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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篇 
 

日程和费用 map 

 

 

5 月 15 日 法国- 巴黎 Paris 

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巴黎荣军院(Invalides), 罗丹博物馆(Musée Rodin), 蓬皮杜中

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 现代艺术馆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塞纳河

畔(Seine River), 巴士底广场(Place Bastille), 艾菲尔铁塔(Tour Eiffel)和凯旋门(Arc 

de Triomphe)夜景, 宿巴黎 

 

5 月 16 日 法国- 巴黎 Paris 

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 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 先贤祠(Panthéon), 宿夜车 

 

5 月 17 日 西班牙-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圣家堂(La Sagrada Familia), Rambla 大街(La Rambla), Barri Gotic, 海港, 高蒂公园

(Parc Guell), 宿夜车 

 

5 月 18 日 摩纳哥 Monaco, 法国- 尼斯 Nice 

海洋馆(Musee Oceanographique), 摩纳哥教堂(Cathedrale de Monaco), 热带植物园

(Jardin Exotique), 大赌场(Casino), 海滩, 宿夜车 

 

5 月 19 日 意大利- 罗马 Rome/Roma 

竞技场(Colosseum), Palatine Hill, Roman Forum, 罗马国立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6



Copyright © 2004 http://www.princeton.edu/~yuanliu  欧洲风物 – by Yuan Liu 

Romano), 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 Bocca della Verita(Mouth of the Truth), 万

神殿(Pantheon), 拿破仑广场(Piazza Navona), 许愿神泉(Trevi Fountain), 西班牙广场

(Piazza di Spagna & Spanish Steps), Piazza del Popolo, 宿罗马 

 

5 月 20 日 梵蒂冈 Vatican City, 意大利- 罗马 Rome/Roma 

圣彼得广场(Piazza San Pietro), 圣彼得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古罗马水渠遗

址 (Aquaduck), Piazza del quirinnale, 共和广场(Piazza della Repubblica), 宿罗马 

 

5 月 21 日 梵蒂冈 Vatican City, 意大利- 比萨 Pisa, 佛洛伦萨 Florence/Firenze 

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比萨斜塔(Campanile, Leaning Tower), Campo dei 

Miracoli, 宿佛罗伦萨 

 

5 月 22 日 意大利- 佛罗伦萨 Florence/Firenze 

乌费兹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巴尔捷罗博物馆 (Museo del Bargello), 西纳里

亚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 圣母百花大教堂(Duomo), Battistero, 乔托钟楼

(Campanile di Giotto), 阿卡德米亚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 梅迪奇家族礼拜

堂(Cappelle Medicee), 阿诺河左岸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 韦奇奥桥(Ponte Vecchio), 

宿佛罗伦萨 

 

5 月 23 日 意大利- 威尼斯 Venice 

运河(Grand Canal), 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 圣马可大教(Basilica San Marco), 

海滩 Lido, 玻璃岛姆拉诺(Murano), 玻璃博物馆(Glassworks Museum), 坐刚朵拉

(Gondola), 宿夜车 

 

5 月 24 日 奥地利- 维也纳 Vienna/Wein 

史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 St Stephen’s Cathedral), 美泉宫(Schloss Schonbrunn), 

博物馆区域(Museum Quarter), 音乐屋(Haus der Musik), 城市公园(Stadpark), 多瑙河

(Donau), 墓园(Cemeteries), 宿夜车 

 

5 月 25 日 瑞士- Interlaken/Jungfrau Region 

游布里恩湖(Lake Brienz), 雪朗峰(Schilthorn), 宿 Gimmelwald 

 

5 月 26 日 瑞士- Interlaken/Jungfrau Region 

Hike 于阿尔贝斯山区 Alpine, Trummeblbach Falls, 宿 Gimmelwald 

 

5 月 27 日 瑞士-卢塞恩 Lucerne/Luzern 

老城(old town), Kapellbrucke (Chapel Bridge), Spreuerbrucke (Spreuer Bridge), Lion 

Monument, 老城墙, 宿夜车 

 

5 月 28 日 德国- 柏林 Berlin 

勃兰登堡大门(Brandenburger Tor), 帝国国会大厦(Reichstag), 索尼中心(Sony Center), 

Topography of Terror, 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查理检查站博物馆(Haus am 

