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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豪华游轮上

亲爱的读者：
欢迎来到捷克共和国！我们很高兴布拉格能成
为您旅途的一站，这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

常言道，捷克的风景就像花园般怡人。因为在
我们小小的国土上，您可以找到众多美妙之地，那
是自然伟力和人类勤劳智慧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
《精华—布拉格杂志》的图文，您可以身临其境感
受这些美妙之地。当然，亲自探访其中的神奇，依
旧是最佳之选。

体验非凡的假期

WWW.YACHTPROF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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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完全可以选择独自一人毫无障碍地在捷克共
和国旅行。依据最近公布的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IIndex），捷克是2017年世界上最安全的国
家之TOP10。您无需担心犯罪情况，抑或是自然灾
害。在捷克，我们没有毒蛇或毒蜘蛛，也没有嗜血
的野兽。捷克自然风景中最大的威胁或许是蜱虫，
它在夏季最为活跃。但即便您在不知不觉间被咬了
一口，其感染可能性极低。即便如此，为防范于未
然，乡村旅行之前最好买上防蜱液。
您还可以自由探索布拉格历史中心。您肯定
不会迷路的，市中心非常小，可虽小，却浓缩了布
拉格文化历史的瑰宝和精髓。即便不会迷路，也请
务必记得您的酒店地址；即便被遗迹和风情迷住了
眼，布拉格可爱的行人、出租车司机、警察等都将
乐意为您指路。当然，预先用旅行或地图APP查看
路线和行程，总是心安之计。捷克语有俗语“Hlavně buďte v klidu a v pohodě!”, 指的是“关键在于保持
冷静和沉着”，这也是旅行的一大要诀！
如果您更偏爱与资深导游结伴而行，可别错过
P80对金文军先生的采访报道。出生于上海的他，
在布拉格生活多年，现担任捷克中文旅游联合总会
常务副会长。他中西交融的阅历以及他高素质的导
游团队，会给您带来不同的布拉格视角。毕竟，错
过布拉格最好的风景，或是捷克境内别的奇妙之
地，将会是令人遗憾的。

请尽情享受捷克的自然景观、美食佳饮和丰
富的历史文化。《精华》杂志将与您的冒险之旅为
伴。

Jan Müller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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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blanc
Montblanc Boutique
Pařížská
· Prague
11
Pařížská 914(Entrance
(EntranceŠiroká
Široká18)
18)
• Prague
Tel.:
tel.: +420
+420 221
221 771
771 670
670
www.carollinum.cz/zh
www.carollinum.cz/zh

意大利经典
宝格丽珠宝公司以彩色珠宝
的杰出工艺闻名于世，其灵
感源自故土丰富的历史，创
意地表达了无可挑剔的意大
利工匠精神，“永恒之城”罗
马的雄伟标志通过令人惊叹
的珠宝、腕表、配饰和香水
得以重新诠释。2017年4月27
日，社会名流及重要嘉宾出
席了位于布拉格Pařížská街13
号全新精品店的发布会。这
间精品店在PeterIMarin的概
念下设计，空间占地近200
平方米，隐喻了品牌的地中
海起源，重温“永恒之城”罗
马迷人街巷的漫步。整个区
域的主要元素是一种古时在
罗马建筑中十分盛行的典型
大理石。古代与现代、传统
与创新之间的和谐交融定义
着宝格丽的风格，并通过精
心挑选的室内装饰和家居进
一步再现宝格丽的气质。专
设VIP空间，效仿罗马原始
精品店献给著名影星伊丽莎
白·泰勒的休息室，使您在
完全私密之下鉴赏最珍贵的
杰作。

RA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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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重印或其他任何方式的传播。

INZERCE ▼A171002505 INZERCE ▼▼AA171002142 - A171002143

业务总监 obchodní ředitelka: Lenka Benetková

nA PŘÍKOPĚ 17, PRAHA 1 & ARKÁDY PAnKRÁC, PRAH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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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捷克传统美食的精髓
Baráčnická rychta餐厅位于小城区中心的阿尔奇米斯特温泉大酒店旁，隐匿于Tržiště街的街角。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家历史悠久的餐厅都
是当地人的不二之选。餐厅最早作为同名社区的总部而成立，致力于保留捷克传统习俗，并发扬捷克的文化遗产。
捷克美食是国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餐厅旨在以古老的形式保留捷克的美食传统，并且为食客提供绝佳的机会——不仅可以品尝到如腱
红烩汤和油封鸭腿等最为熟知的捷克美食，还有从丰富美食历史中再现、流传至今的菜肴和食谱。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历史悠久的塔利安
香肠以及布拉格式焗蜗牛，还有搭配梅子蜜饯的波西米亚皇帝煎饼甜点。
Baráčnická rychta是家历史悠久的餐厅，带着淡淡的怀旧，氛围轻松。这里不仅有绝佳的捷克传统美食，比尔森和Svijany扎啤，还有来自
本地酿酒厂的原浆烈酒。在享受捷克美食悠久的传统味道，打开你的视野，真正体会捷克传统美食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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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žiště 23, Prague 1, tel.: +420 257 286 083, e-mail: info@baracnicka.cz

www.baracnickarychta.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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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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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BRACKEN

在紫色、酒红色和珊瑚色中，
一眼就会看到你。

02/ TIFFANY HARDWEAR

01/ 芬芳沁人的爱慕AMOUAGE BRACKEN

03/ YSL

WOMAN香水，100ML，7900捷克克朗，INGREDI/ 来自蒂芙尼TIFFANY
ENTS美妆精品店有售
HARDWEAR系列的金耳环和金手镯，价格请详询
/ 圣罗兰YSL指甲油及唇膏，指定专卖店
精品店
/ 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手袋以及
有售
宫廷鞋，价格请详询精品店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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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DOLCE &GAB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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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犹太博物馆

阳光厨房

K Bohnicím街 2号, 布拉格 7区
这里令人称奇地结合了酿酒坊、蒸馏间、面
包店、时尚公寓和充满法国南部阳光的厨
房，并带来了普罗旺斯和地中海的传统美
感。所有这些都来自位于布拉格动物园附近
的葡萄园里的Salabka庄园。

水晶帝国

Havlíčkova街 3号, 布拉格1区
巨大的紫水晶晶洞、高数米的水晶晶
簇、一吨重的水晶球，以及2013年摧
毁了俄罗斯城市车里雅宾斯克的陨石
碎片和猛犸象牙齿化石。Mineralia展
览和商店的参观是一场真正的探险。
铁路王国

Stroupežnického街23号，
布拉格5区
虽然捷克共和国及中欧最大的铁路模
型已经建成了好几年，但现在它又新
加入了利贝雷茨州（Liberecký kraj）
的模型。现在正是理想的参观时间。
待模型完成时，它将覆盖整个捷克共
和国以及它的代表性区域，占地面积
将达到1008平方米。

布拉
格漫
步者

您的必看博物馆

www.jewishmuseum.cz

Široká光芒
Široká街15号, 布拉格 1区

巴黎品牌宝诗龙在布拉格开设了新的
精品店，其理念灵感来自著名珠宝商
费德列克•宝诗龙在1893年选中的地
方。据说，他选择了26号房子，因为
那是整个巴黎旺多姆广场阳光最充沛
的地方。

按图索骥探寻捷克首都最佳的
购物、美食、休闲娱乐之地。

蜡像

Celetná街,

14

布拉格犹太博物馆是独一无二的欧洲机构，它是同类中最为综合全面的，管理着：
INZERCE ▼A171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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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1区
从2017年5月1日起，您就可
以进入格雷万蜡像馆探索传
说中的蜡像世界，在这里，
你可以与世界知名人物面对
面，然后去评价这些作品的
仿真程度。制作一个蜡像需
要至少三个月，费用则至少
要100万捷克克朗。

四个历史性犹太教堂

闻名于世的老犹太公墓

档案室、带多媒体中心的图书馆

展品独特的祭典厅

自设画廊

修复工作室、教育及文化中心

多个储藏室
中欧文化版图上最具吸引力的标志之一

TOURIST

旅
游

滴答

热恋中的意大利男人

Václavské 广场10号,
布拉格 1区

Průběžná街41号，
布拉格10区

不久之前，意大利人Michele Vigorito爱上了一名捷克女孩，并且幸
运的是，他决定留在捷克。在布
拉格Strašnice区一间叫“UIItala”的
小餐馆里，他制作着布拉格最好
之一的披萨饼。您也可以在这里
购买到品质上乘的香肠、优质的
山羊奶酪以及他妈妈亲手制作的
橄榄油。

Bechyně钟表店的新
店开业了。置身豪华
店面，您可以从以劳
力士或浪琴为首的世
界名牌中，挑选您中
意的手链手表、手表
上链盒和珠宝首饰。

顶级牛排

Platnéřská街19号，布拉格1区
在George Prime Steak餐厅，他们将为您提供优
质美味的牛排。牛肉来自美国中西部最优质的
肉牛。他们会把牛肉放在特殊的烤架Montague
Legend上，以650度的温度精心烹制。
优雅的Tod’s

Pařížská街13号，
布拉格1区

在新店Tod‘s中，您不仅可
以欣赏到著名的鹿皮鞋、
手提包和配饰，还可以看
到陶瓷地板、玛瑙、皮革
或抛光钢板制成的家具。
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建
筑，也绝对值得一看。

Puro 意大利冰淇淋
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THE EMBLEM HOTEL（徽章酒店）是一家

Na Hrobci街1号,

布拉格 2区
在伏尔塔瓦河畔的岸边，新开了一间品质上层的冰淇淋店
Puro，它提供正宗地道的意大利冰淇淋。您可以去试一下他们
的自制无花果口味或醋栗口味冰淇淋。

倡导生活方式的酒店，它将这座历史古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
为旅客在异乡的家、本地人的一处避风港。酒店拥有59间客房，较
低一层设有休息室、餐厅和酒吧，还有带屋顶露台及先进技术的
SPA。酒店及其丰富的“生活空间”力图打造一个社区。酒店为从布
拉格和国外而来的志同道合之士能够一起探索、发现和讨论，提供

巧克力博物馆

了一方天地，它完全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旅行方式。

Liliová街，布拉格1区

巧克力商店和家庭明信片博物馆结合在一起？您可以在历史悠久
的建筑“U Červené židle”里找到它。在那里，您可以来上一口布拉
格最好的热巧克力。

THE EMBLEM HOTEL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Platnéřská街19号 邮编110 00

Kunstkomora 艺术陈列馆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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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1区

走进并发现古代文化的神奇美丽。Kunstkomora收藏的都是二千年以
上的古董藏品，它的灵感来自皇帝鲁道夫二世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奇屋
(Wunderkammer）以及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艺术陈列馆。

INZERCE ▼A171002200

Lázeňská街 9号,

电话：00420 226 202 500
邮箱：emblem@emblemprague.com
www.emblemprague.com

捷克的
汉学大师
2010年，当我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东亚所
中文系时，戴维特·塞纳尔博士（David
Sehnal，他的中文名为“戴维”）时任老师，
我却从没见过他。也正是这一年，他决
定从学术界和大学的教育活动中离开。而
且，他从布拉格搬到北京，从那时起到现
在，他偶尔回访自己的家乡捷克。尽管戴
维特·塞纳尔博士人不在这里，他仍然是
个传奇。
作者 Radim Kratochvíl 图片 Tomáš Železný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关于戴维特·赛纳
尔博士（DavidISehnal，中文名“戴维”）
个人的奇妙轶事创造了一张汉学大师的
肖像，由于他不在我所涉足的范围内出
现，加固了这样的传奇形象。他个性非凡
卓越，师从20世纪几位重要的俄罗斯汉学
家。作为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汉语专家之
一，他与学生有着密切且思维开放的关
系，能够领悟到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深
层关系，掌握学术专业化世界里语言知识
的多样性，真正地令人钦佩。我的好奇心
也受他在校内外的赞誉所触动，他本人喜
欢和这些学生聚在一起，友好地、大概是
带着一种友谊精神地，不断回答他们各种
好奇的问题。
几年过去了。我从中文系学士学位毕
业，我们创办了《精华》这本中文杂志。
突然，意料之外，戴维特·塞纳尔本人现
身布拉格。其实，他看上去非常友好，
所以有一天我带着勇气走近他去做一个采
访。除了汉学大师这个多少由我大脑想象
创造的画面之外，我对塞纳尔先生个人更
感兴趣。他是谁？不仅是他对汉学的观
点，他怎么看待中国，怎么看待目前捷克
与中国的关系趋势，还有，他个人的生活
哲学是怎样的？
是什么将您带入汉语世界？

精
华
18

从童年开始我对各种语言都产生普
遍的兴趣。我的父亲教我德语，这几乎成
为我的第二母语。1978年的某个时候，那
时我上小学8年级，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中
文教科书落入我的手里。我翻阅这本教科
书，我有种感觉这个语言完全是为我量身
定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来自克
罗梅日什（Kroměříž）的学童而言，向人
寻求中文意见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开始自
学。我自己搞到了一张中文课程的黑胶唱
片，开始以纯视觉的方式抄写文字。没人
向我解释笔画顺序的重要性，所以我每次
写字都不同，因此我遇上了能以这种方

法学到汉字最大值的极限。后来，高中三
年级时，有外国学校来招收学生，所有科
目里也有在莫斯科学习“中文”的可能。高
中四年级时，我在一所预科中心学习，然
后参加了位于布拉格的前查理大学亚非国
家科学系汉学专业的入学考试。于是我被
送去学习，不是莫斯科而是曾经的列宁格
勒现在的圣彼得堡。虽然因为学习地方的
改变我当初有些困惑，一段时间后我发现
当地的汉学系非常的优秀。我非常幸运能
在诸如尼基提娜教授（Nikitina)、斯佩什
涅夫教授（Speshnev,中文名：司格林）以
及雅洪托夫教授（Yakhontov）这样伟大
的老师下学习，他们有些是圣彼得堡汉学
学校享誉世界的老师代表。在他们的教导
下，我进行了5年的学习研究，这实际上
跟今天的硕士学位相似。
我好奇，以您这样专业的水平，汉学依然
吸引您的兴趣吗？
几年前我决定放弃大学的学术生涯，
实际上离开对我而言很释放。现在，我基
本上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假如我下决心
做研究或是教书育人，是因为乐趣而做，
没有人会阻止我这么做。每天，我尝试学
点儿新东西，仅仅为了自己，探索一些小
事情或是细节，我深思熟虑并且独立思

