myday Rabicad 的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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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最好的
美食和佳酿
来品尝捷克美食！
我们的美食专家为您挑选了最富盛名的餐厅。
作者 Petr Holec, Klára Donathová
图片 Hynek Glos, Martin Pin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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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ron/ 米其林星级餐厅。当捷克人想说他吃得很好的时候，
他就会说他吃得“就像在Alcron一样”

用自制桂花汁和蜜饯柠檬制作的馅饼

地址：Štěpánská 40, Praha 1 电话：222 820 000
电子邮箱：alcron@radissonblu.com 网站：www.alcron.cz

Grand Cru/你不会忘记本地鳗鱼搭配豌豆和鸡蛋，
再倒上红色淡勃艮第葡萄酒的味道
地址：Lodecká 4, Praha 1 电话：775 044 076
电子邮箱：info@grand-cru.cz 网站：www.grand-cru.cz

Field/年轻的主厨Radek Kašpárek游历世界，
然后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取得了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地位
地址：U Milosrdných 12, Praha 1 电话：222 316 999
电子邮箱：info@fieldrestaurant.cz 网站：www.fieldrestaurant.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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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vue/布拉格城堡的美丽景观以及优秀的品尝菜单

圣杰姆斯扇贝用橙子入味，红甜菜卡纳罗利(Carnaroli)烩饭

地址：Smetanovo nábřeží 18, Praha 1 电话：222 221 443
电子邮箱：bellevue@zatisigroup.cz 网站：www.bellevuerestaurant.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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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na Cuisine & Vins/肉品与葡萄酒搭配专家，
就坐落于壮观的老城广场附近
地址：Dlouhá 12, Praha 1 – 老城区 电话：222 317 715
电子邮箱：info@kalinarestaurant.cz 网站：www.kalinarestaurant.cz

sansho/英国屠夫Paul Day的Sansho以及另一间餐厅Meat and
donut都获得了米其林Bib Gourmand奖励。
蟹肉汉堡、来自软壳蟹的独特的蟹肉小三明治
地址：Petrská 25, Praha 1
电子邮箱：info@sansho.cz

电话：222 317 425
网站：www.sansho.cz

La Degustation Bohême Bourgeoise/
许多人口中捷克最好的餐厅——品尝最高级别的传统捷克佳肴
地址：Haštalská 18, Praha 1 电话：222 311 234
电子邮箱：boheme@ambi.cz 网站：www.ladegustatio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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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Den/价格合理的可口的越南美食，位于布拉格城郊
Banh mi viet nam——烤猪肉以及薯条配自制越南式长面包
大楼：Rezidence Prague Towers 地址：Tlumačovská 2766/26a, Praha 5 – Stodůlky
电话：775 054 445 网站：www.gaode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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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ERCE ▼A161006318

美
食

青年阵线
（Mladá fronta）
我们在捷克共和国的
头号媒体合作伙伴
拥有70年传统的
捷克历史最早
出版社

aureole/欧洲与亚洲美食的伟大融合，伴随美丽的风景
地址：Hvězdova 1716/2b, Praha 4
电话：222 755 380 网站：www.aureole.cz

欧元
《Euro》周刊
捷克共和国
最具影响力的
经济杂志

Knihy.cz

捷克共和国最大的
图书网站（例如，今年
我们推出了一本关于与
中国合作伙伴的
贸易规则的书籍）

Hanil/位于布拉格Žižkov区，融合美味的韩国和越南美食
地址：Slavíkova 1581/24, Praha 3 电话：222 715 867, 724 323 108
电子邮箱：info@hanil.cz 网站：www.hanil.cz

Medical Services
医疗健康领域最大的
出版社

www.euro-esence.cz

《精华》季刊杂志网站（下载网络版《精华》杂志）
eska/一家位于时尚街区Karlín的，
带有一点斯堪的纳维亚风味和一点捷克风味的餐馆
地址：Pernerova 49, Praha 8 – Karlín 电话：731 140 884
电子邮箱：eska@ambi.cz 网站：www.eska.amb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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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不
听
从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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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健
康

身体
与灵魂
之间的
翻译者
在欧洲，心身医学越来越受欢迎，
它把疾病视为一个更好地了解我们生
活的机会。它的创始人，德国医生
吕迪格·达尔克 (Ruediger Dahlke)
在布拉格接受了我们的独家采访。
作者 Nora Grundová
图片 Bára Prášilov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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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样一个积极的人交谈是一件乐事。尤其

我告诉自己，我的这位医生病人实际上是被

你最后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

诉他，他应该让更多的冒险进入他的生活。

是这位用温柔和希望来谈论疾病的人。

四年前，我从巴利回来时，感冒了大概有半
天时间。但这可能是因为我不想离开巴利，
回到欧洲来工作。巴利的温度是35度，奥地
利则是零下7度。我年轻的时候，用摔断一

条腿和一只胳膊的代价建立了我的滑雪生

涯。当我停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别
的受伤或者生病的事情了。我是严格素食主
义者，我还喜爱运动。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你的身体会通过疾

始他想象着在国外成为医生。所以，我就建
议他去这么做。他逐渐做好准备，终于在非
洲安定了下来，在那里，他还结识了他的妻
子。后来，他写了一封信，感谢我把这个想
法告诉了他。他感谢他的意外，它们迫使他
改变了他的生活。

看起来像麻烦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在帮助

你。从那时起，我尝试将每一例疾病都看作

上肿瘤的生长。每种疾病都有它的精神解

人和治疗工作。我与同事们规划一个密集的

了《疾病是一种方式》。在德国，它获得了

是开启健康生活的关键。

心理治疗没有反应。他们主要是那些治疗后

但其他医生并没有认真地看待它，他们告诉

在治疗期间必须留在酒店里。但是，仍然存

就该被发现了。但是，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会便秘，所以我给了他们对抗便秘的天然药