Checkpoint Charlie), 柏林墙(Berlin Wall), 东边画廊(East-Side Galley), 集中营

(Concentration Camp), 柏林教堂(Berlin Dom), 博物馆中心岛(Museumsinsel), 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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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sehturm), 宿夜车 

 

5 月 29 日 荷兰-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水坝广场(Dam Square)和附近的购物街, 红灯区和性爱博物馆(red-light disctrict & sex 

museum), 安妮法兰克(Anne Frank House), 十五桥(Bridge of 15 Bridges), 宿飞机场 

 

5 月 30 日 希腊- 雅典 Athens/Αθήνα 

雅典卫城(Acropolis/Ακρόπολις), 卫城博物馆, 巴特农神殿(Parthenon), 狄奥

尼索斯剧场(Theatre of Dionysos), Ancient Agora, 音乐会(Athens Festival, Theatre of 

Herodes Atticus), 宿雅典 

 

5 月 31 日 希腊- 雅典 Athens/Αθήνα, 圣托里尼岛 Santorini/Σαντορίνη 

宙斯神殿(Temple of Olympian Zeus), 第一届奥林匹克旧址(Roman Stadium), 国家花园

(National Gardens), 罗马遗迹(Roman Agora), Santorini Oia 日落, 宿 Oia 

 

6 月 1 日 希腊- 圣托里尼岛周边 Around Santorini/Σαντορίνη 

火山(Nea Kameni Volcano), 温泉(Palia Kameni hot spring), 黑沙滩(Thirasia), 宿夜

船 

 

6 月 2 日 希腊- Meteora/Μετεώρων 

开车去 Meteora 看悬山寺院 Agias Triados (Holy Trinity), Megalou Meteorou (Grand 

Meterora), 宿雅典 

 

6 月 3 日 比利时- 布鲁塞尔 Brussels/Bruxelles 

大广场(Grand Place), Galeries St Hubert, 布鲁塞尔第一公民(Manneken Pis), 皇宫

(Palais Royal), 布鲁塞尔公园(Parc de Bruxelles), 原子模型(Atomium), 宿巴黎 

 

6 月 4 日 法国- 巴黎 Paris 

凡尔赛宫(Chateau de Versailles),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新凯旋门(Grande Arche), 

协和广场(La Place de la concorde), 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 圣心

教堂(Sacré Coeur), 红磨房看 show (Moulin Rouge), 宿巴黎 

 

6 月 5 日 法国- 巴黎 Paris 

登顶艾菲尔 (Tour Eiffel), 飞离欧洲 

 

费用 for 2 

 

飞机票 $1070 

签证 $42+42 

Eurail Pass $414*2 

Ferry $(30+40)*2*1.2 

吃，住，交通，其他 ~$150*22days=$3300 

总共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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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的麻烦 

 

提前一个月, 我就着手准备签证.  

1. 申根签证。根据申根协议，只要你得到以下任何国家的旅行签证，你就可以前往其他申

根国家: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

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 (Austria, Belgium,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reece, Iceland, 

Italy, Luxembourg, the Netherlands, Norway, Portugal, Spain and Sweden.) 。我是

在法国驻纽约领馆办的签证。 

法 国 驻 纽 约 领 事 馆 网 站 ：

http://www.consulfrance-newyork.org/us/visas/schengenvisa.htm  

开门时间：9am-1pm，坐地铁绿线 6号到 77 街，走到 74 街上的领事馆小楼。进门先关手机，

安检，交签证费(~44 美金)，可以用信用卡。然后就是排队等签证。主要材料包括护照，I-20,

申请表，两张照片，订好的机票，旅馆 confirmation(或者法国朋友到当地 city hall 开的

介绍信)，银行 statement，国际旅行保险。虽然网页上说要什么至少 3个月有效美国签证，

我的不到三个月了也无所谓。不过旅馆的 reservation 查得很紧，必须是 fax, 不能是

email(都什么年代了？)。国际旅行保险我是去学校的 health center 开了个证明。所有的

材料都要复印一份，领馆没有复印机，要提前准备好。Lexington/78st 街口有家 Kinko's

可以复印。签证给的很死，我机票是哪天的，顶多给两三天机动。当场拿到， 多次入境。 

 