中有 我出 同
欧什 的生 国
历 么 外 地，家
史是 婆地 生
告一 从一 活
诉劳 没生 。
我永 离却
们逸 开在
没的 过不
。
没我

考。如果有机会为一些重大的国际项目工
作，我会很乐意参与。比如说2013年在德
国的埃朗根，我负责处理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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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汉学老师传授您了哪些知识？
每位老师都传授给我了不同的知识。
而且每位都待我极为友善，乐于施教或
是帮助我，即使我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我
的俄语一开始并不完美。那个时候，对我
来说这很意外，因为那时在捷克学校俄语
是强制性的，而且预科班的老师不断灌输
给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的语言知识已
准备充分，可以面对下一阶段的学习。但
是，到达俄罗斯后我才发现口语化的“街头
俄语”和专业俄语完全不同，我必须同时兼
顾学业与语言的学习，这并不容易。
可以就您老师的个性，具体描述一下吗？
诚如我言，总的来说，每位老师都乐
于施教，并且展示了他们课程的高度专业
化。甚至是作为个人，他们也给予了我很
多。比如说，作为列宁格勒围城战的经历
者尼基提娜教授在一些特定事件的纪念日
获得额外的奖励时，她会把所有钱拿出来
给她的学生们，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
有奖学金，因此她随时准备着乐善好施。
雅洪托夫教授教我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
学家是什么样的，批判性地解决和观察事
情是何等的重要，这批判性不仅运用在对
待他人的作品时，在对待自己的作品以及
自己本人时也同样如此。从斯佩什涅夫教
授身上获得的许多技能事实上我在生活上
运用至今。比如说，如何将中文作为外语
传授与他人。我学习了如何教授语音学、
口语中文等等。我试图将从他们身上获得
的知识传授给我的学生们。学生们不断地
来找我，我也尽量满足他们、帮助他们。
通过这样做，我同样也在不断精进自己的
技能。
我知道您不仅是现代汉语的专家，同样也
精通古代汉语。您怎样看待两者之间的关
联性？
我有些抗拒被标签为“学术专家”。
更多地，我视自己为“汉学工匠”。得益
于我先在俄罗斯而后在中国所受的教
育，我能够教授的不仅是现代语音和语
法，还包括古代汉语。我对中古汉语的
语音法以及甲骨文的上古汉语也有一种
扎实的理解。总的来说，无论生活在我
面前抛出怎样的任务，我总有办法处理
它。我不害怕任何形式的翻译，运用汉
语作为谋生工具，或者是将其作为一个
研究课题。因此，我对曾经就读过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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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毋庸置疑。中国从鸦片战争开
始，在此后大概150年里，都在以非常赤诚
的方式试图“西方化”，尽管在我们眼中依
然“有很多需要赶上”。无论如何，中国在
这段时间过程里，逐渐向西方意味深远地
靠得更近。如果将这情况与诸如土耳其、
印度或是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人与我们
离得更近。
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习的？
我确信无疑，答案是肯定的。比如
说，尊重教育。尊重教育的传统至始至
终贯穿于中国的历史，而且传承至今。
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层面，许多中国家庭
在对他们子女的教育上也投入巨大，因
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个例子肯定值得
我们学习。
现在我将这个问题反过来，您觉得中国人
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些什么吗？
正如我所说的，中国人150年来一直
像我们欧洲人学习，自发地，持续地。要
知道，这其中包括共产主义，中国人接受
并持有一种信念——视其为欧洲文明赋予
世界的最好最先进的产物。但是，在所谓
的近些年来，因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一代更青睐西方，我恐怕，西方正在失去
它具有魅力和吸引力的“软实力”。当然，
观察到这样的发展时我感到悲伤。
我知道您生活在北京，什么使您选择这座
城市？

联系邮箱：sehnald@yahoo.com

校和那儿的老师深表感谢。除了语言本
身，5年前，我还在查理大学哲学院教
授一门关于中国思想的课程，叫远东思
想史。中国哲学中，我主要对儒家思想
感兴趣，正如我最近的翻译题目为《老
子——翻译与语文学注释》（捷克原文
为：Kniha Laozi – překlad s filologickým
komentářem），不论正统与否，它被视
为道家学说的基础范本。那么回答你的
问题：现代汉语无疑是古汉语的直系后
代，因此古代汉语同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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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令我尤为敬佩之处是对新旧关系的洞察，
实际上这是学术专业之外的特点。通常，一

个人的专业定位是古代汉语，另一个人的领
域是现代汉语，其他的是文学和历史。
这种情况正是学术界促使我们形成

的。一个学者必须有一个特定的研究领

域。这是我一直抗拒的——成为特定语言

纪元里的“专家”，在细节包裹中虚度，如
此，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毕
竟，生活是非常多元和有趣的整体。

现在我想把问题扩大到整个中国社会，您
能感受到现代中国社会的传统元素吗？
中国社会非常多样化，不是每个方

面都能够以真正的现代化来描述。此外，

中国文化持续了几千年，现代化的薄皮肤
并不能将它覆盖。传统实际上无处不在，
虽然我们并不总是能遇见它显而易见的形
式。传统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隐匿，并以不
同的形式显示出来。中国人，甚至是汉学
家，常常不易察觉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当
代中国词汇遵循了古代汉语的构成规则。
如果一个人学习古代汉语，他可以从搜索
字典中节约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可以自主
地获取字里的各个意思。
据您了解，是否因为近来主要在双边贸易
的支持，以及所具有的深刻文化意义，使
中西方文化联系更紧密了？

在我与太太玛仁（Maruška）结婚时，
我们决定搬去北京，开始在那里住下并定
居。后来玛仁返回捷克共和国，而我现在交
替性地在中国和捷克之间往返工作。但是，
北京让我有家的感觉。假如我突然明天得飞
离北京，我将期待再次回到北京。
您在北京做些什么工作？
现在，我主要的生存方式是翻译。但
是我最近担当捷克管风琴销往中国的售卖
方，我们已经成功销售了一些到天津，同
时我们也为北京音乐厅现有的捷克管风琴
做了整体修复。我们可以说，除了商业层
面，这实际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文化交
流。管风琴行业实际是非常有趣和复杂的
领域。它是音乐本身和由不同制造材料的
结合，除了木材、金属和现代材料以外，
像音声学、电子学以及建筑学等领域也运
用在管风琴中。简言之，也不奇怪为什么
管风琴曾被称作“皇家乐器”。

关于这一点，我听说您还为此创造了一
套全新的中国管风琴术语……
是的，这是真的，我自创了若干概
念，但仅仅为了工作事务。直到今天，我
也没有编撰什么《捷汉风琴词典》。我欣
喜于这样的现实，虽然这一切的主要原因
是商业，它依然具有深沉的文化维度。其
一便是可以造访许多有趣的地方，遇见许
多有趣的人。
您长居中国，而且语言能力如此之好，
当中国人看不到您的人、只闻其声时甚
至可以混淆，他们是怎么看待你的呢？
我想，我的领居们是以自然的方式接
纳我。我想，除了我白人的相貌，我与他
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通常，中国人
发现一个外国人可以说至少一些基本的中
文时，会对此表以足够的尊重。尽管现在
世界上有许多人在学习中文，奇怪的是，
把中文说得非常好的外国人并不太多。比
如说，每天有数以百计申请者往来的移民
局里面，一位工作的女士唯独夸奖我的中
文，尽管这使我开心。
掌握汉语在我们的国家是否更具优势，比如
在与中方的商务谈判上？
是的，从我的翻译实践来看，我深有
体会。举个例子来讲，捷克方有捷克的中文
翻译或是商务人士自己懂得一些中文，能向
他的中国伙伴了展示一种尊重。尽管我总是
建议捷克企业只要与那些能用英文进行日常
交流互动的中国企业共事就好了，但是在实
际谈判中，商业其实是个人化的谈判，设置
捷克的中文翻译这一角色是重要的。不仅是
在谈判过程中，可以这么说，“他为你效力”
，他的存在是双方会议中的良好协调。
我认为捷克商人还不太明白这一点。
汉语翻译的费用相当昂贵，但是他们
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除了翻译本身，他们应
该能为他们的客户解释文化背景，进而成为
我们雇主在异国他乡值得信赖的向导。
中国一直被视为２１世纪超级经济大国，您是
怎么看待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和汉学，谁都在说它
们的未来“光明伟大得很”。在我效力于汉学
这30年，不断从四面八方听到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然，这其中
也有不言而喻的真实存在。毕竟，中国拥有
世界最大的人口，其文化数千年之悠久。
我相信，尽管急速发展终会遇上自然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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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天，依照中国社会日益繁荣的发展而
言，我个人希望中国人拥有更高的工资、
更好的环境、更多的假期以及更少的工作
量。这样，他们将对生活舒适度上有“更伟
大”的诉求，他们的经济繁荣程度大概会逐
渐与我们的一致。
您可以聊聊捷克共和国吸引人的地方，那些
中国人可能感兴趣的？
比如说，中欧历史。这部分中国人不
太了解。他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各种东
西。中欧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一
劳永逸的。有个例子是我的外婆，她从来没
有离开过她的出生地科耶廷（Kojetín），但
她一生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对中国人而
言，国界可以随着国家政治制度轻而易举地
变更，这很难理解。在这方面，中国人坚守
自己的固有形式，没有如此这般的历史观察
视角。总得来说，他们不像我们中欧人，在
这段历史里被拽来拽去。
中国人有时给我一种自信的大国成员的印
象，这与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相似。
是的，这绝对是他们的共同点。例外
当然也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中存在，但
是中国人相信其文化是优于其他“野蛮人的”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他们对各种差异完全
缺乏宽容，但是他们对差异化拥有的直接经
验相当少，而且常有草率概括的倾向。
您认为中国人有幽默感吗？众所周知，我们
捷克人绝对是戏谑一切。
有的，但与我们不同，更像是一种小
打小闹。近年来的趋势是民族自豪感的加
强，这方面我个人并不太喜欢，但同时，我
并不认为这是绝对的中国特色。纵观美国、
法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孤立主义倾向的增
强。所以，我们都可以运用多一点的幽默和
自嘲。
我好奇，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经年累月的研
究，是否影响了您的生活，以及对世界的
感知？
当然，而且我是主动地去认同中国文
化对我的这些影响。我喜欢向人描述，我的
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融合。我能
体会到汉学对我个人态度和事情轻缓急重的
影响，这是多年的学习研究形成的。而中国
文化，它的历史与现在，都给知识和灵感带
来或好或坏的、连绵不竭的源泉。在我眼
里，这是人类文化值得尊重的构成，是
值得学习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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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včická brá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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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形成的美丽奇观岩石拱门，是位处杰钦
(Děčín) 地区——所谓的捷克“小瑞士” (České
Švýcarsko)，整个区域的象征。它是整个欧洲
最大的天然岩石拱门。岩石拱门的跨度达到
26.5米，令人望而生叹，而如果在近距离观
察它的其他维度：16米的高度和8米的宽度，
似乎更令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拱门顶部
的平台高于其底部21米。Pravčická岩石拱门与
猎鹰之巢城堡（Sokolí hnízdo) 自然相连，这座
城堡原址现为一座橡木建成的酒吧小屋。曾经
的猎鹰之巢城堡被用来接待克拉里-阿尔德林根
家族 (Clary-Aldringen) 的重要客人。

《精华》杂志带您一
览我们国家最令人惊
叹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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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普利采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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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špašsko-teplické skály

特普利采岩石是中欧最大和最狂野的
石头城。游客和远足者18世纪起就开
始探索它，它的发现要归功于持续数
天的一次大火，那时部分植被烧毁，
这砂岩地层的宝石才终于现身。于
是，登山步道开始逐渐得到建设，攀
岩者也爬上了一座又一座的石峰。有
些地方，例如高岩湖，现在也只能通
过攀登梯子抵达。在石头城的北部边
缘，你会发现阿德谢巴赫 (Adršpach)
城堡的遗迹。

克拉德鲁比马
Kladrubský kůň

古老克拉德鲁比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代史
早期。这是世界上唯一为统治者的礼仪所用
而培育的马种。马匹依然保持着巴洛克式风
格，并且成为了盛行的表演用马和家庭马
匹，同时也适合儿童骑行。白色的克拉德鲁
比马一直被认为比黑色的更高贵。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波希米亚地区对奥地利的愤怒快
速滋长，而克拉德鲁比马则差点因为这种愤
怒而被完全清除。幸运地是，在1938年，对这
个珍贵品种的清除终于得到捷克养马学家弗
朗齐歇克·比莱克（František Bílek）的阻止，
随后他成功地重新培育并拯救了这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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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措哈深渊
Propast Macocha

马措哈深渊拥有140米的深度，它不仅是
捷克共和国也是中欧地区最深的峡谷。深
渊得名于17世纪的传说，是由大型洞穴的
顶部坍塌所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其底部
依然有很多顶部坍塌遗留的碎石。地下河
普恩克瓦（Punkva）从深渊的底部穿行而
过，并且成为两个湖泊的水源。两个湖中
较高的那个拥有13米的深度，可以从观景
点看到，而较低的湖则隐藏于岩石之间，
现在探明的深度超过49米。但是，目前为
止，这个湖的底部依然还未被探明。这种
壮丽的自然现象也有阴暗的一面，有时它
会成为自杀者最后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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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景点
Máj

Máj，捷克语意为“五月”，音似“马依”，诗
人卡雷尔·希内克·马哈 (Karel Hynek Mácha)I的抒情叙事长诗《五月》被称为“捷克
诗歌的珍珠”。蜿蜒的伏尔塔瓦河最美的风
光或许就在布拉格附近的Máj观景点。这条
河流经数十米深的林木茂盛的峡谷，形成一
个马蹄形，河水还滋养了令人惊叹的自然
风光。尤其是初秋时分，那更是这里最令人
印象深刻的时节。伏尔塔瓦河上马蹄形状的
令划艇人生畏的圣约翰急流区I(Svatojánské
proudy)，经常会在游客的照片以及广告上
出现。但是，这些都不能替代你亲眼看到夕
阳下河水蜿蜒流动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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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尼采-瓦尔
季采文化景观
Lednicko-valtický areá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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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尼采-瓦尔季采文化景观是欧洲最大的景观
群落，于1996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
遗产名录。约2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主要是遍布各
处的狩猎小屋群、差异化的观景点以及各种景
观元素。莱德尼采-瓦尔季采文化景观过去属于
利希滕斯坦家族（Lichtenštejnové)，他们的活
动显著地推动了当地风景的变化。这个风景群
落包括两座城堡、湖泊、公园，涵盖部分森林
的鹿苑以及其他小型建筑。该区域以瓦尔季采
城堡为核心，它是利希滕斯坦家族的主要居住
地，而莱德尼采庄园则是他们的夏季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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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访布拉格动物园！
舒马瓦山
Šumava Mountains

舒马瓦国家公园和保护景区，与邻近的德
国巴伐利亚国家森林公园，共同组成了中
欧地区最大的连绵的森林群落。舒马瓦山
早前的大多区域都是自然原始森林，今
天则由茂盛的松树林和混交林组成。舒马
瓦还拥有典型的受保护的山丘沼泽和河
谷沼泽，比较著名的有木屋沼泽I(Chalupská slať）和湖泊沼泽 (Jezerní slať)。舒马瓦
比较知名的地区还有受保护的鲍宾I(Boubín)
原始森林。舒马瓦各城镇的建筑也属于国家
保护的范畴，同时整个地区也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生态保护区。

我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动物园之一，
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动物园，
每年客流量超过130万人。
我们共有4600只动物，超过680种物种。
总占地面积为58公顷，
有12座展厅和超过150个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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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ERCE ▼A171000419

游客们可以在游览动物园的同时，
从瞭望塔或缆车上观赏布拉格全景。

小朋友们可以感受独一无二的博罗
咯保护区。
另外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
每天早晨9点开始营业。

布拉格与她的动物园是您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www.zoopraha.c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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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涅日卡峰
Sněžka

斯涅日卡峰位于克尔科诺谢山I(Krkonoše）东
部，拥有1603米的海拔，是捷克的最高点。
斯涅日卡峰是捷克与波兰的界山，同时峰顶
也经常有游客参观。斯涅日卡峰拥有美丽
的山地全景风光，同时可以通过登山步道甚
至自行车相对轻松地抵达。斯涅日卡峰的故
事中，最有趣的莫过于人们对它高度测量的
第一次尝试，在16世纪时，人们当时测得的
高度是海拔5880米，这甚至比勃朗峰I(Mont
Blanc）还要高出1000米！1932年时，斯涅日
卡峰首次有人驾驶汽车登顶，登顶之人是汽
车设计师约瑟夫·巴瑟克（Josef Baš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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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
中国水
墨画家
查斯卡（Ondřej Caska）是个
有趣的人。多年的法律工作并
没有阻挡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
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国
水墨画。自然，中国不乏水墨
画画家。但是，这位捷克人，
在他的绘画中，熟练地运用纯
粹中国的艺术技法来表现捷克
是布拉格的主题。
画作 Ondřej Caska
作者 Radim Kratochvíl
图片 Tomáš Železný

查斯卡从小就对绘画拥有浓厚的兴
趣。他的祖父是位精于捷克乡村风光
的画家。但他的父母则拥有完全不同的专业
背景，两人都曾经以经济学家为职。因此，
没有人期盼查斯卡能够专业地追求艺术生
涯。虽则他并没有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但毕
业于法学院的他至今仍活跃于法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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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器》, 100cm x 69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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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塔瓦河》,
69cm x 50cm, 2014
《布拉格中央火车站》
46.5cm x 34,5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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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任山》, 100cm x 69 cm, 2016