医疗场景开始发生变化。如今，经过二十多

们。那时候我已经在印度静修学会了如何辟

他们做相关讲座。在德国、意大利、墨西哥

推荐给我的病人。它表明大脑层面的释放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一度被认为古怪的

然，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健康进行判断了解，

科学来了，它改变了对于病人的看法。在医

心脏病。忽视精神上的生长可能会导致身体

在八十年代初。作为一个治疗师我有很多病

是可能的人体传达的信息。三年后，我出版

释。根据这位64岁的医生的看法，这实际上

4周的治疗方案。我们发现，有些患者对于

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已经售出了几十万册。

曾回家的人。因此，我们决定，所有的患者

我，如果疾病是如此的简单，那么它更早

在着治疗过程中效果不理想的人。他们经常

大量的病人读了这本书，由于这本书德国的

物，这也同时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帮助了他

年，医生们不再背向心身医学，所以我也为

谷禁食，然后我每年进行两次。我开始把它

和美国，在那里他们花了很长时间。

肠内层面的释放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很显

理论成为了今天的主流观点？

好。甚至他说话的方式也有点小声、节省，
他的声音可能会有高度提升，但从来不会增
加强度。吕迪格·达尔克是严格素食主义

者，做运动、冥想，冬天到巴利放松，在他
的生活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做错过。不过他试
图向我解释，如果我们挣扎反抗自身的负面
东西，那对于我们的灵魂是非常危险的。他
观察到自然法则是，超量的善良也会不可避
免地产生邪恶。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与他
的“阴影”遭遇，即在灵魂的角落里，在那里
他可以悄悄地解决黑暗的思想和性格。

十七年前在捷克，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疾
病是一种方式》，它在宗教深奥探求者和灵
性追寻者之间传播。当然医生们都非常讨厌
这本书。今天，它所包含的理论，即身体是
我们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的镜子，成为了一
个非常主流的想法，因此世界各地人们都涌
向他的演讲大厅。

德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心身医学家吕迪

格·达尔克是60多本书的作者，这些书已经
被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并且多次再版印

刷。他还与一群软件开发者一起开发了一款
移动应用SymSym，10美元左右，它可以将疾

病症状翻译为所象征的身体信息。人们可以
通过输入身体的不适症状来很快发现身体的
需求。

在奥地利南部与斯洛文尼亚边境的附近，他
经营着一个大型治疗中心。在那里客户可以
放松、接受心理治疗、辟谷并学习如何避免
食用动物蛋白。

因为它是一面镜子。

你甚至赞美疾病，对不对？

院里，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在17号病房

里躺着一颗生病的肾脏。虽然那里实际躺着

我有一个病人，职业医生，陆续有各种意

的是一个有两颗肾脏的女人，她有心理问

些东西，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小擦小伤。

这颗肾脏被单独治好了并且肌酐排泄也会被

为医院医生，因为他经常拿不稳并打破东

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和病人都对治病术士如何

有的东西都碰到了地上。他自愿辞职时，

但人们还是会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数量也

一直想嫁给一位医生，但不是他。我们尝试

是我们社会所能够理解的语言。例如严格素

在图书馆里读到了一个信息，意外不是以平

主义好处的书，食品公司们拒绝承认这些好

上看，80%的事故发生在20%的人身上，无

的生意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生产许多用塑料

外。几乎每天，他在某个地方绊倒、蹭到某

题，最有可能的是伴侣关系方面的问题。

没有人能帮助他，也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作

测量评估，但是他们不会帮助那个女人。越

西。当他来找我时，他的外套把桌面上所

治疗感兴趣。这些术士之前的名声很不好，

医院很高兴。他的前护士女友告诉他，她

越来越多。他们在那里花了很多钱，而钱则

了顺势疗法，但没有效果。后来有一天，我

食主义。五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严格素食

均的概率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从数据统计

处。今天，当他们明白这可以成为一笔很好

论是在工作中、在家里还是在运动中。在美
国，他们尝试用科学化的方案去解决这个情
况，他们试图安全地调整这些人的工作，但
这并没有帮助。于是，他们把这些人每三个
月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结果反馈很好。这些
人都成为了优秀的员工，另外他们在公司的
各个岗位都是可用的。文章最后说，这些容
易产生事故的人不能进行单调的工作。所以

看起来像麻烦的东西，
实际上可能在帮助你。
从那时起，我尝试将
每一例疾病都看作是
可能的人体传达的信息。

因此，人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身体。

病尝试和你沟通？

镜的男人，他显然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良

110

我问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医生。显然，一开

不听从我们心脏的欲望，我们很可能会患上

吕迪格·达尔克是一个瘦小、活泼、戴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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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可怕的东西包装起来的素食食品。
在德国和奥地利，大型超市已经普遍在销售
这些严格素食食品了。科学研究表明，牛奶
是不适合人类饮用的。牛奶只适合于牛犊，
这些小牛需要快速成长起来，他们没有像我
们这么长的寿命。因此牛奶中的生长因子帮
助细胞更迅速的分裂。而这对一个成年人而
言，这却有可能服务于癌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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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会在制药公司中太受欢迎吧？

食用肉类？

的。

的心，之前的几十年却没有人在听。

对于它们我就是条小鱼。对于一些辉瑞制药

我孩童时代就已经停止吃肉了，因为我不想

所以，即使是你的儿子也应该相信他的心，

对话和辟谷来进行治疗，不需要借助药物。

有50年没吃过肉了。看看我，我觉得相比我

你的。现在他只有八岁，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这样做了大约四十年。对于我为什么这样
做、为什么我建议癌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禁
食，医生们很不高兴。如今，在美国许多医
院在化疗期间建议禁食。而在俄罗斯，针对
精神病患者，建议采取禁食的方案已经有几
十年了。