2. 瑞士签证。瑞士和英国都是很怪的国家，竟然不加入申根协议，让我们还要多费银子，

哎。 

我 是 在 驻 纽 约 领 事 馆 办 的 签 证 。 网 站 ：

http://www.eda.admin.ch/newyork_cg/e/home/visa.html  

开门时间：8:30am-12pm，我 10 点多坐地铁绿线 6 号到 42 街，走到 41st/3ave 附近，瑞士

领馆在 633 大楼里，进去后保安告诉我先用大楼里的电话打个电话上去，通告自己的姓名，

上面再发信息下来，才能进去，真是麻烦。上到 30 楼，人家让我拿个号坐那等着。其实何

必？冷冷清清，就我一个申请签证的。等了一小会儿，一个 ppmm 接待我，我几乎把申根签

证的那一套材料又原封不动的交上去，她随便问了几句，交了钱，就又叫我等。这中间有两

个 renew passport 的，其中一个大帅哥，呵呵，特有气质。想来这趟去欧洲一定很养眼 :D 

一会签证就好了，给了我三个月，还是多次入境，比法国的态度好多了。 

 

虽然两个签证都办妥, 后来却在欧洲遇到了个小麻烦. 由于是坐夜车过境, 护照交给火车

上的乘务员保管, 于是从维也纳到苏伊士的时候, 入境瑞士并没有盖上过境章. 这让我们

很狐疑, 却也没在意. 一车里的台湾人, 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都没有盖章, 自以为无所谓. 

后来从苏伊士到柏林的车上过境时, 边境的人也没有盖戳. 可是我的签证是多次入境, 但

每次入境只有 10 天, 卡着我们的行程很死, 实在无奈. 这样一来, 我没有进入瑞士的证

明, 就在柏林到布鲁塞尔的夜车上被边境官吓唬了一把: 他说我的签证已经过期, 并威胁

说他有权利逮捕我! 我忙解释了瑞士的行程, 他也不听, 非要记录下来这个 case, 还让我

去再弄个签证. 好在放我走了, 却让我们大半夜的商量对策, 后决定不在布鲁塞尔下车, 

直接去巴黎, 然后去瑞士弄个 stamp 回来. 在巴黎北站下车后, 长了个心眼, 先去找海关

的 police 问问, 能不能直接要个 stamp, 并把自己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 人家三个警察叔

叔一致斩钉截铁的说: 没关系, 不用盖章. 我狐疑地说我还要飞去希腊, 害怕被边境卡住, 

不让过关. 他们一个劲儿地说: 遇到同样的情况好几次了, 过境瑞士那边懒得盖章是常有

的事, 根本用不到担心. 进出希腊他们也担保没有问题. 虽然对他们的话将信将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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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还是决定不去瑞士, 继续按原计划行动, 碰碰运气. 后来知道了从申根国家进出希腊

没有任何手续, 连海关的人影都看不到, 也就一点麻烦都没有再遇到. 看来这欧盟国家边

境的管理是在太过混乱. 也得了个教训, 下次不再去法国领馆签证, 拿个更 flexible 点儿

的签证, 给自己少找点儿麻烦. 

 

行在欧洲 

  

飞机.  

1. 美国到欧洲. 5 月份已经慢慢进入欧洲旅游的旺季了, 机票价格开始飙升. 我们多加研

究, 发现www.studentuniverse.com 上的印度航空的纽约Newark机场至巴黎戴高乐机

场的票很是便宜, 不加税才200多, 和冬天淡季的情形差不多. 后来发现这实在不是一

个好deal. 这趟航班其实是美国到印度的航班, 中间在巴黎停一下加油. 所以坐这趟

飞机的大部分是回国省亲的印度老乡们. 他们习惯很早去飞机场, 所以等到我们check 

in的时候, 只剩下很靠后, 还不挨在一起的偏僻位子. 再加上大包小包把机舱挤得很

满, 印度航空买的很旧韩国飞机破烂不堪, 飞机上吃不太习惯的咖喱味极浓的饭, 叽

里呱啦的印度电视剧, 被气压变化折磨得哇哇大哭得小孩子, 和几个个别的态度生硬, 

满面横肉的印度航空小姐, 给我们的旅途带来了一片昏暗. 只得暗自安慰道: 便宜没

好货, 并且思忖着是否考虑把开始计划的印度之旅往后无限期推延. 