当他从父母家搬离开始独立生活的时
候，他迎来了创造力爆发的转折点。曾经
的生活只有工作而已，他终日在布拉格的
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所有时间都花在
工作上，却仍然有种空虚感，并渴望寻得
什么来填补这种感觉。从年轻时起，他就
视西方绘画为一种爱好，先是立体派，然
后是抽象派。查斯卡自学研究成果之一，
便是发现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与中国书法有
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抽象表现主义
的先锋——弗朗兹·克兰 (Franz Kline，
1910-1962)，通过在材质上运用不同的黑白
色对比和结构来创造作品。从这个角度来
看，查斯卡认为艺术是一种无国界的共同
语言。他从儿时起就一直被中国文化和历
史吸引，仿佛那是远方国度的梦幻童话一

般，如此遥不可及，令你甚至会怀疑它是
否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

他从大型律师事务所离职，与两位合
伙人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此后，他
终于为自己和他的绘画赢得了时间。在他
参观了布拉格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水墨
画重量级代表人物之一齐白石（1864-1957)
的大型展览之后，他的创作主题发生了转
变。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国家美术馆拥
有超过100件齐白石大师的作品，是除中
国之外，拥有齐白石作品数量最多的美术
馆。中国大师的绘画深深地吸引了他，他
决定开始学习这种绘画技法，尽管捷克共
和国基本上不具备这种技法的任何基础，
也缺乏学习中国水墨画的学校和相关工
具。但有一个例外——画家傅抱石（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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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广场》,
69cm x 50cm, 2014
《吧兰多夫》, 69cm x 50cm, 2016

《兹科夫电视塔》，70cm x 50 cm, 2015
《Ládví住宅区》， 86cm x 60 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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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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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勒茨基岛》, 100cm x 69 cm, 2016

1965），在西方世界他的外号是“中国的梵
高”，他曾于上个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间
前往罗马尼亚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并用水
墨画的技法表现当地风光。查斯卡非常仰
慕这位画家，并在多方面以他作为自己艺
术风格的榜样。尽管查斯卡似乎是最早在
捷克境内运用这项技法的人，但不得不提
及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水墨画的另一位艺术
家伊瑞（Jiří Straka），他的画作曾在捷克
国内和中国北京都有展出，他本人主要生
活在北京。但是，查斯卡很可能是首位一
直运用这种绘画技法来描绘捷克和布拉格
风光的捷克人，这不仅是独创，同时也非
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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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住在布拉格的捷克人，想获
得水墨画绘画技巧的进步，非常不易。当查
斯卡下定决时，他义无反顾，没有什么可以
阻挡。2011年第一次游历中国期间，他不仅
发现自己的梦想可以照进了现实，甚至觉得
自己仿若也一直拥有中国式的思想和视野。
回国后，他开始向知名的中国和日本制造商

订购水墨画所需的优质工具和材料。但是，
何以学习技法本身？他决定通过互联网和
勤奋自学来弥补缺少老师的不足。也正因为
此，查斯卡取得的艺术成果更为显著耀眼。
除绘画外，他对中国印章的技艺和生产十足
的兴趣，似乎也成为了第一个掌握这门工艺
的捷克人。在中国的大学学习这门技术期
间，他效以学习水墨画的相同方式，通过互
联网和以及在布拉格遇见中国艺术大师进行
交流来逐渐进步。
画作里，查斯卡近来几乎只专注布
拉格和捷克的自然风光。也因此创造了一
个有趣的结合——中国水墨画的技艺和捷
克视野里的风景。为了确保您欣赏画作的
乐趣，我们只选取了他的小部分作品。不
过，我们相信，2018年的布拉格，正在筹
备中的查斯卡中国水墨画首次展览举行之
后，这位画家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
职业生涯了，原本法律界的工作或将逐渐
消失在他流畅的画笔中。如您所料，他肯
定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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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téka

钢琴店
布拉尼克街区（Braník ） 的十
字路口一直都是平平无奇的，
直到我看到了理发店旁边的展
柜中，出现的那台美丽的施坦
威 （Steinwey）钢琴。
作者 Kateřina Černá

在那间长时期空置的店铺里，人们一
度认为会出现另一家无趣的便利店。
但是，在一个阴沉的秋日早晨，那里就这
么出现了一架黑色的音乐会演出级的大钢
琴。不久之后，门口挂上了招牌，上面有
个特别的名字Pianotéka。何以特别？用红
酒馆做个对比，捷克语Víno是葡萄酒的意
思，Vinotéka指的是售卖各种各样红酒的
地方，而Pianotéka即是将“葡萄酒”变作“钢
琴”。那台大钢琴并没有在那里孤单地待
很久，越来越多的其他钢琴开始出现。而
且，伴随着钢琴数量增长的还有我的好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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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坦威品牌相当于钢琴中的劳斯莱斯

当我像平常一样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的
时候，一阵音乐传来。这是一场正午时分
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中举行的钢琴演奏会。
它吸引我走进了店里，我也终于有机会见
到店主，他为这个小镇气氛浓郁的地方，
带来了曾经是音乐厅的明星、作曲家以及
音乐家的忠实伴侣，且游历过世界的乐器
之声。

图片 Tomáš Železný

你不需要成为一位钢琴家或者古
典音乐爱好者，才会对JakubdZahradník
( 雅 库 布·查赫拉得尼克)I的项目充满兴
趣。“长期以来，这个概念一直躺在我的脑
海中。几年前，我在斯米克夫区 (Smíchov)
的一间私人公寓里打造了一个类似的空
间，那里曾经只是伦德尔 (Rendl) 家族存放
工具之的地。Pianotéka也不仅是一间高级
钢琴店，而且还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在
这里我会为公众举办活动，同时人们也可
以过来弹钢琴。”Jakub解释道。而我则怯
生生地触摸着施坦威钢琴的琴键，它可是
钢琴中的劳斯莱斯！

今天专业的钢琴家固执己见地只想弹
奏来自施坦威的大钢琴，并且他们偏爱要
求不太老旧的大钢琴。但是Jakub则销售
着更多的其他品牌，他独有见解。“我在
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鲁道夫音乐厅 (Rudolfinum) 里用的是来自佩卓夫 (Petrof) 、
贝森朵夫 (Bosendorfer) 和施坦威公司的钢
琴。而到了今天只剩下斯坦威了。我当然

认为施坦威是极好的钢琴，但对于多样性
的缺失我同样感到遗憾。例如，在演奏捷
克作曲家莱奥什·亚纳切克 (Leoš Janáček)
的音乐时，我就觉得施坦威钢琴的音色是
不适合的。那架被保留下来的亚纳切克钢
琴，它的声音和我们今天听到的大部分的
钢琴声音是很不一样的。这规律同样适用
于十九世纪的所有的浪漫主义音乐。波兰
作曲家肖邦演奏的大钢琴很有可能是维也
纳制造的，而今天这种钢琴你只会把它当
成旧物免费处理。“Jakub说道，然后他坐
在其中一架钢琴前面，手指开始在琴键上
飞奔。我的耳朵马上就听出了他所说的差
异，于是我对其他钢琴也开始好奇起来。

几百年前，市面上有数百家钢琴制
造商，而到了今天，市场上大概只剩下最
好的二十五家。并且由于亚洲公司的廉价
竞争，它们的数量仍然在继续减少。Jakub试图维护这种多样性并提供多样的钢
琴选择，他希望捷克的音乐能用捷克的钢
琴来演奏，奥地利的音乐则能用奥地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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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一架有内置灯的钢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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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品牌或许适合演绎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

品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音乐中的真实性
和原始性。“有时候，我会被专家不屑使
用的钢琴所吸引，最近我们就修复了一架
阿尔伯特牌 (Albert) 的立式钢琴，它是由
捷克西北部城市拉贝河畔乌斯季 Ústí nad
Labem) 的制造商所制造的。它的音色非常
有意思，并且它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今天
的人们估计已经生产不出这样的钢琴了。
我会把它放在新的钢琴旁边，客户可以
选择更接近他们需求的钢琴。“Jakub解释
说。Pianotéka让人们有机会在一天内比较
和尝试不同品牌的钢琴，而在常规的钢琴
店里，你只能从一个品牌中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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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JakubIZahradník创立的Pianotéka
里，你经常可以从众多钢琴中找到那些曾
经属于某个有趣人物的钢琴。例如，他最
近就经手了歌唱家伊娃·比托瓦 (Iva Bittová) 的大钢琴以及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伴奏师
的立式钢琴。钢琴背后的故事和它作为乐
器发出的独特声音一样有趣。“当我触摸琴
键的时候，我感觉仿佛就能触摸到那位曾
经拥有者的手指。最近有一位女士走进我
的店里，开始跟我讲述这里钢琴的命运。
起初我也只是当成笑谈，但是当她开始准
确地讲述我所知道的那些钢琴故事时，她
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科瓦洛夫斯卡 (Kovalovská) 夫人有点像一位算命师，她能帮助
人们看到前世。”

当Jakub谈论钢琴的时候，他的语气
仿佛也拥有灵魂一般。“你会知道这架钢
琴到底是家庭中的宠儿，还是曾经在文化
宫或者歌舞表演上被人粗暴地击打过，它
是否由伟大的名人演奏过，以及它在等到
新主人之前被遗弃了多久。“Jakub如此说
道。明亮的阳光穿透了商店的窗户，一位
男士推门进来，然后他开始试弹其中的一
架钢琴。店里的空间瞬即弥满着音乐和咖
啡的气息，这是Jakub用银质托盘为我奉上
的一杯美味咖啡。
“像每个钢琴家一样，这么多年来，
我已经弹奏过许多钢琴，其中的一些我
至今还记得，例如，在捷克特热博瓦
(ČeskáOTřebová)I的贝森朵夫钢琴或者奥
古斯特福斯特 (August Forster) 的275型钢
琴。但是我也有很多糟糕的经历，在许
多演奏厅、教室和家庭中，钢琴往往都
是音准都不准的、声音不协调的，甚至
是脏旧的。“Jakub说。他最喜欢演奏的音
乐会是在荷兰的圣劳伦斯教堂I(Laurenskerk Rotterdam)，那里总是有一架施坦威
D型钢琴在等着他；或者捷克本国的伯利
恒礼拜堂，那里购置了修复的佩卓夫大
钢琴。因为他喜欢各种各样的钢琴，同
时也为了解决日常生计和对高品质钢琴
声音的心瘾，于是自然而然地，他创立
了Pianotéka钢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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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登上
PIVOVAR
啤酒酿造之船”
捷克啤酒，每一扎都溢满爱

这间餐厅拥有自己的啤酒酿造坊，传统的波西米亚美食，位于
低层甲板的啤酒馆，带烧烤的夏日露台，酒吧和休息区……当
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就在捷克水域上这个独特的项目上，
就在登上PIVOVAR这艘“啤酒酿造之船”时，你将发现……

“我的好几个童年梦想都通过这个项目
实现了。”创始人VojtěchIRyvol如此描
述这个项目，“我一直都想要有一艘船，我
也想要有一个可以美餐之后能躺下来、能放
松身心的餐厅。好些年来，我都梦想着我如
何才能在伏尔塔瓦河上烹饪美食。我是个
爱国者，视捷克啤酒为我们国家的珍宝。还
有，我们的船所提供的布拉格城堡的壮丽景
色，十足地打动着我的心。来看看，你就会
理解我——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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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ERCE A170000999 - A170001000

对中国游客而言，Pivovar啤酒酿造之船最
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最大的吸引力一定是船只与啤酒酿造
坊的结合。我们不在供应商那儿购买啤酒，
我们酿造自己的啤酒，游客可以从头至尾全
面深入地了解啤酒的生产。我们不只酿造
比尔森啤酒，还有小麦啤酒或是像APA、爱
尔兰型IPA、烈性啤酒这样的外来啤酒。既
然是在船上，我们啤酒的命名同样来源于这
些特定区域具有重要意义的船只名。比如，
针对美国特色，我们选择了诸如新奥尔良号
（NewIOrleans）这样著名的桨式蒸汽船；
英国啤酒的名字则来源于胡德号战列巡演
舰（Hood）或伊丽莎白女王号（QueenIElisabeth）；德国风味的啤酒以俾斯麦号战列
舰（Bismarck）和欧根亲王号巡洋舰（Princ
Eugen）命名；而捷克拉格啤酒以奥匈帝国
的波西米亚舰船Legie、Republika或者Monarchie得名。我们是你前往的不二选择，

餐厅老板Švihák先生

还因为布拉格城堡区（Hradčany）的独特风
景——从我们船只的露台，你可以静享布拉
格城堡的日落，这可不是布拉格哪儿都能欣
赏到的。
游客通过哪些途径找到你们，换言之，如何
预订？
Pivovar啤酒酿造之船停靠在布拉格中
心伏尔塔瓦河的右岸，就在Štefánik桥下，
离共和国广场（NáměstíIRepubliky，地铁B
线）几米之远，距老城广场（地铁A线Staroměstská站）几步之遥，穿过几条历史小
巷，便能抵达。

我们强烈建议你提前约定，尤其是你
若希望在下午、晚上和周末前来，较大的
团队甚至在白天也需要预约。我们接受的
预约方式有电话+420 773 778 788，或邮件
reservation@pivolod.cz。
夏季月份里，有造访游船的最佳特别时期
吗？比如白天、周几或一些活动日……
整个Pivovar分为三层甲板，每层甲板
供应类别略有不同的美食，由你的来访时间
和所抵达的甲板层所决定。另一个别致的氛
围是午餐时间，那时候附近办公的人因我们
精致美味的午餐单而来。午后时光，你会看
到在夏日露台上停驻脚步的路人和游客，在
流连于布拉格景点之间放松身心。晚上，游
客、本地人以晚餐而聚，品尝传统古老波西
米亚美食，或者仅仅是与朋友们在餐厅酒窖
畅饮我们美味的啤酒。

本地特色菜

有时候，Pivovar啤酒精酿之船的甲
板并不对公众开放，而用于服务私人聚
会和公司活动。但是从2017年秋天开始，
我们计划定期为公众带来“音乐之夜”，音
乐家将演奏爵士乐或者其他流派的音乐
晚会。
你们备有中文菜单吗？
有的，我们正在做，目前在印刷中，
将很快配备到我们的游船上。
你们的船只有什么有趣的历史？
Sanssouci（与德国无忧宫同名）是Pivovar啤酒酿造之船最早的名字，它建造于
1962年，是为柏林的湖泊建造的第一批白
色舰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它适用于远
航，曾作为邮轮和休闲船服务于德国汉堡
的海滨区，以Classic Queen Hamburg之名
运输游客，直至2015年。
你们船上有没有什么独家啤酒是游客在别
的地方品尝不到的？
我们所有的啤酒都出色卓越，但是我
们最大的特色、最为稀有的当属“泰坦尼克
号”（Titanic），它的酒精浓度最强，含有
高达34%的麦芽和16%的酒精。现在它还
得再“躺”上一长段儿时间，到今年年底就
能品尝到了。我们想要打趣一说：畅饮了
这款酒之后，泰塔尼克号不会沉入海底，
只是喝了这杯“泰坦尼克号”的游客沉沦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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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橄榄石石铁陨石
Admire Pallasit
又称“橄榄陨铁”
于1881年在美国堪萨斯州: （Kansas）被发现，总重量估
约80公斤。它是一种含铁的陨石，里面的铁镍矩阵含有
被称为“橄榄石”的晶体，是一种源自外星的宝石。

艺

通往水晶宫
之心的旅程
在马萨里克火车站（Masarykovo nádraží）旁矗立着一所房子，
从外面看它相当普通，但来访者却意外发现进入了童话故事，
湮没在迷人矿石、水晶和宝石的反光中。它们仿若来自另一
个世界。它们中的部分也确实如此，是从外太空坠落到地球上
的。《精华》杂志将与马利安·加达 （Marian Gajda）——这
众多矿石收藏品的创始人之一，聊聊宝石的那些事儿。
作者 Jan Müller