的人，我甚至会给他们讲课。我当然是通过
但是，大多数医生和医院都需要使用标准药
物，所以制药企业不需要担心灭绝。

你为什么要去巴利呢？这难道不是和生活在

的身体状况。严格素食让你保持更好的身

形，你并不需要太多的睡眠，并且你能更清
晰的感知周围世界。

是的。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困难

所以，你也向孩子建议严格素食主义？

时，我感觉好极了。我的感觉好多了，我
的呼吸更轻松了，我更容易集中精神。在

巴利，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习惯了待在海
边，阅读和写作。

那么，为什么你不干脆住在那里呢？你在那
边也能找到客户的。
我的客户太多了，所以我取消了急救工作，
只做讲座、研讨会和咨询辅导。但我喜欢做

可以成为一笔很好的生意。
好 处 。今 天 ，他 们 明 白 这
食品公司们拒绝承认这些
严格素食主义好处的书，
五 年 前 ，我 写 了 一 本 关 于

医生，我不想放弃这件事。它适合我在欧洲
度过八个月，然后在冬季时沐浴在阳光下。
甚至当我小的时候和我的父母在奥地利度假
时，我就问他们为什么牛在阳光明媚的草地
上拥有着比我们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在意大
利买了一座房子，我很喜欢当地的气候和生
活方式。没有地方会以故乡的名义将我束

缚。我出生在共产主义部分的柏林，然后他
们带我穿越了边境。在资本主义德国，我作
为难民长大，至少他们是这样叫我们的。
没有人愿意接纳难民。即使在今天，当他

们来到后，我们接受了他们，但没有人是兴
奋的。在巴利我3个月都赤脚行走，吃不含

麸质的食物，实际上就只有蔬菜、水果和大
米。即使是现在，在奥地利我也不吃含麸质
的食物。

大部分开始注意所吃的东西的人，最终都会
成为素食者或严格素食者。它到底是身体还
是心灵的需求呢，是什么催生了这样的需
求？顺便说一句，一些西藏喇嘛也吃肉。
他们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吃素，但医生有
时会建议他们吃肉，这显然是出于补充维生
素B12的需求。作为一个严格素食主义者，

在欧洲你需要单独补充B12。自然界中的B12

由水果和蔬菜表面的细菌所产生，但我们习
惯了所有东西都要洗干净和进行化学处理，
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这些维生素。但是科学证
明，如果你想避免癌症或心脏病，严格素食
有明显的帮助。作为一名医生，我需要告诉
我的病人什么有帮助，什么是危险的、有毒
的以及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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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龄大多数终身吃肉的人，我拥有更好

本地气候的概念相冲突的吗？
的。我也知道。但是，当我第一次抵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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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任何被杀死的东西。我现在64岁了，已经

所以不是因为道德上的任何原因导致你拒绝

是的，儿童和孕妇都合适。
我八岁的儿子不想吃肉，但有时我会担忧，
他不会健康生长，我就会强迫他吃肉。
我自己也是这样被强迫过来的，我的妈妈也
被迫吃肉。她用意大利腊肠和香肠做三明
治。但我不喜欢。作为一个滑雪竞赛运动
员，他们也劝我吃肉。我不想这么做，但

我还是吃了肉。我与自己的感情在对抗。所
以当我不再滑雪的时候，我就不再吃肉了。
食品也是一个伦理问题。现在很多外国人来
到了欧洲。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没有东西吃，
因为那里有战争。但是，我们向他们卖了几
十年的武器，没有这些武器，战争不会发

生。赚来的钱用来喂养我们要吃的动物。例
如，阿尔·戈尔就是因为政治和伦理方面的
原因，成为了严格素食主义者。所以，如果
你的儿子也有这些感情，随他去吧。我很瘦

这将受到科学和周围人的思想的攻击，包括
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吃肉。但他将学会相
信自己。也许有一天，他会找到一个贫穷并
且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他想和她在一起，
但他会听从家庭的劝说，劝他另找一个，更
好的、有文凭的女孩。欧洲就是如此不听从
自己的心声，因此大多数人也因此而死。
我认为大多数欧洲的人都害怕癌症。
它是第二常见的死亡原因。这是一种成长的
疾病。我们都在成长，然后在某一个节点我
们停止成长。但随后很多人会成长到别的旁
支，这是不健康的。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巨
大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在心理和
精神层面上，它太停滞了。我们仍然需要在
意识的层面上成长。此外，如果我们不听从
我们的心，它的意见就反映在我们的身体

上。心脏扩张或者身体开始长肿瘤。很多人
做的工作是没有创造性的、无趣的并且经常
冒犯他们智慧的，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钱。
这一决定将通过健康问题一次付清。在这样
的工作中，他们不能成长。如果他们甚至不
在人际关系中成长，那么他们只能在身体上
生长，那就是肿瘤和癌症。

而且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杀害了。它就是一种

健康问题一次付清。
是 为 了钱。这一决定将通过
他 们 智慧的，但他们这么做
性 的 、无趣的并且经常冒犯
很多人做的工作是没有创造

您是众所周知的通过辟谷禁食来进行治疗

阴影效应。如果我们只想要的是好的东西，
通常坏的东西也会从中而生。小布什是个疯
狂且无知但诚实的人。在他选上总统之前，
他甚至从来没有旅行过，也许他曾经在墨西
哥吃过东西，但从来没有去过欧洲。他非常
想和那些邪恶的人战斗，但在他八年的政府
和战争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增长
了6倍。这里最重要的词是对立统一性。当

你想用意识抓住某些东西时，大脑也会站在
反对的立场上。我怎么能感觉到我的矮小，
如果没有更高的人在我身边？我怎么会知道
我是富有的，如果没有更贫穷的人在我身
边？今天我们想要一见钟情。我们一起吃

饭，我们一起出去玩，我们一起睡觉，这样
是有效的。由于激素作用，未来的三年也可
能是美丽的。但随后，对立统一性来到了。
她突然看到，如此的好丈夫也会嫉妒，她想
知道这怎么可能呢，三年来，他不曾展露嫉
妒啊。他突然发现他的伴侣是贪婪的。但对
立统一性法则向你展示的是你的内心。如果
你的男伴突然变得嫉妒，这意味着你有一些
嫉妒的东西，而你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如果你觉得你的伴侣是贪婪的，那么你
可以确定的是它反映的是你内心的贪婪。