2. 欧洲内部. 知道欧洲有很多小飞机公司做着接近赔本的买卖, 可我们搜索了一通, 没

有几家飞希腊, 即使飞, 价格也没有传说中的几十欧元, 动辄就上百, 有点儿头疼. 

后来就盯上了http://www.europebyair.com 网站上的flightpass, 99 美金单程. 打电

话买pass预定的时候却发现出发在即, pass要 5 工作日才能寄出, 收到收不到都难说, 

只好另打主意.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灵光一现, 想到flightpass上运营的飞机公司是

virgin express, 不如直接到他网站上看看. 这一看不要紧, 才发现人家买得票更便宜. 

单程从布鲁塞尔去雅典才 59 欧元, 而且是电子票, 省了机票的手续. 这可把我们乐坏

了, 赶快在网上买了机票. 虽然飞机上没有提供免费的饮料和食品, 我们俩眼一闭呼

呼大睡, 一觉醒了就到目的地,倒也没觉得是什么问题. 总结: 从agent买票有的时候

不如直接从航空公司买. 

火车. 

初来欧洲的想法就是趁 26 岁以下坐火车玩遍欧洲, 一边走一边玩, 旅途一定既省钱又紧

凑. 大城市之间再坐个夜车, 连住宿费都省了. 于是就在http://www.eurail.com 上订了

两张 15 天的YouthPass。 

Pass 的使用很是简单 

1. Activation. Pass 要在旅行的第一天 activate. 虽然不一定要在火车站 activate，然

如果上了车再 activate 的话要多交 20 欧元的手续费，我们在火车上就碰到了两个倒霉

蛋。还有一个 trick 就是夜车按第二天的时间算起，所以从夜车开始能多用一天 pass, 

hehe. 

2. 查时刻表。两个比较完整的查票网站是：。 虽然随 EUPass 也寄来部分 schedule，EUrail

网站上也有, 但那都只是一部分。另外，绝大部分火车站都有自动售票机可以进行车票

查询，只是有的时候排队的人比较多。 

3. Reservation. 虽然大部分火车都能直接拿着 pass 蹦上车，有一部分特快，或者夜车是

需要预约的，也就是需要交部分手续费。预约费随车次和国家变化很大，从几欧元到二

十欧元都有可能。夜车卧席可能要交更多的钱。如果想要坐卧席一定要早点儿预约，否

则可能会爆满。我们有几次提前近一周都竟然已经满了。预约可以在火车站窗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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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网上预约好。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国家的火车站只能预约到从本国出

发，或者到本国截至的火车，这对跨国旅行极为不方便。 

4. 瑞士山区。EUPass在瑞士过了Interlaken以后就不太好用了， 多给个 25% discount。

不过瑞士有自己的Swiss Pass和Jungfrau Pass , 能有免费或者 50%的优惠。值得一提

的是登顶的火车有early morning 和late afternoon 优惠，很划算。 

欧洲火车站的设施一般都不错，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连坐两三天夜车，没有旅馆，行李

寄存就很重要。除了意大利是人工行李寄存，别的国家一般都有 locker. 人工寄存按件数

收费，如果东西多就很不划算。Locker 往往很便宜，按大小，12 小时 2 欧元到 5 欧元不等。 

火车站一般还有带 shower 的卫生间，不过都是收费的。 

很多大火车站还设有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有免费的地图拿。如果看见了，一定

要厚着脸皮问一问。 

 

渡船 

在希腊玩小岛 方便的方式便是渡船(ferry)了。渡船的价格和schedule 都可以在以下两个

网站上找到：http://www.greekferries.gr/ ，http://www.ferries.gr/ 。飞机场和旅馆

都可以定船票。不会有太大的discount, 所以价格不会相差太多。如果是旺季， 好提前很

长时间预订。我们坐了一次夜船，分三个档次：deck, lounge和cabin, 我们选的是lounge, 

有大沙发给我们睡觉！Deck席位只能抢有限的座位或者席地而坐；cabin就比较舒服了，卧

铺，还有独立卫生间。建议坐一次夜船，看海上日出日落，很悠闲。 

 