图片 Ondřej Tylčer, Mineralia

石头的一个展区与名为Mineralia的商店
相连，包括耗费投资者1.2亿捷克克朗
的三个巨大的展厅。水晶宫的大部分份额
为扬·布尔达（Jan Barta）持有，他是知名
企业家，拥有多个互联网域名后缀，是
epojisteni.cz服务器的所有者、电影《土豪
捷克制造》（Czech Made Man）的英雄，
还是顶级扑克牌玩家。这里出售的大部分
石头来自马利安·加达的收藏，他大概是
国内最大的矿石收藏家。他向《精华》杂
志坦言，虽然对水晶精神力量的信念是珍
贵宝石追寻者之间的一种禁忌。在与他与
客户的经历中，他越发容易受到这些信念
的困扰。
您是如何进行矿石贸易的？是您的兴趣还
是仅仅是种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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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主要是我毕生莫大的兴趣。我
在还是个孩子时便迷上了它们，那时我们
露营，我们十岁，当我们厌倦了伴以篝
火的露营、吉他弹唱时候，有人向我们
展示——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去寻找石头。
我们完全被迷住了，而且就在突然之间，
外出去哪儿实际上也有了个清晰明确的理

由。我们爬进了老的和新的矿井，在十五
岁的时候，我甚至爬过所有这些正在进行
采矿作业的隧道和竖井。我们星期天去那
里偷矿工们藏在那儿的食物，以及他们当
时正在开采的矿石。我从未想过自己将来
会出售石头，因为在我们这群“做”石头的
人的眼里，没有比卖石头更糟糕的了。一
旦有谁这么做了，没人会再理睬他了。我
就这样生活了十年，后来当然我找到了其
他方式支持我的经济财务。但是可以说，
当我赚钱且有积蓄时，我时常会想起当时
我们年轻的样子，是多么享受我们做的事
情。最终，我重新联系了我们那帮曾经一
起找石头的朋友，多年来我们不曾联系。
这就是开始。我转向商业是在我意识到生
活给我们带来了过多的选择的那段时间。
这一次选择完全不同，而且它大部分是关
于钱的。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享受做美
好的事情，他必须在别的地方赚钱，或者
直接投入在这些美好的事物当中。
那么现在这是您的核心业务吗？
是的，早已如此。我们是在雅克摩
夫（Jáchymov）开始的业务。雅克摩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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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城 市 ， 可 以 说 是 “ 捷 克 珠 宝 的 麦 加 ”
（Mecca），在真正的麦加第一个收藏家
阿格里科拉（Agricola，1494-1555，地质
学和矿物学之父），他将石头与石头并
描述它们的特性。就是这样开始的。顺
便提一下，直到今天雅克摩夫小镇拥有
世界上最多的矿石种类。
怎么讲呢？
每块石头都有特定的名字。今天的
雅克摩夫，我猜测，有大约420种矿石
种类。第二最佳位置是在俄罗斯的某个
地方，在科拉半岛上（Kola，俄罗斯西
北部），它有几乎有整个欧洲那么大，
那里却仅有略超过200种矿石种类，少
了一倍。这主要是因为丰富的矿化以及
一半的石头是人造的，那意味着它们只
在开采过程中生成。另一个原因是雅克
摩夫有众多的可鉴别珠宝的专家在此工
作。90%的石头或多或少地看不见。石头
就是为什么人们频繁地来到雅克摩夫的
原因之一。
在商店Mineralia，出售来自世界各地的
石头。引出我的问题——石头购买的情
况如何？
我们大量出售的小商品有稳定货
源。实际上，这是玻璃产业的一种替代
品。有的人，与其说购买一件玻璃制
品，他宁愿购买一件石头制品。这些都
是经设计和装饰过的物品。同时，我们
也有未经加工的石头，这些石头以收藏
为目的，我们甚至从在矿山工作的矿工
那里买来，或者是从人们那儿购买的旧
藏品。
从矿山的矿工？他们允许出售石头？
这个嘛，矿工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直
接出售宝石。有时候他们只是找到一些
东西，然后交给总是在矿山周围游荡的
中间人。
也会有矿山是以采获矿石为目的？
不会，这并不值得，矿石通常只是
开采的副产品。寻找矿石主要是通过探
索旧矿完成的。
您拥有一个很棒的价值１．２５百万捷克克朗
的大型球体，是个水晶对吧？
我们最近售出的一个价值7百万捷克
克朗的，稍微更大更好点儿。它是一个
漂亮剔透的水晶。更清澈，更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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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ia的消费者构成是怎样的？以
前，有一家店是在鲁济涅（Ruzyně，布
拉格鲁济涅国际机场所在地，２０１２年改称

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您的主要目标群是游客吗？

颗，而绿宝石只有五十颗，所以绿宝石
明显更加昂贵。

实际并不是。在鲁济涅我们几乎不
能吸引外国人。前来的公司并不想与我们
沟通，因为从市中心往返鲁济涅的路途太
远，他们没有时间。即便是在市中心，我
们也必须得等待。目前，旅行社还不能带
游客来这里，因为他们已经计划好了2点钟
会在哪里，3点钟在另一个地方，然后4点
钟在哪个地方，而我们根本不符合他们的
日程。Mineralia将在明年纳入旅行社的日
程，这样应该能够推动实现建立这家商店
的真正目标：主要用于吸引游客。

那么，“投资之石”究竟指的是什么？

最昂贵的宝石是什么？
举例而言，绿宝石远比钻石昂贵。
这就是为什么当宝石非常小，这些小
家伙只有一厘米左右，钻石备受青睐，
因为它们在任何地方数量可观，而且钻
石拥有很好的营销市场。但是，一旦涉
及到20克拉的较大颗粒时，钻石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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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你在我们商店买一颗石
头，你将同时获得一些国际认证，甚至可
能是两项认证——来自瑞士和奥地利的办事
处。这些办事处标注石头的价值、清晰度，
以及这些机构保证宝石品质的“动机信”。而
且，他们还将写信于你，告知石头的价值，
比如说，10万欧元。所以，这样一颗石头之
后有机会在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举例来说，
有这种石头做基础，你能够在全世界贷款。
在捷克共和国，钻石常常经过多层营销，
许多人受骗。他们购买了一些自认为有一
定价值的东西，而后他们想要卖掉它，才
发现其价值低得多。
这些公司出售钻石，价值10万捷克克
朗，喊价为11.5万捷克克朗，所以理论上
只有在五年之后，你投资的钱才机会收回
来。这样的钻石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投资，
更像是种存钱的意味。
这种大型的水晶球可以被视为“投资之
石”吗？
不会，它依然只是一种装饰品，你
购买它如同你想要买一个雕塑。尽管事实
上，它们可能是昂贵的，但并不被视为是
用于投资的石头。
您有没有研究过矿石疗愈和精神方面的
情况？
我们这儿有员工可以为每位有这种特
殊情况的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但是我个
人没有从事其中。

电气石 Tourmaline 巴基斯坦

其光线偏正能力用于光学工业，同时用于深度计的压力偏
差测量。

茶水晶 Smoky Quartz

中国

浅棕色至于几近黑色的各种石英被称为“茶水晶”，又称为烟
水晶、墨晶。在茶水晶和水晶之间，没有尖锐过渡

MINERALIA

铬铅矿 Crocoite

塔斯马尼亚

其光线偏正能力用于光学工业，同时用于深度计的压力
偏差测量。

有人得了脱垂疝气，
痛得他掉眼泪。某个
疗愈师把他带到我们
这里，用一块石头在
他肚子上搓揉了15分
钟，隆起物突然消失
了。你可以笑话它，
我也一定会。但是这
确实超出了我的理
解。

常设的永久性展览馆和矿石商店位于布拉格马
萨里克火车站（Masarykovo nádraží ）附近的
哈夫利切克瓦（Havlíčkova）街上，在重新修
建的楼宇里开门大吉。在超过1300平方米的空
间里，成列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罕见展品。
展品中拥有所有宝石产地的珍贵宝石和矿石的
代表。当然，也有在捷克共和国发现的宝石珍
品。极受欢迎的还有宝石制成的家居饰品和
珠宝。最令人艳羡和赞誉的展品包括巨型紫
水晶、有数米之高的晶簇和重达680公斤的水
晶球。
Mineralia将展览馆延展至另一个有趣的空
间——神秘洞穴（Tajuplná jeskyně）。在市中
心，你可以探访有着金矿脉或霸王龙骨架的洞
穴。游客可以享受独特的4D影院，穿过屏幕
这个通道在矿井和地下隧道里穿行。短片旨
在为儿童和成人展示地质学令人神往的迷人
冒险。

这些处身奥秘的人经常来这儿吗？
来这里的大部分人是这种类型。
最近我突然开始从各种地方听到读到关于
矿石的信息。我在这儿仅待了一个小时，
但这整个晚上我感到眩晕。我一直看着这
个巨大的水晶球。当站在它附近时，我感
觉有某种音调从里面传出来……

水硅钒钙石 Cavansite 印度

钙和钒的水合硅酸，因此其名：Ca代表钙（英文calcium ）,
V代表钒（英文 vanadium ）, Si代表硅（英文silicon）。它具
有由蓝至蓝绿的颜色，硬度规格在3-4之间。

辉锑矿 Stibnite 中国

一种灰色矿石，其用途比如说强化铅的硬度，提高许多塑
料、纺织品和橡胶的耐火性。它同样也以一种紫罗兰色运用
在烟花中。

磷氯铅矿 Pyromorphite 中国

包含了希腊文“火”和“形”，它熔化时会产生小的颗粒物。

水晶令许多人着迷，人们常常感到震
撼。但是坦白说，当我与同行会面时，就
是那些收藏家们，我从来不会提及这些精
神层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会认为我疯了。
但是既然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我必须得
承认，我不知该如何作想。因为事实上，
近年来很多对这些事感兴趣的人都到这儿
来，有时候我看到的事情超乎我的理解。
请举个例子呢？
上次有人问我，他是否可以把手机调
成会议模式，因为有个人在找某种石头，

水硅钒钙石(CAVANSITE), 印度：
钙和钒的水合硅酸，因此其名: Ca代表钙（英文
calcium), V代表钒(英文 vanadium), Si代表硅（英
文silicon）。它具有由蓝至蓝绿的颜色，硬度规格
在3-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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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可以听到他。所以我和那人通过电
话交流，电话的那端像是个灵媒。我们走
在装石头的箱子上时，这个灵媒在电话线
另一端说：“我说，这个不太好，选那个大
点儿的，选那个小点儿的……”然后我匪
夷所思——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看到的？
举个例子，在我店里的男人环顾四周把他
的手放在他的臀部时，那个灵媒对他说：“
拜托，你可以把手放回在石头上方吗？”我
问：“这个家伙现在是在哪儿？”店里的男
人仍是打着电话说：“瑞士。”我接着问：“
那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我站在那儿想
着，这要么是一个假面舞会，不知怎的他
们就上演了我不知道的这么一出，要么我
就是纯属搞不明白而已。但是类似的事情
挺常见的，这是你要的一个例子。有些人
在病人接受手术前到这里进行治疗。想象
一下：有人患有脱垂疝气，腹部隆起，他
甚至无法站立。他伸展时的疼痛使他的眼
泪掉下来。疗愈师把他带到我们这里，选
择一块石头，用它在他的肚子上搓揉了15
分钟，突然隆起物消失了，他不需要接受
手术了。我们还有个感觉不适的员工不停
不休地抱怨。突然，有人走过去看了看我
们的员工在痛苦的是什么，然后跟他说：“
你好，这可能是十二指肠，这或许对你有
用。”于是，这个人借了块石头给我们的
这个员工，过了一会儿员工就感觉好起来
了。你可以笑话这类情况，我也一定会
笑。但是，这远超出了我的理解。

们拥有超大的治疗能力。“伏尔塔瓦河
石”称为“捷克陨石”或是绿玻陨石，
只能在捷克共和国找到。您有什么经验
之谈？
中国人密切关注捷克陨石，它们甚
至食用它。他们将它碾碎，混入食物。
这种迅速激增发生在大约八年前，突然
之间，不知从哪儿来的一群中国人出现
在这里。自此之前，捷克陨石价格是每
克5-20捷克克朗，多年来市场都很稳定。
中国人突然之间的出现，并开始整袋整
袋地购买，甚至每克开价30、40、50、甚
至是60捷克克朗。
它也被用作为珠宝……
它们被抛光镶嵌在珠宝上。作为捷克
地区的出产品，它时迄今我们所拥有的最
好的。私底下来说，这个石头是唯一的
在流通过程绝对顺畅的。当你买了一块
捷克陨石，你能立刻卖掉。以前，还能
去乡下周围转转，最好是在刚刚农耕之
后，只需在地上就能收集到捷克陨石。
最好的做法就是在雨后，因为发光的它
们明显可见。有的捷克陨石甚至价值数
百万捷克克朗。
那其他珠宝呢？
对石头而言，重要的是有良好的
整体形象和沉淀了足够的时间。最适宜
的方法是先购买，然后等上十年再出售
它，因为市场开始“挨饿”，宝石被人遗
忘，而却有很多想要购买它的人。

我想说在捷克共和国，“灵性市场”是
巨大的，在我看来石头将愈来愈流行。

我家里现在有块次石墨差不多两年了。我
们将这块石头的碎片放进玻璃瓶中，然后
我们不断将它注满。我们不再喝其他别
的，次石墨有净化水质的能力，于是它喝
起来的味道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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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石头可以吸收所有的坏物质，但
是它的能力并不是无穷尽的。我并不能准
确地辨别，我指的是我不知道能用多久，
但我知道你越是频繁使用这块石头，同样

事实上什么是最受欢迎的石头？

矿
石

喜欢”的石头。它有两大优点，经久耐用

且质地坚硬。并没有太多石头具备这样
的特性。要不就是柔软的宝石，像一块
泥，你只是看看它就破碎了，要不就是
坚硬却昂贵。石英物质是当今的上佳，
无论是茶水晶、水晶、紫水晶、玫瑰水
晶还是玛瑙。所有石英物质都具有持久
耐用和价廉物美的优点。

哪儿的外国客户是你们最强大的目标
群？
肯定是俄罗斯人，他们是我最常见到

的客人，同样的也还有中国人。如果说网
上购物，目前最强大的客群来自德国。
有没有某些石头的余量几近耗尽？
我认为大部分已然如此。因为事实

上，环境适合且能生产出这些石头的区域
已经相当之小。而且，在雅克摩夫四百年
里挖掘出来的数量，用今天的技术四年就
能够耗尽。我认为，未来二十年，这将是
个大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那么，购买一些石头在今
天是门好的投资吗？
我有切身的实践经验。值得牢记的

是，我收集了30年的石头，我拿出那些30
年前收集的、买成一千捷克克朗的任何一
盒，现在的价值是五万捷克克朗。实际
上，我会觉得，这跟画作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因为事实上，近年。很多对这些事感兴趣的人都到这儿
来，有时候我看到的事情超乎我的理解。”

地，不得不频繁地更换它，这对我们买卖
石头的人来说是最佳的状况。

水清澈了。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证据

但是它在你这里卖１００捷克克朗，而我购
买的那一小包花了１０００捷克克朗。

他们甚至用次石墨片来抵抗辐射……

那是因为我们在矿井上有联系权。我
们这儿每个月会有大概两个集装箱，目前
的趋势对次石墨有很大的需求。我们用脏
水装满两个瓶子，其中一个我们放入次石
墨，15分钟之后是放了次石墨水晶的那杯

就在你面前。

要么直接将次石墨片安装在手机上

来降低手机对耳朵的辐射，或者是在电

脑旁放置小金字塔，或是次石墨球体……
几年前，我在泰国，有一个来自以色列
的疗愈师收集了很多绿玻陨石，并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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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的内在冲动需
要相信着什么。而且因为大多数人在曾经
的政体下停止了去教堂。这无非是一种依
靠，一种暗示。完全不相信任何事，几乎
是不可能的。通过我这么长期的观察，我
认为30%的人拥有某种内在的遗传基因，
无论喜欢与否，他能够理解它们。我认为
你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许你一生都在逃避
它，但一旦它追上你，就会找到你。而
且，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间你感觉
到了，你开始去理解了。

可以用紫水晶举例。这是非常“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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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
米亚
天堂
尽管捷克国土不大，但许多小地方赐予了众多美妙
绝伦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古迹。这同样适用于沿伊泽
拉河（Jizera）的中游地区。由于距首都布拉格相对
较近，离布拉格北部约90公里，它成为所有波西米
亚州最受游客欢迎的名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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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Tomáš
图文_
Tomáš Mazal
Mazal

COUNTRYSIDE

?????????????????