但有了这个关键，我们却得出了一个非常可
悲的观察结论，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自私的、

小，这在滑雪里不完全是优势。但我花了很

如果我们不在乎意识，它就会影响身体。

懒惰的、嫉妒的等等，不是吗？

短的时间就意识到，我必须听从我身体的声
音。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吃肉、喝牛奶和吃

也许从圣经或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你已

但你知道现实就是这样的。但它只是人类性

鸡蛋。我也从来没有禁止我的病人吃任何东

经知道了，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再次成为一个
孩子，想象中他就不会到达天堂。但我们没

西。今天，在所有的科学研究后，可以很公
允的说，我们体内92%毒素被证明来自动物
蛋白。

欧洲的人们的生活中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我会说他们不听从他们自己的心声。大多数
欧洲人死于心力衰竭和心脏病。他们不按照
他们的心去生活。哈韦尔听从心的指导的生
活方式，让很多人生气，他禁止了捷克斯洛
伐克的武器出口。他不想用出口武器的方式
伤害其他人类。他只是觉得制造武器是不正
确的，因此他决定如此。人们听从了他们的
大脑，而不是他们的心。金钱成了新的宗

教，但金钱阻止了我们根据心声采取行动。
然后它投射在我们的健康上。如果我们不能
在意识层面上有正确的心，那么我们的身体

有通过孩子般的眼睛来看世界，却变像孩童
般幼稚。如果我们不能保持的孩子般的心，
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像孩子一样，因

此，增加了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大脑的成长
是逐渐回归到孩童层面的过程，首先是男性
智力部分，然后是女性智力部分，然后是边
缘系统…人在身体层面上成为了一个孩子。
但我们不想这样。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最好预
防是我们头脑中的孩子的成长。再之后对于
老年痴呆症我们也没什么别的可做了，只是
改变饮食，以及玛利·纽波特医生的发现，
多吃椰子油，这样可以延缓病症。我们已经
开发了一个应用SymSym，它是一个症状和

象征组合。有了它，你就可以看到某些症状
和疾病象征着什么。

层面上的心脏就会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人们

你的阴影的概念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那么

脏病发作的那一刹那。然后我们突然听到我

如果你看看世界政治，其中都是些很棒的

都在身边跑来跑去监控心脏的情况。但同样

奧洛夫·帕尔梅。这些政治家都被杀害了，

死去的原因。我们不听从我们的心声直到心

它到底是什么呢？

们的心，我们发现自己在加护病房，每个人

人，甘地、马丁·路德金、伊扎克·拉宾、

健
康

格的一个方面而已。同时，人是英俊的、聪
明的和善良的。并且有了对我自己的阴影的
认知，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接受我的阴影，
生活变得容易得多，对自己诚实是真正健康
的并且最终会让生活变得容易。如果我只为
职业生涯而活，那么现在我会是一位大学教
授或医院主任。我会经历很多官僚主义，这
很无聊。我的朋友，医生们和教授们都期待
着他们65岁的退休。我一点也不喜欢它。但

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决定，我不会把所有这
些年都用来研究经典医学，我将以一种完全
不同的方式开始工作。

你曾经还是一个滑雪竞赛运动员。
在巴伐利亚，我因为自尊心而开始我的滑
雪生涯。我8岁之前，从来没有站在滑雪板

上，但我想融入一个每个人都会滑雪的班

级。如果我现在还在滑雪，这一刻我应该会
是某个滑雪学校的公关人员，最终我自己也
会运营一个学校，这是一个现在让我害怕的
想法。今天我几乎不再滑雪了。我的滑雪风
格需要山坡上的巨大空间，而那对每个人都
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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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敲了敲4号房间的门，并且开始用小丑的

这个职位，而他从中只选择了3位。能够胜

仿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9岁的玛蒂娜则一

弹奏乐器和唱歌，还要参加过心理学和医学

声音介绍我自己，然后马上开始吹着口哨模

般好转了
出 现 后 ，她 的 情 况 奇 迹
流 逝 。但 是 在 小 丑 加 里
女孩的生命正因为癌症

动不动的躺在病床上。她已经是疾病的晚

期，还丧失了视力和一头漂亮的头发。她的
母亲坐在床边，脸上挂着的黑眼圈暗示了她
的极度疲惫。“哎，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我问玛蒂娜“你床下面有一只小鸟？” 玛蒂娜
笑了而她的母亲则惊喜的看着我。我将握着
想象中的小鸟的手凑到玛蒂娜耳朵旁边，然
后问她，我该怎么办。玛蒂娜想了一会，说
就让这只小鸟待在她的床下边吧，这样她在
医院就有朋友了。然后我拿起了尤克里里（
夏威夷小吉他）开始唱起玛蒂娜和小鸟的故
事，小女孩和她的母亲都一起大笑起来。最
后，我慢慢地道别然后离开了房间。

两周之后，我准备回到4号房间。医生

叫住了我，我突然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笑

在你出现之后，玛蒂娜的情况好转了，简直

声是

良
最好的

就是180度的转弯。她的视力和其他身体机

药

能都恢复了，我们已经让她回家了。”我的
大脑如同坐了过山车一般。玛蒂娜现在有机

好
事

任这份工作的人，必须不仅能够即兴表演、
课程的培训。

就像加里说的，幽默本身并没有治愈效

果，但是它能显著的帮助人们。有时小丑会
被邀请到为生命最后阶段的人们表演。医生
有时也会请他帮忙用幽默的方式让小孩在手
术之前做好心理准备，不再那么恐惧。因

此，在小丑表演之前，他们会和医生讨论病
人的病情。另一方面，为老人表演的小丑则

主要关注他们的记忆。“老人会感到孤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为他们演奏过去的歌
曲，并且穿上唤起旧时记忆的服装。”