租车 

这次我们唯一租的一辆车是在希腊SixT, 还算比较满意的经历。事先要在美国 AAA办好国际

驾照。希腊据说是欧洲交通死亡率 高的国家，主要是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的不戴

头盔。希腊路上的标志很清楚，大部分是双语的。只要记住他们说路名大部分说去哪个城市

的，而不是像美国这样说路的号码和方向。慢车习惯在shoulder上开，方便快车超车，尤其

是在只有一条车道的路上，这让我们开的满手是汗。总之路上有惊无险，回来以后觉得NJ

人开车真文明亚！ 

有人说租车玩在欧洲是个好主意, 不过可能在大城市的交通堵塞和停车什么的是个问题. 

以后如果要去造访小镇大概可以试试租车. 

 

地铁等公共交通 

以地铁为主的城市：巴黎，巴塞罗那，维也纳
1
，柏林

1
，布鲁塞尔，雅典

1, 2
 

公共汽车：摩纳哥
3
，罗马

1,4
，佛罗伦萨

1
，比萨

1
， 

公共汽船：威尼斯
1
 

1. 这些城市交通都是先从车站，报摊，小杂货铺，自动售票机买票，上车的时候 activate

你的票。很少遇到人查票，坐车完全靠自觉。不过如果万一被抓到逃票了，据说惩罚不轻。

Single 票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使用(1-2 个小时), day pass 一般是 24 小时, activate 的时候

会打个时间在上面。 

2. 雅典的地铁不是很发达，不过公共汽车的站牌都是用希腊文写的，看起来比物理公式还

难懂。除非你熟悉一点儿希腊文，否则不是很方便。从雅典机场出发的公车是个例外，E95

能把你送到市中心，E96 能到 piraeus 港口，都是 24 小时运营。 

3. 摩纳哥的汽车交通很是方便。一共六条路线，贯穿了整个城市。车站有地图，车上可以

免费拿。车站还有显示下几趟汽车是什么，几分钟以后到，这是我们见过的所有国家汽车站

里独一无二的。城里还有免费的电梯供行人上下山使用，可惜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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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运行  

4. 罗马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停得很早，虽然按理说应该到 11 点多，不过我们在的那天 10 点

的时候就已经大门紧锁了。无奈，只好打的回家。 

 

出租车 

出租车是下下策，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坐的。有的地方的出租车起价虽然不高，但是晚

上会有 supplement 什么的，总之，很不划算啦。下车的时候一般要给点儿小费。 

 

就知道吃 

 

这个题目写起来实在困难, 短短几天怎么可能把欧洲美食吃遍写遍呢? 不过到了欧洲才知

道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人会吃, 只是美国人太不会吃而已. 见识了真正的西餐, 也尝了不

少小吃和零食, 在此仅先怀念一下吃过的各地美食! 

多谢 dimpleye 提供的美食参考! 

 

 餐馆.欧洲很多国家都把午餐当作正餐, 晚餐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正式餐馆晚餐时间开

门较晚, 而且开门时间短, 挺不方便的.  

 Café. Café 总是开门的, 不过一般人都是到 café 去聊聊天, 喝杯酒/咖啡. 欧洲这种

闲适的生活让人羡慕. 

 街边小店和小摊.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小摊买比萨饼, 三明治, gyros 什么的, 属于快

餐. 

 Bar. 欧洲人对烟酒格外有感情, 所以 bar 也开得很有情调. 可惜我们俩个对烟深恶痛

绝, 对酒更是一窍不通. 

 超市. 超市是个好地方呀, 东西便宜, 还能看看当地人都吃什么.  

 小费. 每个国家给小费的规矩都不太一样. 总的来说如果帐单里包括了就无所谓了, 

一般人会 round up, 如果没包括就要适当给一些.  

 

法国: 

 鹅肝 Foie gras. 如此有名的东东, 吃之前从来没见过, 以为和猪肝长得差不多. 后

来点了一盘鹅肝 salad, 上来后发现上面一种挺像香干的东东挺新鲜, 拿起一片就往

嘴里塞. 结果一下子就呆住了! 如此美味的东东, 细腻柔软, 入口即化, 又带有肝的

鲜美, 非鹅肝莫属呀! 后来发现鹅肝和 salad 或者面包一起吃是道边菜, 如果单吃还

是有点儿腻的. 