艺

乡
村

自19世纪以来，画家、诗人、自然浪
漫主义朝圣者逐渐涌入这里，在神
秘的城堡、从环绕着砂岩峭壁高处的美妙
景色中寻找灵感。黑暗的山谷、深邃的森
林、岩石构成的迷宫或者是芬芳的草地，
以及伊泽拉河凉爽湍急的激流，它们相互
弥漫相互交替。

由于这里的多样性和其令人神魂颠倒
的美丽风景，它被称为波西米亚天堂。这
个名字源于150年前，出自到天然温泉塞地
米霍尔基（Sedmihorky，意为“七个丘陵”）
的旅行者和宾客。这个小型温泉曾经盛行
一时，如今已不复存在。名字迅速流行起
来，并在所有的旅行指南和地图中都能找
到这个特定称号。
波西米亚天堂的中心腹地为图
尔诺夫（Turnov），四周的小镇索博特卡
（Sobotka）、热莱兹尼布罗德（Železný
Brod）和伊钦（Jičín）勾勒出风景的大致
轮廓。这实际上是由珍贵宝石、波西米亚
石榴石和其他珠宝相互串联起来的城市。
多彩的石英、碧玉和玛瑙很早以前就在这
个区域被发现，并在图尔诺夫（Turnov）
附近的工作坊进行加工。宝石的切割工艺
盛行至今。捷克石榴石，波西米亚的象征
之一，因其明亮的红色、高品质的微光和
透明度，属于贵族的珍贵宝石。甚至有位
诗人曾经说过，捷克石榴石是一滴血的石
化。它稀罕的特性在珠宝首饰中是为不言
而喻的最佳，经过数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今
天这样独一无二的风格。
这些珍贵的宝石最为重要的沉积来自
中世纪时期的科扎科夫山 (Kozákov，海拔
744米）附近，这里流传着大量的传说和神
话。自15世纪以来有一个盛行的说法：那
些放牛的男孩们向脱离牛群的牛所投掷的
石头比牛本身更珍贵。科扎科夫山里切割
的宝石装饰了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的圣瓦
茨拉夫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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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天堂的象征和主要之一的特
色风景坐落于两个火山山峰之上，特洛斯
基城堡 (Trosky) 的废墟从远处可见，它大
概建造于1383年。兼具多重意义的城堡渐
陷失修，在1648年被烧毁，自那时起便未
曾恢复过。

最受欢迎引人游访的地方，因为它的
酒店住宿、时尚餐厅，以及夏日时光里会举
行形式丰富的“了解中世纪”主题娱乐节目的
庭院。它是一座建造在两块岩石上的城堡赫
鲁巴斯卡拉 (Hrubá Skála)，是座始源于14世
纪的城堡。它因众多童话故事的知名电影制
作人而闻名，至今成为拍摄取景地。

负有盛名的华伦斯坦城堡 (Valdštejn)
遗迹同样也值得参观，这是该区最古老的
城堡。它于13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期建造
在赫鲁巴斯卡拉石城的三个不对称的砂岩
块上。城堡遗址上现在矗立着被称为经典
主义风格的房子和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

可以发现，众多的城堡——这个国家
庄园宅邸持有者的居家之所，大多起源于
14世纪，长时间的存在经历了许多沉浮变
迁。它们被军队占领，洗劫和焚烧，重建
或拆毁，或者作为附近村庄房屋的建筑材
料被拆卸。只有在浪漫主义时期，城堡的
主体才享有焕然再现，成为现代游客的磁
铁石。

最受游客欢迎的城堡之一，几乎保
持着纯粹的原始状态，是一座名为科斯
特(Kost，意为“骨头”)I的中世纪哥特式城
堡。令人瞩目的细节是，城堡并不非修建
在山上，而是位于由溪流冲击形成的三个
峡谷的交汇处，在并不高的砂岩板块上。
事实上，科斯特城堡不同于诸多其他城
堡，不能在远处望见，或许从征服占领的
狂潮中多次逃脱——仅因为军队经过时与
它保有一定距离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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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斯特城堡，穿过风景如画的普拉
加内格山谷 (Plakánek，意为“哭泣的人”)，
到达十分相邻的索博特卡小镇 (Sobotka)，

这里有着巨大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圣
玛利亚玛达肋纳教堂。索博特卡小镇是城
市纪念碑保护区，其标志建筑位于附近绿
树成荫的山丘之上——“赛宁宫”狩猎庄园
(Humprecht)，1666年以创始人赛宁公爵
(Humprecht Jan Černín）之名命名。这座独
特的建筑拥有椭圆形的地面，其灵感来自
于当时意大利的相似建筑。
波西米亚的整个风光景致几千年来保
持着大致相同的形态。在它悠久的居住区
中，除了城堡和教堂，直到今天我们还能
找到很多上世纪原始民俗建筑中许多有价
值的元素和结构。无论是典型的木结构小
屋，教堂和钟楼等村庄宗教，以及沿田野
和道路上的由民间工匠艺术家雕刻的几乎
纯砂岩的小型圣徒像。
然而，随着自然的发展，社会条件和
社会生活都逐渐变化，居住者的后代们和
他们曾经的谋生方式也随之消失。工业化
的发展不可逆转地破坏了该地区整个典型
的传统工艺品生产部门，比如伊泽拉河众
多的玻璃制品。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区
域里的小生产商，传统手工制造当下正在
重生。

波得瓦特斯基磨坊(Podvratský
mlýn）的典型木屋位于小斯卡拉村 (Malá
Skála，意为“小石头”) 上面的斜坡上，毗
邻浪漫的岩石城堡万神殿 (Pantheon)。沙
尔卡·贝德雷洛瓦 (Šárka Bredlerová) 在
这儿经营着一家小型手工皂工作坊。持
有大学化学文凭的“香皂大师”如今专门从
事芳香疗法和植物疗法。她用传统的“冷
加工”方式制作香皂，所用的可食用级别
的品质植物油，精油和草本植物油来自
她自己的花园。她的蜂蜜同样是自家生
产。其出品是日用的高品质肥皂，只含
呵护和有益的成分。沙尔卡·贝德雷洛
瓦将乐意依照你的需要为你量身定制一
款香皂，你最爱的香味、商标logo、会标
或者信封。她直接在波得瓦特斯基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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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子里销售香皂，偶尔在附近的农场
市集上。

波希米亚天堂的北界，四周环绕着森
林茂密陡峭山坡，附近相邻的是纳瓦若夫
城堡 (Návarov)、弗拉诺夫城堡（Vranov）
和福里德斯特基恩城堡（Frýdštejn)。伊泽
拉河谷流经的热莱兹尼布罗德小镇 (Železný Brod) 曾经被称为“玻璃之城”。

在热莱兹尼布罗德小镇，托马斯·
奥利瓦 (Tomáš Oliva) 和他的妻子洛马纳
(Romana) 经营着一家玻璃工作坊。工作坊
于1991年在他们家里成立，用于生产的房
间像是一个画室，他们正在详尽展示历史
性复制品和当代饮料套装形状的玻璃制造
技术要求，这些已然被国外有需求的客户
所熟知。托马斯·奥利瓦的产品以微妙的
形式，放大了饮用玻璃杯设计与上层红酒
或其他高档饮品之间独特品味和谐交融的
魔力。洛马纳·奥利瓦沉浸于原汁原味的
装饰性玻璃吊坠和耳环，注重样式的多样
性和细节的精致。

不仅只是说说而已，游客可以直接
受邀参观托马斯·佩里坎 (Tomáš Pelikán)
位于赫提日夫 (Huntířov) 的家庭农场。这
家小型农场出品的乳制品，比如新鲜柔软
或者天然坚硬的风味芝士、芝士串以及包
括巴氏消毒牛奶、开菲尔和酸奶的其他产
品，皆来自他们自己喂养的没有经历压榨
的奶牛，它们生活在自然的环境里，吃的
是周边未受到工业污染的多汁的鲜草和干
草。对于如今日渐“回归根源”的消费者而
言，这绝对是美味佳肴——早已被遗忘的
自制食品的品质和风味。
我们大可以如此继续描述其他区域
生产者的趣闻。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个人
亲自前往这片恰如其分被称为捷克天堂的
地方，去发现迷人的自然美景和自制手工
品，将这一路的出其不意当作是场秘密冒
险，或者是视其为从伊泽拉河里偶然钓上
来的闪闪发光的宝石。

科斯特城堡

Advertising
1. 小镇索博特卡
2. “赛宁宫”狩猎庄园
3. 手工皂制造者沙尔卡·贝德雷洛瓦
4. 玻璃制造者托马斯·奥利瓦
5. 托马斯·佩里坎的家庭农场商店
6. 古代的结构，普拉加内格山谷的岩石峭壁
7. 来自托马斯·奥利瓦工作坊的历史杯复刻品
8. 万神殿岩石城堡的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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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马赛克，这是一个盛开的“花环”。这种
装饰形式在几乎所有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都
能找到，象征着天堂。在顶端，我们甚至
还能看到一位白胡子的睿智老者正张开双
手，这象征着上帝和他背后的天堂世界。

第三篇
大家好，我叫Radim，但中国游客
都喜欢叫我“阿拉丁”。作为一个土
生土长的布拉格人，我希望能在这
里告诉你们一些旅游指南中找不到
的关于布拉格的有趣故事。在《精
华》杂志的首刊中，我们游览了布
拉格城堡的周边，在第二期中，我
们继续旅程，通过侧门从第二庭院
一直游览到了第三庭院，也就是我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了更好地了
解我们旅程的导向，我建议您下载
第一、二期的《精华》杂志，它们
的内容互相关联，以后可以作为您
游览时的向导。
作者 Radim Kratochvíl 图片 Shutterstock.com

60

布
拉
格
世
界

如果要折返的话，我们就从左边往前
走。为了欣赏大教堂的整个内部，我们需
要在正门的对面买票。我会推荐路线B，
这条路线涵盖了城堡里所有的主要部分。
我们也将按照这条路线进行参观。门票价
格是250捷克克朗。

阿拉丁的
布拉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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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城堡的第三庭院是三个庭院中
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我们面
前耸立的就是雄伟的圣维特大教堂（Katedrála svatého Víta），等一会我们便会
进去参观。它的正面是如此的大气磅礴，
以至于从连接着的短走廊走出来后，许多
个子比较矮小的游客，如果想要抬头望见
它那高耸入云的顶部，恐怕头得要弯到后
背。此外，这样的大小，相机镜头很难从
正面将它完整地拍到，所以最好的角度是
从侧面拍，而且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走到院
子的另一边。我们稍后会回来拍照的。

大教堂正前方最能提起我们兴趣的，
是它哥特式的拱窗和拱门。圣维特大教堂
的建立由于查理四世在1344年主持的对原
来圣瓦茨拉夫巴西利卡教堂的重建。当
时，布拉格的主教被罗马教皇提拔为大
主教。如果在布拉格你需要去记住一个
名字，除了我“阿拉丁”或者我的捷克名字
Radim外，那就是查理四世了。这位君主
的统治期是在十四世纪，他不仅是波西米
亚的国王，也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
帝。神圣罗马帝国是在皇帝的名义统治下
的一些相对独立的小国，地理位置基本相
当于今天的德国。查理四世继位后，在十
四世纪即他的统治期间，布拉格成为了他
的首都，也成为了整个欧洲大陆上最重要
的城市之一，当然如果允许我们不谦虚的
话，那么也可以直接说布拉格是当时欧洲
最重要的城市。要知道，在查理四世的统
治时期，布拉格比巴黎还大。查理四世不
仅建造了一座不朽的大教堂，还为我们稍
后会去参观的查理大桥奠定了基础，同时
还建立了查理大学——中欧地区该类型中
最古老的学校，欧洲排名第四。
当然，切实一点说来，皇帝查理四世
不可能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去建造大教堂，

但他可以通过其他人的才能完成心愿。他的
第一个建筑师是法国人阿拉斯的马赛厄斯
（Matyáš z Arrasu）。然而，穹顶的主要建
设者，则是来自德国施瓦本格明德的彼得·
巴勒（Petr Parléř），他开始这项工程时只
有24岁！你可以想象今天24岁的年轻人正做
些什么，而此人在这个年纪已经能够建造大
教堂了！不仅是他，他的儿子们也参与到了
建造工程中来，因为这项浩大的建筑工程持
续了很多年，第一阶段就用了70年。
为什么大教堂会用圣维特来命名呢?
作为每个大教堂或较大教堂的建立基础，
惯例是需要在主圣坛放置一些圣物。圣维
特大教堂放置的就是圣维特的手臂，他曾
经是古代罗马帝国基督教的使徒，而当时
的罗马帝国官方是信奉多神教的。

如果我们看看大教堂的哥特式正面，
它的尺寸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这样的规
模得益于哥特式的拱形建筑技术。哥特
式风格是中世纪建筑风格，从法国流传
到我们这里。它的主要特点——不完整的
弧形——象征着祈祷人的手。除了象征意
义，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结构，重力可
以被相对均匀地分散在弧拱上，所以哥特
式的宫殿和教堂可以建得很高，并且不需
要柱子这类的中心支撑。甚至哥特式建筑
的内部，也同样由于拱形结构的应用，非
常的宽敞和通风。
在我们从正门进入教堂之前，让我
们看看那些所谓的“滴水嘴兽”，它们有着
不同的怪物形态，立在建筑外部的各个角
落。这些生物用于警醒人们远离罪恶，同
时也会在下雨时成为排水系统的一部分。

进入教堂后，我们会被里面巨大的空
间和良好的通风所震撼。如果我们再往前
走一点，抬头看，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圆

通过左侧的旋转门，我们就可以欣
赏到美轮美奂的玻璃窗。左边的第三扇窗
户是大教堂里最有名的。它不同于其他
窗户的玻璃马赛克，而是运用了彩绘玻
璃技术。它的创作者是画家阿尔丰斯·穆
夏（Alfons Mucha)。他是“新艺术运动”在
捷克地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新艺术运动
是欧洲在1900年前后，产生的一个涉及建
筑、绘画、设计和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的
形式主义运动。时逢世纪之交，巴黎成了
这项运动的摇篮，并很快在整个欧洲都有
所体现。在新艺术运动中，最重要的是美
学，或者说是“美的概念”。新艺术运动中
的作品是否拥有深刻的意义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它必须看起来很美。然而，教堂
中的这扇窗户，则兼具了美感和深刻的意
义。彩色玻璃的主题展现的是西里尔（Cyril）和美多德（Metoděj）降临波西米亚。
这对所罗门的兄弟，这两位圣徒为我们国
家带来了基督世界的文化——圣经、语言
和基督教仪式。他们就是窗户中上端那两
个黑白的人物。在中间部分，我们可以看
到圣母玛利亚，她被非常写实地描绘成一
位年长的女士，同样非常写实和可爱的是
一个躺在她床上的小男孩，耶稣。在这些
神圣人物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的
真实形象，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以
前，神圣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作为偶像来展
现，这意味着他们只有一些固定的模子、
轮廓或类型，与真实的人没有太多共同
点。值得注意的是窗户的色彩搭配，窗户
中间部分在呈现圣人和人物时，使用的颜
色是温暖的，而窗户上的自然图案和艺术
装饰则使用的是冷色调。

1. 画家阿尔丰斯·穆夏新艺术主义风格的彩色玻璃
2. 大气磅礴的圣维特大教堂
3. 阿拉丁正在为他的旅游团导览

随着大教堂的中央部分介绍的完结，
本期的旅程也告一段落。让我们在下期
《精华》杂志中继续这段精彩的旅程。
祝大家玩得愉快！
你们的阿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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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
世界
精华 杂志访问了一家工厂，这里为人的眼睛提供意
想不到的视野。代表着全球最大的显微镜制造商美国
公司FEI的捷克工程师，在布尔诺（Brno）建造了检
测病毒、电话芯片以及可放大蚂蚁三十倍的设备。
作者 Hana de Goe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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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Kiva