加里最近拜访了一个中东的难民营，刚

刚回来。“那里有许多百无聊赖的孩子。周
围的一切都是单色调的荒漠。他们对我的游
戏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给他们表演了一个简
单的魔术，就是让手里的小石头消失。那些
孩子是如此的感激。他们开心地笑着，并且
恳求着我不断的重复着这个魔术。”

会能正常生活了？！我感受到了自己眼睛

里的泪水。当晚，当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
板，仿佛能听见在我的床下面那只小鸟的叽
喳声——加里·爱德华兹在他的书《小小奇
迹，医用小丑故事》中写道。

加里是一位音乐家、一个专业的小丑以

及位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医用小丑公司的

创始人。他于1989年来到捷克，并在这里成
家，然后开始了这个项目。今天这个项目将

来认识美国人
加里·爱德华兹 (Gary edwards)，
他教会了捷克人小丑是属于医院的。

幽默带进了医院、儿童福利院、安养院、
退休之家——这些地方本身可没什么幽默可
言。

仅仅在去年，加里和他的同事们就为65

作者 Viola Černodrinská
图片 Alexander Dobrovodsk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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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医院的儿童病人组织了3000场小丑表演。
许多人申请成为医用小丑，
但是加里非常认真的筛选他们

来自美国的加里，带来了那里小丑的惯例。
在最近的一场小丑面试中，有85个人申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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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大钱的
小女人
布拉格以它的木偶而闻
名，游客可以在市中心的
许多商店中购买。然而，
还有的人则认为玩偶娃娃
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 Viola Černodrinská
图片 Alexander Dobrovodský

在经典的旅游商店你可以买到传统的雕刻木
偶，但在布拉格小城的 Prokopská 5 街的

Art cz Gallery（艺术捷克画廊）的商店，

你可以找到不同类型材料制作的不寻常的玩
偶娃娃。这里世界性的玩偶娃娃的创造者和
爱好者社区会给你不同的印象。他们可以是
可爱的…有时可能还有一点吓人。

Bohdana Klátilová, Art cz Gallery

每个都是原创的且独一无二的。它们的制作
材料可以是纺织面料、陶瓷或者纸材。

Bohdana Klátilová 不仅收藏玩偶娃

娃，还创造制作它们。在捷克她会组织玩偶
娃娃的课程、成立了玩偶娃娃俱乐部、管理
在线和实体玩偶娃娃的展厅、并组织国际展
览会。成千上万的人会去参加展览，世界上
最好的玩偶娃娃设计师都在那里出展。例如
Laura Scattolini, Tatiana Ovčinikova,
E. J. Taylor, Gerda Shaarman, Natalia
Pobedina, Patti Medaris Culea 和更多的玩

偶设计师。

Klátilová 女士认为玩偶娃娃可以与

人建立关系。仿佛它的创造者的个性的一部
分，转世投胎到了玩偶娃娃身上。“玩偶娃

的。

来一个异常沉重的玩偶娃娃。“它的小小身

“在我小的时候”，Bohdana说，“我有

一个最喜欢的玩偶娃娃，她是一个塑料做的
黑人（种族）女士。我的祖母，因此做了一
个实验，把给我的圣诞礼物换成更“传统”的

玩偶娃娃，一个瓷器的娃娃。不幸的是，她
的胳膊很快就掉下来了。然后，接下所有的
玩偶娃娃，我都有改造的冲动，想把她们的
头发都剪短。芭比娃娃也不例外，她原本拥
有垂到脚尖的美丽长发，通常经过我的手都
会变成刺猬头。或者她们在我们的狗狗嘴下
劫后重逢之后，就被截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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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的收藏家，收藏所谓的版权娃娃，它们

的老板，周游世界遍寻最好的玩偶娃娃。例
如，她说美丽的玩偶娃娃是在俄罗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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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有点严厉，但她最终成为了一个玩偶

尽管 BOhdana 孩童时对她的玩偶娃娃

娃是有灵魂的，看，”她给我们的手中递过
体是由织物制成的。其他部分的制作类似陶
瓷的制作，艺术家塑造它的个性部分并在烤
箱里烘烤出来。它拥有人的头发和来自英国
的玻璃眼睛。”

我们看着一个有雀斑的愤怒的女孩玩

偶，名字叫“我不跳舞”。她看起来真的与真

实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这些有时也被用在
电影中充当真实孩子的“替身”。还有其他的

玩偶娃娃与真正的人也非常相似。有点不合
时宜的，我看了一眼玩偶娃娃的裙下。它有
吊带，可是却没有内裤！但它拥有一个女人
所应该拥有的一切。

坐着的玩偶Nelli身高37厘米。
只制作了一件的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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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生 ，有 点 让 人 害 怕 。
复 制 品 。它 们 看 起 来 栩 栩
世界。有的则是人类的完美
有的玩偶看起来像来自童话
便宜和昂贵的作品
看着很生气的玩偶有一个合适的名字叫
“我不跳舞”。它的原始身高是50厘米。
由被称为软陶的模型粘土制成。
这些由纸和布料制成的25厘米的玩偶是为了品牌
蒂芙尼制作的。它们代表的是传说中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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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的娃娃出售价格通常是数千欧元。
最便宜的玩偶娃娃也价值数十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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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中的
天才

艺
术

这位艺术家不喜欢接受采访。
除非是关于重力的......