 牛角面包 Croissant. 这是 好的早餐. 不光有牛角形的 plain croissant, 还有巧克

力的, cream 的, 草莓的… 有很多种变化. 

 法式可丽饼 Crepe. 巴黎街头到处都卖的小吃. 就是摊个煎饼, 里面放各种果酱, 巧

克力酱, 有的还放 ham 什么的, 可以当早点和零食. 

 长面包三明治 sandwich. 硬的能打死人的长面包, 里面夹肉. 和 subway 的三明治很

像. 

 餐馆建议: 去之前我们想找个好的法国馆子吃大餐, 发现网上所有人都说巴黎的任何

餐馆都很不错, 随便进一家就好. 结果证实此言非虚. 鹅肝就是在火车站的一家小店

点到的. 有一点不方便的是正式餐馆一般都是 7 点以后才开门. 不过 café 什么的都还

一直开着门, 所以饿不着.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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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 巴塞罗那以海鲜著称. 逛街逛累了可以随便在街边找家小店, 点上点儿小龙虾, 

鱿鱼什么的, 实在是享受. 

 水果. La Rambla 街上有个自由市场, 里面水果, 糖果, 肉制品, 应有尽有. 又吃到了

passion fruit, 而且也不贵, 激动得热泪盈眶 ☺. 

 餐馆建议: 巴塞罗那的餐馆较之巴黎的更过分, 竟然8点半才开门! 要赶8点多夜车的

我们自然无福消受正是馆子, 只得找了家 café 一类的小地方吃一吃, 郁闷. 

 

意大利 

 比萨饼 pizza. 到了意大利才知道真正的 pizza 是啥样子的, 也难怪没看见 Pizza Hut

在意大利有分店. 我们有一天中午其实吃饱了, 逛街的时候路过一家很小的店铺, 宾

客满门, 门口还有很多当地人啃 pizza, 料想这家店的东西一定比较正宗, 就跑进去

又点儿块虾仁pizza. 人家的pizza是好大的正正方方一张, 你要多少给你切多少, 然

后称, 什么topping都一个价. 结果这一块1.8欧元的pizza被我们三五两口一抢而光, 

实在太好吃了! 薄薄的饼, 新鲜的虾仁, 酸酸的酱, 回味无穷. 第二天我们特地绕道

跑到这家店买 pizza, 发现没有虾仁的了, 就随便点了几种, 也各个都很好吃! 尤其

是蘑菇的, 那叫一个 juicy 呀. 强烈建议到小店吃 pizza. 我们也试过正式餐馆的

pizza, 又贵又不符合我们的口味. 

 面条 Spaghetti, 通心粉 pasta, 千层面 lasagna. 我 爱吃的是 clam spaghetti. 感

觉和在美国吃的意大利面条比起来, 那里的面硬一些, 多放了 olive oil, 更接近中国

菜.  

 羊脑, 兔肉, 牛胃. 以前一直以为西方人不敢吃这些东东, 每想到在意大利都点到了, 

而且做得相当有水平. 

 冰欺凌 gelato. 意大利冰欺凌的特点是味道种类多, 入口比较清爽. 我们去了被人称

为意大利 好的冰欺凌店, 点了六种口味, 吃的爽呆. 后来在威尼斯对酸奶口味的冰

欺凌吃到上瘾, 欲罢不能的地步了. 

 Tiramisu. 这是绝对正宗的意大利甜点. 和美国的甜点比起来少了甜味, 多了鲜奶味

和咖啡苦. 是我们两个的 爱. 

 Cheese desert. 这个嘛, 开始觉得新鲜, 又想可能是 cheese cake. 点上来才发现就

是一块大 cheese, 每人干嚼了一小口就都闭嘴了. 看来这老外也有咱吃不惯的甜点. 

 餐馆建议: 意大利的馆子要收玲琅满目的费用: 桌子钱, 面包钱, 白水钱. 别人推荐, 

加自己尝试的好馆子有:  

 

维也纳 

 鸡蛋 bagel. 在火车站买的早点, 味道很好, 不知道怎么欧洲的 bagel 都比美国的好? 