乔治·奥查德里克（Jiří Očadlík），美国FEI公司布洛诺分部的总经理。天鹅绒
革命之后由一个小团队开始，创造出了世界第一。他的公司同样建造了第一台
显微镜，这台显微镜可以显示比纳米还小的分辨率。为《精华》杂志，他在“1
区”的储藏室接受拍摄，这里仅允许人们着白套装、戴帽子、穿鞋带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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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月球上，看向地球。“分辨率
就是可以区分两个紧密排列物的一种能力”
的想法在你的大脑中灵光一现。这时，眼
睛向地球对焦，先出现了第一个篮子，然
后是第二个，全装满了网球。如果人类的
眼睛拥有与FEI公司在布尔诺制造的透射
电子显微镜一样的分辨率，你就会享受这
样的景象。在城市郊区工业区不显眼的建
筑里聚集着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
的工作给能想到的任何领域带来进展。全
世界都在努力争取我们国家制造的显微
镜。
我坐在宽敞的长椅上，身处无菌白长
袍及蓝袖子之中。长椅被红线区分开来，
写着“清洁区”的提示。抬腿，拉上鞋套，
腿可别放下来，然后优雅地转向分界线的
另一边。防护服装将保护的是显微镜，而
不是你，现在，只要带上优雅的帽子，你
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你想要深入看看显微
镜工厂的五脏六腑，你得通过此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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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是基于与其他公司的广泛合作。大
多数的生产项目都是由承包商进行的，我
们专注于生产的最终端：配置、系统测试
和运输给客户。布尔诺的工厂给世界范围
内的数千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乔治·奥查
德里克说道。最大的显微镜客户是美国和
欧盟，中国产生的数额已经差不多相同，
还有大量运往韩国和日本。“世界上发达国
家正在投资科学和纳米技术，这显然可以
从显微镜的销售增长中看出来。”总经理解
说道。我仿佛从魔镜中穿越而来，这个地
方完全是个“地下城”，众多工作间里“终极
审判”正在组装他们的显微镜。厚重的窗帘
后，他们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不到，
且不说大步流星走在走廊上的同事。任何
噪音都会影响设备设置的偏移，使其毫无
价值。世界以纳米为单位测量，它们的十
亿相当于一米，这大约代表了人的指甲在
一秒钟生长的距离。

设在布尔诺，员工人数达600人。2004年
以来，他们有技术能够生产研究人员和客
户想要的任何设备。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宽
广的通道，它的白色沉静被企业惯用的红
色给打破。身着白色外套的男人正忙来忙
去，他们是“终极审判”——系统工程师，
他们组建显微镜，根据客户意愿调整仪器
的力学，总的来说，他们透彻了解显微
镜。根据型号配置，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三
个月才能完成。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群学生最初
聚在一起，后来成为成功的科学家，电
子显微镜创始人阿明·德隆教授（Armin
Delong）是其中的领头羊。社会主义制度
下，由特斯拉（Tesla）公司负责生产，
九十年代后由一些热爱者掌管，继续生
产，其中就包括今天捷克共和国FEI公司
的CEO乔治·奥查德里克。“刚开始对我
们来说很困难，前苏联的市场崩溃了，而
我们还没有达到与西方进行贸易的标准。
这里有如此大的区别，就像我们想要拿当
时的柯达福泊瑞特（ŠkodaLFavorit）和现
在的斯柯达明锐（Škoda Octavia）往西方
出口的影响力做对比。”在捷克特斯拉的灰
烬上重生了一家小公司，由巨头飞利浦收
购。飞利浦后来将旗下的显微镜部门出售
给美国巨头FEI。虽然没有官方统计，但
是FEI相信（其竞争对手也如此认为）它
是世界上最大的显微镜制造商。该集团最
大的工厂，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

每个单独的部分都是从专业同事那
里获得，他们从事电子管、光学系统、真
空、高压或运动机制，是真正的火箭级别
的科学原理。比如说，标本移动的设置必
须最大化的平滑——如果它的移动仅高
于显微镜分辨率一个单位级，你将只能看
到模糊的线。因此，运动机制悬停在气垫
上，并且它们周围的橡胶块为其提供了温
柔的臂膀。大多数科学家是捷克人和斯洛
伐克人，也有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
俄罗斯、意大利和美国的个体。FEI在全
球范围内求贤若渴。“捷克人是著名的技
术专家，技术人才众多。当然，我们必须
与他们达成协议使其与我们合作。我们的
竞争对手也在为同样的任务而努力。我们
聚焦最好的，他们总是极少的。”奥查德
里克透露了人事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电子显微镜是一种用钢铁及其他材料组
成的工程作业杰作，也是优选电子器件的
佳品，但是如今，最重要的部分是软件设
备以及显微镜操作的自动化。地上干净得
一根针都找不到……周围的一切完全冷清
的。走廊是空的，有时候会有一个面容寂
寞的布告栏和工作流程说明书。一切都为
了严格地消除任何灰尘，它可能使“巨人显
微镜”无效。即便是我的笔记本也没能悄
悄潜行，它由一张普通纸制成，会产生灰
尘。只有一种特殊的无尘纸可以通行。走
廊有个穿白衣的人全天都在清洗。完成一
轮又开始新的一轮，一遍又一遍。在布尔
诺，开发、组装、测试和客户服务的工作
在同一屋檐下。据乔治·奥查德里克称，
百分之七八十的销售额来自公共采购。获
得这样一台FEI显微镜价可不是随便可以
玩得起的！价格从10万美元起，可以高达
500万美元。近年来贸易增长约10%。FEI
平均每年增长6%，去年它的总收入约9.56
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出自布尔诺。这些
数据可知，FEI是南摩拉维亚最大的出口
商。
“你看不到的是帮我们提供服务的工
作人员和雇工作为自然人的税收。我们

推动人类向前

世博会传奇
原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子显微镜创始之
父，是现已世界闻名的九旬老者阿明·德
隆 （Armin Delong），发音如此异域情调
的名字从他的法国父母那儿继承而来。1958
年，德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以
其桌面显微镜样机获得了金牌奖。他长期担
任位于布尔诺的捷克科学院科学仪器研究所
主任。1989年11月的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成
为科学院的副主席，并成为捷克斯洛伐克联
邦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副总理。2005年，
他因电子显微镜的开发和其技能往工业应用
的转化获得“捷克思维奖”（Česká hlava）。
今天，他的公司Delong Instruments（德隆仪
器）驻居于布尔诺。

2008年，布尔诺，至此史无前例的重
大突破产生了。公司政策对研究的投资见
到了成效。投资达到每年销售额的10%，
还有来自项目补助金的美元流入。那时候
麦哲伦（Magellan）显微镜诞生，这彻底
改革了光栅显微镜。它使各种尺寸的标本
的分辨率能够小于纳米。对业余爱好者来
说，这是一个略为神奇的现象，但其重要
性于2009年由美国著名科技杂志《R&D》
颁发的“最能推动人类进步的先进设备奖”
得以证明。比如，此前LED屏幕和ATM获
此殊荣。显微镜也不甘于落后。二十世纪
领先的科学家，美国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总是争论这么一点：没有准晶
体这种固体物质，它们的分子和原子既不
像传统晶体那样周期性排列，同时也不像
在非晶体物质那样随机分布。根据鲍林的
说法，只有准科学家才会在他们最为疯狂
的幻觉中看到这些东西。有这样一位科学
家，以色列的丹·谢赫特曼（DanIShechtman)，通过显微镜法在2011年发现了它
们，并因为这项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
举例来说，今天，手术钢就是由这
样的材料制成的。在布尔诺显微镜背后的
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找到新的商
机，而是顺从自己的成长。“我们投入大量
的资源进行技术和科技的开发，良好实现
高度复杂的产品开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奥查德里克如是说。我们正在靠近一个地
下城，透射电子显微镜最终测试的负责人
拉德克·赫尔曼（Radek Hermann），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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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Helios系列的最后组装，它结合了电子和离子束，不仅可以观察样品，还能进行编辑，例如裁剪。

前起伏着骄傲，眼光闪烁着激情。我们眼
前有一台舒服待命的华丽透射电子显微镜
已准备好配送。它很美，我们都承认。然
后，它等待着未来的主人充分准备迎接它
的到来。将显微镜带回家，且不说对财务
的要求，可不只是简单的事儿，我收到了
一个使用须知。“你必须得有稳定的冷水系
统，压缩空气到控制阀，气态和液态形式
的氮气用于冷却标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
西。”拉德克·赫尔曼分享了必要的细节，“
事实上，时有发生的是，我们的显微镜完
成了，是在等待客户的实验室配备完成。
“尤为注意的是，FEI的显微镜与民众
概念中的显微镜有很大的差距。最终的产
品看起来像一个大约边长各两米的优雅灰
箱子，其中一些显微镜中甚至会“夺走”你
窥视目镜的愉悦，以及人工对焦的美好。
这个设备将所有内容便利地展示在电脑或
其他设备的显示器上，而且如果你需要，
它可以为比原始尺寸放大百万倍的展示做
准备。科学家通常放大原始尺寸的数十万
倍来工作，但是大部分访客愉悦的反应总
是从放大三十倍的蚂蚁就开启了。显微镜
肯定对一切都有好处。“它们被运用在比如
说是研究细胞核的结构和蛋白质的特性。
简单来说，举个例子，流感病毒长什么样
的。对物理学家来说，蛋白质的表征像九
十年代描述基因组那样是那么大的挑战。
蛋白质实际上对通过细胞壁的哪些物质负
责，也对我们体格成长负责。”乔治·奥查
德里克解释说。

不要讶异他们的仪器依然如此受欢
迎。此外，通过显微镜如今你能够欣赏到三
维图像。它们对英特尔和三星半导体的生产
至关重要，芯片的生产商如今几乎遍地都
是，手机、电脑、汽车。“今天很难找到一
个没有芯片的设备。”奥查德里克说。珍贵
的重金属矿业公司也得依靠“放大大师”。显
微镜可以从样本进行分析，以测定沉积的矿
石含量，从而较准确地判定潜在开采的盈利
能力，这个行为可以比拟干草堆里找针的谚
语。显微镜工业像是章鱼，它的触角无所不
及。其中一只拥抱着F1赛车。材料的研究允
许科学家反复检测钢铁，它的结构以及探寻
新的属性。于是它可能变得更有柔韧、更强
大、更轻巧，从而在最后的时间节约几秒，
或者是在事故中通过正确的弯曲救回一条
生命。FEI的许多客户招募都是来自于大学
阵营。举个例子，在大学里，蝴蝶翅膀的魔
力翩然。脆弱扇动的鼓翼中，多彩的景象令
人陶醉吧？这是由于翅膀结构表面产生的错
觉。它们身上并没有有色颜料。我们也许可
以复制这种结构，从而摒弃有害颜料。
步移至另一个出口，微观世界之旅成
功结束。再次，迎来长椅和优雅的翻转，鞋
套脱了下来，令人痴迷的微观世界正在慢慢
落幕。从布尔诺工厂启程，每年有超过五百
台显微镜被送往世界各地。唯一一个，类似
学校救援最爱用的那种，就在总经理办公室
的窗台上。这是他的太太赠予他的。她把它
送给他，所以，他至少有一个是可以无须大
费周折，以“正确”的方式瞧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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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河流的城市是不完整的

布拉格毫无疑问是欧洲最美的大城市之一，而城市的魅力则借由伏尔塔瓦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河
水直接与历史中心相交相融，同时也创造了城市的另一个动态的自然地标。只要你在河滨驻足，看着
这条河，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条河流以及它的两岸都是生气盎然的 。

显微镜下的动物
1. 蚂蚁
2. 蝴蝶翅膀
3. 壁虎
4. 蚊子的复眼

显微镜下的人
5. 一根头发
6. 肾结石
7. 牙本质神经
8. 指纹

4.

这里大部分的观光船都悬挂着Prague Boats公司的旗帜，这间公
司已经成功地运行了超过25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它逐渐
成长为布拉格最大的航运公司，而它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旗下拥有
的多种多样的游船。
2014年，Prague Boats新下水了一艘能够容纳100人的新型现代
化游船“豪华波希米亚”号，一年后，它的姐妹船最多可容纳200
人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号也正式启航。它们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
应用的诸多尖端技术，而且还在于其永不过时的优雅风格和独特
的设计方案，船体被可滑动的玻璃棚所覆盖。这不仅解放了船上
游客的视野，还可以根据航行的性质、客户的意愿以及天气等因
素，做出各种弹性较大的变化。“豪华波希米亚”号和“波希米亚狂
想曲”号是当前所有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中的租赁旗舰。

5.

不只上述的两艘游船，公司的其他船只也经常承办公司聚会、会
议、团队建设、私人庆典或婚礼。对于全天的公司活动和会议，
游船不仅能在特定地点提供完整的服务，而且还能提供封闭式
活动的隐私，以及迷人环境中的独特景观。当然，船上所有活动
开展的基础始终是顶级的餐饮服务，乐于助人经验丰富的工作人
员以及设施齐全的、舒适的船只环境。除了标准的午餐和晚餐，
我们还可以安排豪华的庆祝晚宴或者“甜蜜布拉格”美食巡游。
我们还有一小时或者两小时的观光航线，鸡尾酒观光航线或者
短途观光航线，例如从斯瓦特普鲁克·切赫桥出发到坎帕岛或者
Podolské滨河路，又或者前往更远的Trója区。
除了新的大型游船外，主要停泊在坎帕生态港口的小型游船也承
接了许多活动。它们从这里出发，沿着伏尔塔瓦河畔，驶入一些
大型游船无法进入的美丽角落，例如Čertovka恶魔运河又或者
Křižovnický岛的周边。
我们还可以悄悄向你透露，一艘可以容纳400人的全新生态玻璃
船，不久后将在伏尔塔瓦河上启航，它将超过现在的所有船只，
因此也能为更大型的活动提供高档独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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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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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ražská paroplavební společnost （布拉格蒸汽船公司）一
起，Prague Boats还经营着最后两艘历史悠久的桨轮船，“伏尔
塔瓦”号和“维谢赫拉德”号，它们于2013年正式被宣布成为捷克
共和国的文化遗产。
无论您是被超级现代游船的闪耀光泽所吸引，还是对桨轮船的古
朴美丽着迷，在明媚的布拉格中间，沿着伏尔塔瓦河岸航行观
光，这绝对是一种令人难忘的体验。

城
堡
之
旅

?????????????????

?????????????????