了他的艺术成就、他创造的技术创新以及安
迪·沃霍尔如何对他的作品表示兴趣。他愤

Jiří Georg Dokoupil是最

成功的捷克艺术家之一。
不仅仅是因为其用肥皂泡
创作的迷人的画作，还因
为其闪耀着强烈光环的人
格。与他的每一次相遇都
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怒的原因是这些听起来都令人恶心的认真。
他不应该是一位受尊敬的艺术家，他应当是
一位牛仔。“你就这么写，这个展览就是浮
浮佛瓦！”（译者注：无任何实际意义，自
创词以证明其不屑）

展览本身是忙碌的，艺术爱好者、其

他现代艺术家和带着孩子的家庭都来到这
里，对着这些在宝丽来镜头中仿佛图画般的
风格独特的三维家具拍照。“我不想再做访

问了，我已经把要说的所有东西都说了。
作者 Honza Vedral《artLover》杂志主编

你不能从我给你的那些访问里复制些内容
吗？” Dokoupil 首次回答道，在我问了他四

对于Jiří Georg Dokoupil，你无法预测他的

下一个作品，而与他相处时，你甚至无法
很好地预测接下来十分钟会发生什么。他的
眼神不停的审视着周遭的人和事物。你可以

看到，在他的脑海中每秒都有至少两千个
莫名其妙的相互关联的点子在奔涌，只要
他自己感兴趣，对于每一个点子他都能够热
情的聊上半天。就是不停歇的、不令人无聊
的、不令听众负担过重的、充满惊喜的聊着。

毕竟，他最近在著名的布拉格DSC展

览馆的国内展览“照片家具”(Furniture for

Fotos)就是这样的。这个展览馆展现了这位

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就像它展示其他顶尖的
捷克国内当代艺术家一样。他将自己的展览
描述为“二维正在变成三维，但这个变化是
不完整的”。当他拿到关于他的展览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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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草稿的时候，他很愤怒。这份稿件颂扬

遍他是否能找到些时间聊一下之后。“让我

的问题见鬼去吧，我们可以聊你想聊的任何
话题”我挑战他说道。“好吧，那咱们聊聊牛
顿吧。”

当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万有

引力，”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事实上同意

了这一场对话。“多亏了它，我们才能在地

球上生存。因为它是让我们待在这里的主要

巨大泡沫的绘画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宇宙

能量之一。”然后他指出桌子上的玻璃杯是

如何互相吸引，即使只有最微弱的引力。“

重要的是，牛顿是最后一批炼金术士之一。

他不断的尝试着，尝试着，尝试着一些东
西。直到他弄清楚为止。我尤其喜欢这样的
思考方式以及如何获得一些想法。牛顿有一

张沙发，他就躺在上面进入一种半睡眠状
态，然后他正在解决的问题就仿佛飘荡在他
的上面。他再用他的思考从所有的角度推敲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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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真实？
当你站在Jiří Dokoupil的作品前，
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在你脑中

62岁的画家如同孩童般充满创造力，
他会毫不犹豫的用蜡烛烟雾来进行创作

当他被问到，他是否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说，你对寻求每个问

如用蜡烛的烟雾或者母乳作画时，Dokoupil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决定重现人声时那

发明了他名下的超过数百个的艺术技巧，例
快速的点点头“很类似，的确很类似”。然后

他开始谈论人造钻石，他将它们压碎然后混
入到他标志性的肥皂泡绘画的颜料中。这些
肥皂泡绘画点缀了当代艺术的真正鉴赏家的
收藏，并且它们的价值在随着时间增长。“
有一种物质叫 tyrisma ，我对它忽略了很长

时间，没有注意到它。这种物质不会晕染，
DokoupiL的家具看起来就像是二维的

但是当它达到某个精确数量时，它能够创造
光的幻觉。”他告诉我“有趣的是，我的大多

数发明都来自错误。例如，我做错了一些事
情、我没有看到一些东西或者我自由地在某
个地方喝醉倒下。

当然，我们谈到牛顿还有另外一个原

因。Dokoupil的父亲是一位热情的和成功的

发明家。创造一些新的和令人惊奇的东西的

122

题的解决都有执念。最重要的是远见。就像
样。直到那时，任何其他人都还没有想到。”

这个物理的世界是属于这位艺术家的，

当他在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下，带着他的光影
展示“闯入”了一间纽约著名的画廊，他让我

们首次认识了他，这行动到今天仍然十分重
要。他在绘画上放置的，甚至在重要机构的

天花板上放置的泡沫，他将之称为重力绘
画。今年在哥本哈根，他又展示了他的另
一项被称为重力雕塑的创新，这是一种由重
力参与的雕塑。“它们其实就是钟乳石。我

只是将它们的形成过程从数百万年加速到六

个月。我还藏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还没有
展示。”他谈到了他隐藏在柏林工作室的奥

秘。因此我们又回到了起点，牛顿、重力。
这显然是进入Jiří Georg Dokoupil世界的

渴望，在这个家庭从极权主义的捷克斯洛伐

一个门户，一个思想和点子犹如高科技电子

塑造了他的童年和青春时期。“我和我的父

中，抛开他所获得的所有的赏识，他依旧遵

克移民离开之前与之后，自然地毫无疑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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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经常讨论，到底什么是创造力。当我七岁

派对上的闪光灯般强度闪烁的世界。而在其
循一句格言：给愚蠢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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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
捷克最好的大提琴手特蕾莎·
科瓦洛娃 (Tereza Kovalová)，
也是去年布拉格时装周的模特
之中最大的明星。今天我们来
认识一下这位家里摆放着达大
师的（星球大战人物）女孩。
作者 Viola Černodrinská

图片 Lucie Robinson

当她还是孩子，才刚刚接触到大提琴的时候，她就
显然拥有着巨大的天赋。在十三岁时，她就已经与
交响乐团一起登台演奏。但在十四岁时，特蕾莎丧
失了练习的乐趣，并离家出走了。“我经常会有健
康问题，同时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演奏和竞赛上。
因此，在学校我并不是很受欢迎，而且成长本身也
不容易。”她这样描述她欠缺朋友的童年。那些当
时学校的男孩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与今天的特蕾
莎成为朋友呢？白头发的女孩，像个女神一样的演
奏着乐器，振动着低音调的独一无二的乐器。这位
女孩总是以疯狂的速度前进，她已经参与创作了四
十张不同类型的专辑。当她不演奏乐器或者不像现
在这样在柏林的卡巴莱表演中献唱时，她玩电脑游
戏，看黑泽明的电影和恐怖电影。
她也曾经很接近成为一名病理学家。因为相较
于音乐，她更想去学医。“当我读到法医学历史的
书时，我很羡慕那些知识渊博如同行走的图书馆般
的医生。此外，人类的身体让我着迷。它就是一台
完美的机器。我的父亲就是医生，所以我觉得摆弄
人体内部的想法很吸引我。”她笑着说。
在家里她有一个真人大小的尤达大师的模
型。“它是一个模型，它的胳膊和腿可以移动。”她
明显自豪于自己星球大战、科幻小说和电脑游戏爱
好者的身份，这些是她父亲在她童年时带她进入的
世界。如果你有幸进入她的公寓，你会看到一幅武
士刀的绘画设计。她笑着说：“在我小的时候，我
对冶金也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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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拍摄了特蕾莎穿着部分由金属制成的服装，
服装来自时尚设计师 Zuzana Kaňovská