艺

艺

数千年来，欧洲都是由贵族统治的。那充
满了金钱、奢华和欢愉的生活方式直到今
天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跟我们一起去参观
这座捷克城堡吧，在那里一个关于迷人贵
族情侣的故事在等待着你。
作者 Jan Müller

图片 Lucie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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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贵族修建了这些豪华宫殿，还在里面修建了大型图书馆，展示他们在狩猎中收获的鹿角和野
生动物的皮毛，他们还建立了酒窖。当今许多有钱人也在效仿贵族，但他们缺乏贵族的血统
和只能在贵族家庭中培养出来的品味。这个曾经长期统治欧洲的阶级，依然在当今的欧洲社
会占据着重大且显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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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贵族的
前世今生
然而天性快活的城堡夫人与她追求
者的故事更像是关于捷克贵族生活
和欢愉的一个理想化的梦。因此，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篇关于这个特权
阶层历史的文章，贵族的历史，可
能与贵族的主权地位看上去相反，
不总是那样称心如意。捷克贵族的
出现、发展、繁荣、黑暗时代以及
现代捷克社会中的复兴，无疑是值
得你关注的故事。
作者 David Nesnídal

要了解捷克土地上贵族的起源，有必
要回溯到十至十二世纪时期的普热米
斯尔王朝（Přemyslovci)。军队团体为王朝
效力，军团中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享有诸如
荣誉退役，土地、城堡管理权或者其他特
权。这些特权最初只属于个人，而且有可
能被撤消，但渐渐地变成了世袭制。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最古老的贵族
家族建立于二十世纪。这些贵族家族包括
了：布子（Buzicové)、贝内绍夫（Benešovci)、德勒斯拉维（Drslavici)、赫拉比希
(Hrabišici)、雅诺维（Janovici)，还有马克
瓦尔缇（Markvartici)、维特克夫（Vítkovci）和兹尔奥金（Žerotínov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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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二世纪起，我们国家的贵族整体
被分化到两种领域等级。乡绅、自由民、
骑士属于低级别贵族，高级别贵族——地
主等级。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本地唯一的
高级别贵族就是领主，这个体制也在众多
最重要的贵族家族中逐渐形成。乡绅是最
低级别的贵族等级，他们常常发展成为新
的家族。而古老和成功的乡绅家族“升级”
为骑士和高级别贵族。骑士的基本前提是
在战场是获得成功，而且成为尊贵等级候
选人的骑士需要证明三代的骑士祖先。那
些拥有土地的乡绅被称为自由民。

捷克贵族的领域等级在战役中被打
败，带给捷克贵族一些王室头衔，其中一个
属于王子。其中一些属于王子。整个皇室的
头衔从低到高是：贵族、骑士、自由爵(freiherr，德语系国家对男爵的称呼）或男爵、
伯爵、王子和公爵。
我们领土上的外来贵族
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1618年—1648年)，因波西米亚王冠领土
（ZeměIKorunyIčeské，现代常被称为České země，后文译作“捷克领土”）的阶级革
命在而爆发。而且，新教徒军队在白山战
役（1620年）中败北后开始流亡，我们的
领土便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群，主要是意
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苏格兰天主教的家
族，例如：埃根伯格家族（Eggenbergové)
、布奎家族（Buquoyové)、卡拉斯家族
（Gallasové）和皮克洛米尼家族（Piccolominiové）移居于此。

十七世纪，捷克的贵族家族在捷克领
土（ČeskéIzemě，即波西米亚王冠领土）
上依然占据了五分之三的主体。但是在摩
拉维亚，外来的贵族已经占领上风。渐渐
地，局面越发利于外来贵族。十七世纪以
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的贵族是列支敦士
登家族（Lichtenštejnové)，它是摩拉维亚
侯爵领地（MarkrabstvíImoravské）上最富有
的一族，其次是埃根伯格家族，可以说，最
大的富豪就在我们的领土上。举例来说，十
七世纪下半叶的地主等级，持有全部地产的
63%，尽管这些贵族的成员仅占总人口的一
小部分。
然而，古老的捷克家族和与这个国
家长久相关联的家族——施瓦岑贝格家族
（德语：Schwarzenberg，捷克语：Švarcen-

berkové)、洛布科维茨家族（Lobkowiczové)
、诺斯提兹家族（Nostitzové)、切宁家族)
（Czerninové）和金斯基家族（Kinští）同样
地在欧洲共享名声、影响和威望。在十八世
纪，上述提到的最后一个家族属于中欧贵族
阶层里的领袖。列支敦士登元首汉斯·亚当
二世（Jan Adam II）的妻子玛丽·阿格勒
（Marie Aglaë)，高贵的列支敦士登王妃在
婚后妇随夫姓前，出生的姓氏头衔是“泰托
沃旁伍赫尼茨的金斯基”（Kinská z Vchynic
u Tetova)。
然而，贵族制度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溃
在1918年废除了。自1921年以来，他们甚至
因为使用这些头衔而受到惩罚。紧张的局势
在1936年才松弛下来，那时法律允许接受外
来贵族的头衔。但是战后对我们国家的贵
族阶层最大的打击，来自保守的共产主义政
权。贵族阶层的资产和土地国有化，将贵族
和他们后代的生活从内至外彻底颠覆，他们
中的许多人被迫移民海外。1989年的革命之
后，曾经的一些贵族阶层才开始要求赔偿以
及归还他们的财产。然而这些，往往被曾经
的当权者以厚颜无耻的情况遭到贬值。那些
或永久或暂时归来的贵族，得到了一定数额
的赔偿，幸福的结局。然而，事实上，这项
艰辛的、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修复疏忽和毁坏的财产，以及各种制造业
和农业的运行等。关于这个问题，与国家的
争议还在持续。
捷克贵族成员如今以协会分组化群，
通常是以保护这个国家的历史、遗迹、教
育和文化为目的。虽说他们拥有财富和头
衔，但这一点他们大多已不怎么强调了，
因此，捷克的贵族阶层展现了谦虚和慷
慨。这种开明的态度，不仅基于他们在欧
洲传统精神里的历史角色，还因为保护社
会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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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人将空中救
护经验带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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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雅罗斯拉夫·德沃吉克

（Jaroslav Tvrdík）担任主席的捷中

友好合作协会发起，捷信作为金融支持
联合合作。

上海医生将来到布拉格向其捷克

上海医生访问布拉格，咨询如
何开展空中救护的建议，为病
患服务的空中救护已在捷克共
和国开展了三十年。

同事寻求的建议，关注空中救护的运

作。上海这座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拥有
超过2400万的居民，直到去年夏天才拥

有第一架空中救护机。位于布拉格鲁济
涅（Ruzyně）的KryštofI1号航空基地，

空中救护直升机已经为病患服务了三十
年。

雅罗斯拉夫·德沃吉克的捷中友好

合作协会组织了本次访问。中国华信能
源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华信，英文缩写
CEFC）是捷克共和国境内最大的中国投

资方，同时也是捷中友好合作协会的成
员之一。其代表性投资举措包括出资2.7
亿捷克克朗在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医
院建立了中医中心门诊部。

现任捷克卫生部副部长罗曼·普里

姆拉（Roman Prymula）在担任该医院领
导者时，这个项目启动。

他清晰记得，对捷克共和国的定期

访问，推动中国人在上海为营救工作人
员建立起自己的救护基地。

“说来好像有些矛盾，作为一个世界

大都市，上海还没有空中救护服务。在
访问捷克共和国期间，他们发现这是务
实之举，努力向我们学习并在上海设立
空中救护。”普里姆拉如是说。

根据发言人Horn所言，布拉格紧急

医疗服务部被中国人选中，就在其首席
执行官Petr Kolouch博士上次访问上海时
介绍了他的团队运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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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推动山西和陕西农村的金融教育
2017年5月，捷信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CFDFE）在北
京共同启动了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金惠工程”农村金融知识
教育及项目。
捷信将捐款6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未
来三年在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实施农村金融知识教育识普及项目，提
升当地居民的基础金融素质和基层金融
从业者的服务水平，改善当地金融生态
环境，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的
可获得性，为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贡献力
量。除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领导
和捷信高管外，出席该启动仪式的嘉宾
还有捷克中央银行行长伊日·鲁斯诺克
先生（Jiří Rusnok），中国人民银行及其
分支机构相关领导和山西、陕西当地政
府领导。
调查显示，在中国有45.64%的农村
家庭因为缺乏金融知识而不参与金融市
场活动 。基于此，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于2008年发起了“金惠工程”全国性
公益项目，以国家级贫困县为重点工作
区域，主要面向农民群众、基层领导干
部、农村中小学生及基层金融机构从业
人员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和培训。截
止2016年年底，“金惠工程”已在中国的18
省（自治区、直辖市）201个县实施。

犹如捷信这样的消费金融公司，有助
于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覆盖面，同
时，肩负对公众社会和公众责任的使命，
并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他们是公众了解金
融、使用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消费信贷提供商，捷信坚守真正
的“普惠金融”理念，希望使更多人了解金融
知识、使用金融服务，并通过类似吕梁山
集中连片特困区“金惠工程”这样的项目改善
他们的生活。同时，捷信集团（Home Credit B.V.）近年来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倡
议，广泛参与到金融领域的相关工作中。不
仅在中国持续投入拓展业务网络，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安全、便捷、负责任的消费贷款，
促进消费金融行业发展和国民消费升级，更
积极助力知名的中国手机制造商开拓海外市
场。2017年，捷信集团将深度参与到“一带
一路捷克年”的系列活动中，全力支持中捷
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捷信集团董事梅恺威先生（MelICarvill）表示：“捷信作为销售点上世界最大的
消费金融公司，我们正在积极支持中国推
动金融教育和普惠金融的发展。”

关于捷信
截止2017年4月，捷信在中国的业务已覆盖了29个省份和直辖市，
超过312个城市，创造了超过8.2万个就业机会。与迪信通、苏宁等
全国知名的零售商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设置
了超过20万个贷款服务网络点，为超过3300万客户提供服务，对中
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衡做出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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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信集团（Home Credit B.V.）是国际领先的消费金融提供商，业务
横跨中东欧（CEE）、独联体国家（CIS）、亚洲及美国市场。捷
信集团成立于1997年，主要向少有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人群提供负责任的贷款。其服务简单、方便和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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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德
玛涅克
夫妇的
下午茶

１１．
３．
２．

1. 雕像：Otakar Petroš（1924年），《正在脱衣
服》（Svlékající se）
2. 毕德麦雅时期的椅子，约1825年，维也纳
3. 毕德麦雅时期的桌子，约1825年，维也纳
4. 毕德麦雅时期的橱柜，约1830年，维也纳
5. 便携式日本神龛，19世纪下半叶（明治时代）
6. 雪花石膏灯罩的落地灯，20世纪20年代，法国
7. 瓦茨拉夫·博罗依克 (Václav Brožík，1851–1901)，
油画《安慰》（Útěcha）
8. 日式屏风，19世纪末
9. 手杖收藏
10. 竖琴，品牌埃拉尔（Erard，19世纪下半叶，法国
11. 西班牙品牌雅致（Lladró）的“鹦鹉IX”系列花
瓶，21世纪，波希米亚

玛丽·海德玛涅克（Marie Hejtmánková）和托马
斯·海德玛涅克（Tomáš
Hejtmánek）的豪华府邸就
如同电视剧《赫尔克里·
波洛》一般，那里有他们
毕生收集的各式宝藏。
作者 Viola Černodrinská
图片 BoysPlay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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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说道。她现在收藏的更多是能引起她感
情共鸣的东西，特别是玻璃制品、绘画和
首饰。托马斯的收藏之路从陶瓷罐、印刷
品、图片和雕像开始，并且他从16岁开始
就狂热地收集捷克雕塑家雅罗斯拉夫·霍
雷茨（Jaroslav Horejc）的作品。玛丽很高
兴地说：“收藏的效果很显著，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陶瓷班的各种活动中都有模仿Horejc的作品。”

童年时代的玛丽就开始收集各种物品。
其他孩子喜欢在房间的架子上展示自己的
收藏品：流水打磨的彩色玻璃、钱币或者
金色的吊坠，而她却喜欢将宝物埋在花园
地下，然后兴奋地重新寻找、挖掘并再次
发现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许多宝
藏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开始你喜欢的是你
需要的一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
就会开始考虑收藏。”玛丽笑着说。她和
丈夫托马斯共同拥有捷克共和国最知名的
拍卖行之一ArthouseCHejtmánek海德玛涅
克艺术馆。在位于布拉格克鲁普卡广场
(KrupkovoCnáměstí）的宽敞房子里，他们
收藏着约翰·普利斯勒（JanIPreisler）、
阿洛伊斯·卡尔沃达（AloisIKalvoda）、
马丁·宾果（MartinIBenko）、约瑟夫·
达霍诺夫斯基（JosefIDrahoňovský）、安
娜·内波罗瓦（AnnaINeborová）、博胡
米尔·库比斯塔（BohumilIKubista）、托
妍（Toyen）等等艺术家的作品。
这座美丽的迷宫由玛丽亚·王尔德
(MariaIWilde）工作室的花卉装饰作为最
后完成的点睛之笔。它坐落在一片和谐相
融的艺术环境中，在这里，毕德麦雅的桌
子、上个世纪的画作、当代玻璃艺术品、
瓷制的靴子和小鳄鱼都在争相吸引你的注
意力。当我好奇地穿梭于不同房间的时
候，玛丽在厨房用配有陶瓷蝴蝶的玻璃托
盘为我准备了待客之礼物。三十年代的宝
格丽（BVLGARI）首饰、定制的玻璃胸针
和挂着艳丽颜色珠子的非洲人偶在我四周
环绕，使我愉快地沉浸在这美丽事物组成
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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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和玛丽在高中时相识，他们
都在研究文物的修复和保护，那时的他们
便已经开始了狂热的收藏之旅。玛丽专
注于壁纸、书籍和印刷品的修复，她还曾
前往日本学习了一个月。“然后，我们开
始有了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在做
修复工作时，和他们一起在家待着。”玛

托马斯的兄弟奥尔德希奇（Oldřich)
证明了收藏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兴趣
所在。他在查理大桥附近拥有一个古雅
的艺术收藏室。“之前我们一起做了个名
叫‘Arcimboldo（阿尔钦博托）’的拍卖，过
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更加关注捷克和
欧洲的艺术，而奥尔德希奇则对亚洲艺术
更感兴趣，所以我们各行其是，并分别成
立了两个不同的机构Arcimboldo和Arthouse。”
海德玛涅克夫妇全身心不间断地将精
力投入到收藏中。他们无时不在为拍卖准
备目录和材料、指导私人收藏以及丰富个
人收藏，托马斯曾经为捷克媒体大亨及政
治家弗拉迪米尔·杰列兹尼（Vladimír Železný）指导过收藏项目 。

古董家具、绘画以及其他艺术品对许
多人而言意味着复杂。“例如，在法国，众
所周知的是，人们以艺术为生，认为这是

收 失 妇 的老
。
藏 在 都一
正 海 拍 是辈
从 德 卖 年人
。
会
玛
纪
世
界涅 上较
上克 遇大
消夫 到的

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捷克，共产主义
将艺术收藏国家化的40年里，人们逐渐丧
失了感知和品味。”托马斯说道。那些在
无菌浴室环境中长大并信奉“眼前的无用之
物就该被丢弃”之哲学的人，不懂得拥有
古董家具的意义。尽管这样一张毕德麦雅
的桌子比瑞典连锁店的桌子贵上好几倍，
但是，购买古董艺术品的意义应该从多个
角度理解。首先，艺术品是很好的投资方
式；其次，你买到是其他捷克人不会再有
的独一无二之物，你可以将它与现代物品
搭配在一起；第三，你购买的物品背后有
一段独特的故事，一个独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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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妇经常在其艺术馆举办研讨
会。玛丽热切地说道：“我们想感染年轻
人拥有对艺术的感情，尤其是向他们展示
如何将古董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上
个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建筑师和设计师
在房屋建造上依然通力合作，而如今，他
们却互不关心。“最近有一位女士找带我
们，问是否可以将她买的画沿着外围缩小
10厘米，她说画的原始尺寸不符合内饰的
设计。”

３．

１．

这对夫妇认为，收藏正从世界上慢慢
消失。参与拍卖会的通常都是七十多岁和
八十多岁的老一辈，这显然是全球性的趋
势。玛丽说：“在英格兰和法国，我们遇
到了同样的情况。”这对夫妇正试图顺应
年轻一代，开始在拍卖中加入现代艺术家
的作品，例如雅各布·贝迪奇（Jakub Berdych）父子或者玛可塔·耶雷诺瓦（Markéta Jelenová），又或者伊万娜·什拉姆科
娃（Ivana Šrámková）。

６．

“然而，我们艺术品的主要客户还是
外国客户。捷克客户主要根据不同的艺术
品排名进行收藏，这其中很有跟风的意
味，捷克客户的口味很受媒体的影响。”玛
丽说。

在托马斯令人赏心悦目的工作室中，
除了大量的刷子、架子和准备修复的绘画
外，还能看到一片花海、庭园景观和杨·
依卡特（Jan Ekrt）制作的大型阴茎雕塑。
显然，这里并不缺乏幽默感。在今年的拍
卖会上，这对夫妇以220万捷克克朗的价
格拍售了艾伦·迪维许（AlénIDiviš）的
画作《寂寞》（Samota），同时还以320
万捷克克朗的价格拍售了博胡米尔·库比
斯塔（Bohumil Kubista）的《 普拉海景》
(Pohled na moře u Puly）。玛丽和托马斯一
直在追随自己的内心和感觉。“这样的话，
你的内心和感觉也会与之回报，你就能与
它们相处甚欢。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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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丽在皇家座钟（约1820年）旁陷入沉思
2. 佛兰芒地区风格主义的玳瑁柜子，17世纪早期，安特卫普
3. 毕德麦雅时期的盒子收藏
4. 瓦茨拉夫·博罗依克（Václav Brožík 1851-1901），《西班牙女士》（Španělka）
5. “新毕德麦雅”系列的梳妆台，米凯拉·托米斯科瓦（Michaela Tomišková）, 迈克·
巴恰克（Michal Bačák）, 2014年，波西米亚
6. 作者不详，《蓝衣女孩肖像》（Portrét dívky v modrém），约1830年
7. 洛可可座钟，约1740年，波希米亚
8. 托马斯的收藏之路从陶瓷罐、印刷品、图片和雕像开始，并且他从16岁开始就狂热
地收集捷克雕塑家雅罗斯拉夫·霍雷茨（Jaroslav Horejc）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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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请问您的捷文怎么说得这么好？