精
华
125

INZERCE ▼A161006328

布拉格最性感的女人之一。
在练习大提琴。今天她被认为是
时间和同龄人相处，因为她总是
孩童时代的她很害羞，没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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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奢华的
布拉格赌场
• 拥有顶级香槟凯歌皇牌香槟的
豪华香槟酒吧正等待您的光临
• 您不仅可以使用赌场的主区域进行博彩游
戏，还可以使用布拉格唯一的轩尼诗休息
室，同时享用酩悦轩尼诗的顶级干邑
• 位于布拉格中心位置
• 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
• 游戏项目包括美式轮盘、21点、百家乐、
德州扑克

格兰迪尔布拉格酒店内部，地址: Na Poříčí 1052/42, 110 00 布拉格1区
网站: www.magicplanetgold.cz

Prague world

Pragu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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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故事

作者正在全情投入地工作

第一篇

比如体育竞赛中的健儿。虽然，捷克是一个

者男朋友给您送这种礼物，肯定也会非常开

维特大教堂。传说中，在雄鹿城壕中曾经栖

格并不是真正的狮子般的性格。但是捷克历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布拉格城堡的花

人。不过现在您再也不用担心了，在它开放

喜欢安静环境、美食和佳酿的国家，这些性
史上还是有许多狮子，许多世界著名的值得
纪念的强大的人物。您可以在手里这本杂志
中，读到其中一些人的故事。

阿拉丁的布拉格故事

文艺复兴的魅力
左边稍远一点您还可以看到皇家花园的入

除了为您手里的这份杂志工作，我还参与到
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之中。作为汉学毕业
生、汉学爱好者、布拉格人以及布拉格导

游，我很乐意为您介绍这座著名的城市。这
会是您在传统的旅游指南上读不到的故事
哦。

我会为您展示布拉格不同的一面，它不

仅仅是一座历史性的著名城市，还是一座宜
居之城、一座充满神奇际遇和感受的城市。
所以，您可以通过手里的这本杂志，穿行那
些美丽的地方并体验布拉格的冒

捷克雄狮
那我们首先就从布拉格城堡开始吧。在这

里，即使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也没办法完全领
略这里的所有东西。这座城堡的特殊之处在
于，它不在城市内部，而是坐落于城市高处
的山上。这样建造自然是因为战略考虑，居
住在城堡中的布拉格统治者，既能够很轻松
的从山顶高处观看和控制城市局势，又能够
在遭遇攻击的时候进行防御。前往城堡最好
的方式就是搭乘22号电车，它从城市中心穿
过，然后将您送往布拉格城堡车站。

险故事，那些在旅游指南中找不

城堡。实际上，布拉格城堡是城堡界的例

外，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堡建筑群落。这里
有旧王宫，和您从欧洲旅游或者电影中看到
的经典城堡一样。但即使是这座城堡也被许
多其他的建筑包围，看起来并不是很像传统
城堡。这么说吧，布拉格城堡就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

当您从电车站走向城堡的时候，您需要

先穿过城堡前区。在它的左手边有一个传奇
的地方叫做狮子庭院以及它的同名餐

当我为中国游客担任导游的

鲁道夫二世，他喜欢收藏油画和其他

Radim。但是对于中国人，我的

他制作长生不老的仙丹。他建造了这

艺术作品，他还要求他的炼金术士为
个庭院，然后为了好看就在这里圈养

名字听起来和捷克语里的发音可

狮子。每当您去看捷克王国的纹章的

不一样。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

时候，您都会看到狮子，即使实际上

会把我叫做阿拉丁，然后开玩笑

捷克从来就没有狮子。您现在也只能

问我，你的神灯在哪呢？我总是

在布拉格动物园看到它们。但是，狮

笑着说，忘在家里了。而现在，

子——野兽之王——从此成为了捷克

因为我就坐在家中，所以让我拿

国王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力量、自

起神灯，擦一擦，然后用它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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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建筑，然后总是问到底哪一座才是布拉格

世纪末，这里居住着一位奢侈的皇帝

时候，会做自我介绍，说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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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布拉格城堡仅仅是单座的堡

厅。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意外。在16

到的故事。

的魔力带领我们前往那些美丽的
地方。

心，对吧？

安妮女王夏宫前的歌唱喷泉

豪和战斗力的象征。直到今天，代
表捷克的人们依然“像狮子般战斗”，

口。它的规模可能比不上凡尔赛的花园，但
是它的可爱和魅力绝对能和凡尔赛的花园相

息着许多野生动物，比如鹿、野猪甚至狼

园，曾经是欧洲首个能看到郁金香的地方。

的时候，您最多能看到戴着狗链的小狗。

到它们。传说中，是鲁道夫二世的一个大

拉格城堡的北门。您的注意力肯定很快就

的种子并带回了布拉格。当然荷兰人是不会

们会在那里像个雕像似的站上1小时，然后

在它们颜色艳丽竞相绽放的时候，您就能看
使，在土耳其苏丹的花园中偷取了一些珍贵

作者 Radim Kratochvíl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Radim Kratochvíl。

布
拉
格
世
界

赞同这个传说的，他们是世界上郁金香的最
大生产商。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不想承
认，布拉格才是欧洲第一。

穿过雄鹿城壕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布

会被门口一动不动的一对卫士所吸引。他
就会换岗。这可是个很有意思的小表演，
它在每小时的整点时在城堡的所有3个门口

进行，我强烈推荐您看看。这和伦敦白金

土耳其的象征可不止这一个，您还能在

汉宫前的演习很相似，只不过规模更小，

生活的时代是16世纪，也被称为文艺复兴时

就是布拉格城堡骑术学校。这座带有开阔场

两种形式。夏天的时候，他们穿着轻薄的

意思是“重生”– 在建筑、艺术、生活方式、

学校。现在，它被用作历史主题展览馆。在

地深蓝色制服。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电影

当您早上思考今天穿什么会显得漂亮或

土耳其人的人头像。它可不是用来纪念种子

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些制服确实是由

思维方式的体现。思考什么是美丽的、什么

争，一场由哈布斯堡皇帝领导的在维也纳附

人不喜欢.......在皇家花园中，您能看到许多美

400余年时间里，我们都处于哈布斯堡家族

最佳电影服装奖。这部电影是由捷克出生

有捷克野生猛禽的展览。花上一点点费用，

地统治着大部分的欧洲领土。鲁道夫二世是

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生平的一部美

朋友圈里所有人都会嫉妒的自拍照。

克国王。他之后的统治者，直到第一次世界

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电影之一。虽然真实的

也纳统治布拉格和捷克王国。在那里，哈布

影中的许多镜头都是在布拉格拍摄的，对

面，我们还能看到马具，作为曾经在这里发

一看。

夏宫，它被人们称为“意大利以北最美丽的

石化的士兵

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庭院。在这里，我会

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一世建造，是献给他

打开的，那么您就能看到由绿色的雄鹿城壕

提并论。它也是由鲁道夫二世建造的，很明
显这位皇帝喜欢被美好的事物所包围。他

花园入口对面的建筑顶端找到它。这个建筑

但是绝对不会没意思。城堡卫士的制服有

期。这个名词“文艺复兴”来自于意大利文，

地的大型四方建筑曾经是士兵和卫士的骑术

浅蓝色制服；冬天的时候，他们穿着厚重

时尚等等领域。

它的正面的右侧您可以看到一个包着头巾的

里走出来一样。顺便说一下，其实这么说

被偷走的土耳其苏丹的，而是用来纪念战

著名的捷克画家和电影服装设计师Theo-

不是美丽的、什么其他人会喜欢、什么其他

近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在捷克王国最后的

卡奖杯——电影《莫扎特传》（1984）的

丽的花朵和喷泉，如果天气不太冷，这里还

的统治下，他们早期起源于德国，后来持续

的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关于作曲家沃尔

您就可以和一只大型金雕合影，这可是微信

最后一位在布拉格居住的哈布斯堡血脉的捷

国电影。它赢得了8座奥斯卡奖杯，是世界

大战结束，即1918年，一直都在奥地利的维

莫扎特只来过布拉格4次，但是因为这部电

斯堡王朝感觉更像是故乡。在骑术学校的正

于计划游览这座城市的您来说，绝对值得

者有趣的时候，这就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

如果您继续深入花园，您能发现著名的

文艺复兴歌唱喷泉。整个喷泉是在16世纪末

期由青铜铸造而成。如果您仔细聆听水滴掉
落在水面的声音，您会听到所有布拉格的钟
声“歌唱”。在喷泉的边上，坐落着安妮女王

生的热闹的训练和演习的纪念。

文艺复兴宫殿”。这个优雅的通透的宫殿由

我们向前再走一点，在左手边，如果栅栏是

的妻子安妮的爱的礼物。它有时也被称为观

所包围的布拉格城堡的壮观景色。这是非常

景楼。亲爱的女性读者，如果您收到丈夫或

浪漫和雄伟的城堡景观，其中主要的就是圣

dor Pištěk设计的。他的家里还放着奥斯

穿过飘扬着荣耀的捷克共和国旗帜的大

在第二期《精华》杂志中继续为大家讲解有
意思的故事。

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布拉格的阿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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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INZERCE ▼▼A161006299 ▼A161006315

美
丽
谢
幕

皇家色彩
让你的手腕、脖子和手指
被色彩缤纷的宝石、钻石
或时尚的手表所点亮。

01/ ROBERTO COIN

02/ Hublot

03/ CARTIER

04/ Jaeger-LeCoultre

05/ TIFFANY

01/ 罗伯特·考因/Princess系列项链，玫瑰金搭配耀眼钻石，由来自巴黎的
罗伯特·考因品牌销售, 02/ 宇舶/ 大爆炸系列Pop Art One Click，玫瑰金搭配
三种不同颜色的表带，由位于Široká街的宇舶专卖店销售, 03/ 卡地亚/奢华手镯
Cactus de Cartier，由位于Pařížská街的卡地亚专卖店销售, 04/ 积家/独特的

作品Reverso One Duetto Moon，由位于Pařížská街的Carollinum商店销售,

05/ 蒂芙尼/ Masterpieces系列，充满了绿榴石、桔榴石和蓝宝石的各种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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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的色调，由位于Pařížská街的蒂芙尼专卖店销售

FALL / WINTER 2016 / 2017 COLLECTION
Flagship Store - Žatecká 14, 110 00 Praha 1
Concept Store - Masarykovo nám. 45/29, 741 01 Nový Jičín
Klobouky K Concept Store Tonak - Široká 435/15, 370 01 České Budějovice

www.tonak.cz

Valeč（瓦莱奇）城堡的历史开始于15世纪，
的
Doubravice Smil Osovský建造了这座城堡并与他的家族居住在那里。
今天，您可以在同样的地方休憩。城堡被改造成为豪华的建筑群落，
不仅拥有历史久远的房间可供住宿，还提供摩拉维亚地区无可匹敌的高端温泉中心。
除了被欣赏，它还欢迎您来亲身体验。
网站：www.hotel-valec.c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