捷克吸引力
捷克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遗产，独特
的民族历史和性格，对中国游客都有强
大的吸引力

金文军，捷克旅游学校Tyrkys中文导游培训班特约翻译，捷
克中文旅游联合总会常委副会长，布拉格城市旅游服务中心
（PIS）官方指定中文导游，半生在中国，半生在捷克；一脚
在上海，一脚布拉格；文化沟通者，旅行服务员。
作者 Radim Kratochvíl

捷克有句俗语说: “多学一门语言，多
活一种人生。”我来到捷克以后就喜欢上了
这个美丽而宁静的国度。为了在捷克愉快
生活，我一到捷克就开始学习捷语，没过
多久，我就可以尝试使用捷语开拓客户，
结交朋友，观看电视和阅读报刊书籍了。
感谢布拉格市立语言学校，在那里我完成
了捷语初级和中级水平的学习，通过了捷
语B2级水平考试，这对我正确规范使用捷
语帮助巨大。当然最要感谢我的斯洛伐克
爱人，他对我的捷语学习提供了耐心的辅
导，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了我捷语良好的
交流机会。
您在哪里出生？为何选择来捷克布拉格工
作和生活？
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并完成大学学业。
来捷克是命运的安排，并不完全出自我的
个人选择。当我得知被派驻到捷克从事贸
易的时候，我对捷克几乎一无所知，唯一
想到的是儿时看过的动画片《鼹鼠的故
事》、儿时没有看懂的电影《好兵帅克》
、来过布拉格的莫扎特，以及国际体育
赛事中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频繁出现的名
字。1993年秋天，刚刚过完25岁生日，我
离开燥热和拥挤的故乡，飞向未知的远
方。布拉格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绚
烂的秋色，金黄的斜阳，稀疏的街巷，古
朴的忧伤，典雅的美丽，理性的静谧……
竟然让我一见钟情。在这个清凉而寂寞的
城市里，生活突然之间变得简单而纯粹，
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份孤独和冷清，它让
我感到终于找到了曾经在喧嚣中迷失了的
自己。在飘雪的冬夜，陪伴我的是卡夫卡
和昆德拉，在巴洛克的教堂里，聆听着的
是德沃夏克和斯美塔纳。于是，我真的爱
上了布拉格。
您何以在捷克中文旅游联合总会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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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中国游客从2013年开始猛
增，市场对翻译和导游的需求将我推入
了旅游行业。感谢前辈的指导和提携，
我很快成为了被客人喜爱的导游。通过
导游考证培训，我对捷克的人文历史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2015年成立的捷克中
文导游协会和2016年成立的捷克中文旅游
联合总会，都是旨在提高捷克中文导游
素质，培养合格持证导游，整合捷克旅
游资源，繁荣捷克中文旅游市场的民间
组织。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与其工作，

有机会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同胞和
同行，共同进步。
您觉得从中国游客的角度，如何评价捷克
的旅游市场？
作为捷克的中文导游，我觉得捷克的
中文旅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深
入发展的空间，捷克的丰富旅游资源有待
开发。对于中国游客来说，通畅的语言交
流是获得良好旅游体验的必备条件，除了
需要更多优秀的中文导游以外，还需要更
多的中文营业人员、餐厅及酒店的中文服
务人员、城堡博物馆中文讲解员和中文大
巴司机等中文服务人员，以及中文宣传资
料。
您如何看待中国领队兼导游？您觉得你们
协会的中文导游有什么优势？
我们协会中的大部分导游都是在捷
克生活了十年甚至于二十年以上的华人华
侨，能够流利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和国
内来的游客有天然的亲切感，拥有共同的
教育和文化背景。同时，我们在国外长期
生活的经历，使我们也能够使用当地语言
沟通，懂得欧洲的文化和理念，理解中西
方文化的差异，对我们长期生活的社会环
境有深入和切身的感悟。这些都是我们的
优势和长处，是带团过程中可以传递给客
人的鲜活体验，满足客人对于国外华人华
侨导游的期待。
您认为中国游客更喜欢捷克本地的外国导
游还是中国导游？客人的这种偏好和他们
的身份有关系吗？
不管是华人华侨还是本地外国人来担
任中文导游，只要是好导游都会受到客人
的欢迎。流利的中文、生动的讲解、体贴
的服务、丰富的经验、诚信的作风，这些
都是好导游的特质。除此之外，还要有导
游的个人魅力，而个人魅力因人而异。无
论是国内领队、海外华人华侨导游亦或是
本地外国人中文导游，各有优势和魅力。
中国客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种的类型、
年龄和层次，但是对于好导游的要求，我
相信应该都是一样的。
您觉得捷克或布拉格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
在哪里？
捷克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遗产，独
特的民族历史和性格，都对中国游客有强
大的吸引力。如台湾流行歌曲所唱：“布拉
格黄昏的广场，美得让人不敢看。”这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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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古城千年的历史沉淀，来自欧洲文明
的博大精深。登高俯瞰，伏尔塔瓦河谷两
边密密麻麻的古城老楼，鲜亮的红顶白墙
背后蕴藏着神秘的故事；举头仰望，湛蓝
明澈的天空中百塔林立美不胜收。穿行于
古城老楼的百塔之间，猫儿石铺就的大街
小巷，从哥特到新艺术风格的建筑风格，
无不诠释着布拉格的小资——这种小巧和
精致，这种对细节不惜代价的精益求精，
构成了布拉格让我“不敢看”的美丽。逛累
了，在随处可见的路边餐厅或咖啡酒吧小
歇呆坐，休息够了再去采购血拼。布拉格
和捷克可以给中国游客提供丰满而难忘的
旅行体验。
中国游客远道而来，很多人之前甚至对
捷克或布拉格一无所知，您觉得是什么
原因？
宣传和口碑是捷克布拉格旅游市场
持久繁荣的重要保障，宣传可以开辟新
市场，口碑可以维护好老客户，朋友的
推荐往往是最好的广告。
您觉得中国游客在捷克旅游，会为了感
受到文化差异吗？还是仅仅为了拍照留
念？对这种文化差异的感知是否会对中
捷关系发展和文化贸易合作带来更深刻
的影响？
中国客人在捷克停留的时间越长，
越能够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当中国
游客小心翼翼地站在人行横道线上，惊
喜的发现疾驶的车辆戛然而止；当中国
游客看到辅道的车辆驶入主道时的耐心
等待，售票厅前有序的队伍；当中国游
客了解到捷克和斯洛伐克竟然可以这样
心平气和地分道而不扬镖；当中国游客
读懂了米兰昆德拉的深刻和哈谢克的幽
默；当中国游客喜欢上了捷克人的和平
主义与非暴力抗争……中国游客开始思
考这些文化差异和其背后的逻辑。这样
的感知和思考，使一次寻常的旅游拥有
了文化的内涵，从而带给游客受益终身
的启迪。
您对我们杂志的读者有什么寄语？
当您在机场、酒店或大巴上翻阅
到这本精美的，或许有些沉甸甸的《精
华》杂志时，当您不经意间读到关于我
的访谈时，能够与您如此相识，我将感
到莫大的荣幸，衷心祝愿您旅途愉快！
收获满满！也期待我们有缘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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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最爱的咖啡馆第一次浏览《SOFFA》杂志时，我感
到生活节奏似乎都在一瞬间放缓了。我正蜷在舒适的沙发
里，仿佛聆听着一个平和又愉快的声音，在说着许多充满
创意的聪明人和美丽的地方......
作者 Kateřina Černá

图片 Tomáš Železn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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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们总有别的办法可以养活自己。
我是一个建筑师及设计师，阿黛拉教
授语言课并拥有一个博客。在出版第一
份纸质杂志之前，我们不需要更大的投
资。但很幸运地是，我们遇到了许多了
不起的人，他们通过经济支持和各种其
他方式帮助我们的杂志顺利发展。”莲卡
解释道。

多年以来，我们可能已经在画廊或设计
师展厅见过面。但非常幸运的是，今年
《SOFFA》杂志加入了我们出版社的大
家庭，这可是了解这本出色杂志背后团
队的最佳时机。

当我造访位于霍拉舍维采（Holešovice）Vnitroblok庭院的编辑室时，我
十分清楚地意识到，《SOFFA》杂志的
核心价值就是它的团队和创始人。即使
是在宽敞的办公桌旁进行头脑风暴时，
也能很明显地感知到，每个人都在同一
波段里。即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品味和个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
相互补充相互尊重。他们一起旅行、拍
照，共度时光；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
并时时把工作带回家，把它装在脑里，
他们真的是在为《SOFFA》杂志而活。
《SOFFA》杂志的创刊号于2013
年12月在线上发布。阿黛拉·古德诺娃
(Adéla.Kudrnová）与建筑师及《SOFFA》杂志现任的艺术总监莲卡·赫拉瓦
丘娃（Lenka Hlaváčová）共同孕育了这
本杂志。那时的她们都在一家出版社旗
下的房屋杂志工作。莲卡作以设计师和
建筑师的身份已经工作了好几年，阿黛
拉则创建了捷克最早之一的关于设计的
网站，而且除了杂志工作外，她还担任
瑞典语的翻译和口译。多次合作之后，
她们意识到彼此间强烈的互补。“通过我
的博客，我认识到杂志可以有不一样的
做法，接触读者的方式是无限的，我想
制作一本有差异化的线上杂志。很快，
莲卡也加入了我的团队。”阿黛拉说着，
时不时还拨弄一下她的长发和少女般的
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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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团队只有三个人，阿黛拉、
莲卡和摄影师琳娜·内米特（Lina.Neméth）。这个项目完全以她们自己的精
力和积蓄驱动。“事实上，这个项目占
据了我们很多的空闲时间，但是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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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FA》杂志正在逐步发展。
起初它只有网络版，2015年2月，她们
出版了第一期纸质英文版，从2017年4
月起，《SOFFA》便开始拥有两个语
言版本——英文和捷克文。此外，编辑
团队举行工作坊、影片拍摄、运营电子
商店，并组织许多与杂志有关的其他活
动。“我认为，杂志想要生存下来，只
有印刷版本是不够的。我喜欢建立我们
自己的品牌，并推动事情的发生。我有
明确的愿景和那么点儿斗牛犬的性格，
多亏了这些，我才能成功地驱使团队把
事情推进下去。同时，我也喜欢把人们
聚集在一起，支持他们进行的创造性工
作，让他们做喜欢的事情。这才是我们
成功的基础。”阿黛拉热切说道。
对于每位编辑而言，《SOFFA》的
工作意味着什么呢？

摄影师及图像艺术家阿黛拉·哈维
尔科娃（AdélaIHavelková）的答案是：
创造力、自由和多样性。

编辑汉娜·史沃波娃（Hana.Švolbová）对人的创造力最为赞赏，她十分欣喜能
以《SOFFA》杂志为媒介，通过文章与读者
分享她喜欢的话题。

编辑特蕾莎·斯科乌路娃（Tereza
Škoulová）则喜欢发现美妙之地，以及学
习新鲜事物，她还喜欢与有趣且鼓舞人
心的人一起工作的同时体验很多乐趣。
而对于时尚造型师帕特里克（Patrik）而言，《SOFFA》则是一份他所喜
爱的，且能与真朋友待在一起的工作。
主编阿黛拉补充道：“我希望《SOFFA》能保持自己的风格并一直很好地发
展下去。我喜欢让读者们感到惊喜和兴
奋。我们将进一步发展网站和电子商店，
它将成为人们了解更多设计和文化新闻的
信息平台，同时人们还能直接订购我们的
产品。我们正在与捷克公司和设计师合作
准备《SOFFA》杂志汇编，同时我们还将
以‘SOFFA FRIENDS’的品牌名发起工作坊
和相关活动。SOFFA应该成为一个平台，
一个场所，一个社区。 ”

《SOFFA》杂志编辑部位于霍拉舍维采（Holešovice），想要了解更多，请访问：soffamag.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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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总
编杜飞进率
团访问捷克
获圆满成功
希望中捷体育界通过更多合作
交流，共同推进冰球运动在世
界的发展。
本文由格兰特欧尚会供稿

克期间，造访卡罗维发利“能量”冰球俱乐
部，近距离了解捷克冰球运动和冰球文
化，与东道主交流中捷双方落实两国元首
签署的协议、合作推动中国冰球运动开展
的新近情况。

4月26日，光明日报社和中国驻捷克
大使馆及捷克文学报社联合举办“一带一
路”与中捷文明交流互鉴论坛，捷克总统泽
曼特为此次论坛发来贺信，表示“两国的文
化交流合作项目越多越好。我希望看到‘一
带一路’除了经济合作外，文化合作之路也
能日渐繁荣”，“这个论坛是超越地理距离
而使我们彼此更加靠近的证明”。

卡罗维发利“能量”冰球俱乐部创建于
1932年，在85年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较
高竞技水平。在被誉为“世界六大冰球联
赛”之一的捷克冰球超级联赛2008-2009赛
季，该俱乐部夺得冠军。在格兰特欧洲商
会的参与推动下，来自中国齐齐哈尔冰球
青年队的10名队员和1名教练员5月初将到
捷克进行为期3个月的集训，其中两个月就
安排在卡罗维发利“能量”冰球俱乐部。

访捷期间，代表团还专门拜访格兰特
欧洲商会，与商会及捷克代表举行“一带一
路”采访座谈会。在格兰特欧洲商会协助安
排下，代表团访问考察捷克知名国际水晶
品牌Moser制造企业和捷克卡罗维发利能
量冰球俱乐部。
冰球在捷克称得上是“国球”，其受
欢迎程度甚至超过足球。而中国自申办冬
季奥运会成功后，冬季体育运动正如火如
荼地开展。光明日报社代表团日前访问捷
精
华
90

代表团团长杜飞进总编辑表示，感谢
捷克冰球界对中国提升冰球竞技水平提供
的支持。希望中捷体育界落实两国元首达
成的相关协议，通过更多合作与交流，在
提高中国冰球水平的同时，共同推进冰球
运动在世界的发展。
格兰特欧洲商会会长贾建萍、副会长
克里斯、副秘书长康宁、经理金刚声、秘
书爱丽丝等陪同访问。

禾祺拍卖有限公司
GALERIE ARCIMBOLDO
地址: Lazenska 9
INZERCE ▼A171002548 ▼▼A171002559

在泽曼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出席在
中国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之际，光明日报社杜飞进总编代
表团一行于2007年4月25日开始对捷克进行
为期5天访问。

捷克布拉格一区
手机: 00420 776 762 131
座机: 00420 222 700 955
邮件: adriana@arcimboldo.cz
WWW.ARCIMBOLDO.CZ

WWW.DELSEY.CZ
总经销：EUFORIA有限公司 • 布拉格10区 • 邮箱：info@delsey.cz
直营店：DELSEY • 布拉格奥特莱斯OC Fashion Arena • 布拉格10区• 邮箱：delseyfa@gmail.com
MENDOSÍNA：DŮM MÓDY • 布拉格1区 • 邮箱：mendosinadm@gmail.com
ŠESTKA购物中心 • 布拉格6区 • 邮箱: mendosina6@gmail.com
OLYMPIA奥林匹亚购物中心 • 特普利采 • 邮箱: mendosinat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