 维也纳 style 炸鸡排. 不是很喜欢的菜, 也没觉得有什么特色. 尝个新鲜吧. 

 土豆 cheese. 和瑞士的 ravilio portion 有点儿像, 不知道谁抄谁的. 

 Sausage. 街面小摊上到处都能买到. 味道很不错, 油香四溢. 

 

瑞士: 

 Fondue. 这个可以说是瑞士的国菜. 被称为 cheese 火锅, 实在贴切. 拿一大锅

cheese 在火上烤, 然后用面包沾着吃. 开始图个新鲜, 不过一顿饭都是这个让我们有

点儿觉得吃不惯. 

 Ravilio portion. 是 cheese 土豆粥. 看到瑞士漫山遍野的牛就知道他们的 cheese 是

一大特色了. 不过对 cheese 的味道我还是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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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奶. 我们住的 B&B 提供早餐, 有他们自己做的新鲜酸奶. Blueberry 的, 实在好吃. 

后来在超市我们也买了酸奶来尝, 巧克力味的 为有趣, 可以说甜酸苦味俱全, 就缺

辣了. 

 巧克力. 瑞士巧克力名扬四海, 我 喜欢的是黑巧克力加榛子, 在街边小店还尝了香

槟巧克力, 也属佳品. 后来在超市买了几大盒巧克力, 回来慢慢享用. ☺ 

 Rivella. 看起来像啤酒, 喝起来像雪碧的瑞士特色饮料. 

 餐馆建议. 瑞士山区里面的餐馆很少, 尤其是淡季的时候很可能不开门. 所以一定要

有储备. 好在瑞士的超市连锁店 Coop 在很多小镇都有分店, 虽然有的时候也不按时开

门, 但是毕竟是个购物的好地方.  

 

德国 

 啤酒. 我不喜酒, 但是到了德国也不得不尝尝著名的德国啤酒. 找了家比较有名的酒

馆, 点了杯 lite beer. 发现麦子香很浓, 挺苦的, 几乎没有什么酒味. 

 

阿姆斯特丹 

 面包夹生鱼. 路上小摊上卖得吃的, 没敢试. 后来终于鼓足勇气回去找, 结果人家打

烊了, ft.  

 

希腊 

 肉夹馍 Gyros, 肉串 souvlaki. 这两样我认为是 希腊风味的小吃, 如今虽然欧洲到

处都有, 可希腊的还是 好吃的. 

 希腊色拉 Greek salad. 我对salad不感冒, 但是Pei却对其交口称赞, 看来实在不错. 

和普通 salad 的区别是希腊色拉用橄榄油和羊奶 cheese, 特香. 

 叶子卷饭团 stuffed vine leaves. 味道还不错, 挺有希腊特色的. 

 八爪鱼 octopus. 这个好像是比较有名的开胃菜. 酸酸的, 有中东菜特点. 不过我更

喜欢鱿鱼,呵呵. 

 茄子 moussaka eggplant. 入口即化的茄子, 不可多得的好菜. 

 蜜浇酸奶Yoghurt with honey. 希腊的酸奶有些粘稠, 总觉得有往cheese发展的趋势, 

不过很好吃! 

 年糕. 在开往 metera 的路上小摊子上买的. 人家不会说英语, 我也就真不知道它叫什

么名字, 而且连张照片都没有照, 可惜了. 一大块像果冻一样的有点儿棕色的, 尝起

来像年糕. 

 软糖 Loukoumia. 这个东西是在一个寺院里老和尚给吃的, 很甜, 让我想起小时候吃

的软糖. 

 糖油条圈. 这是好几天的早饭, 吃起来很像家乡的糖油饼儿, 这个是个圈, 姑且叫糖

油条圈吧, 真好吃! 

 北冰洋雪人. 希腊自己的某种牌子的冰欺凌, 特别像小时候吃的雪人! 

 餐馆建议: 雅典很多餐馆半夜才关门, 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吃夜宵. 感觉希腊菜更

像中国菜, 也有中东菜的特点, 值得找个好馆子好好享受一下. 我们在 Oia 尝了一家

馆子, 感觉很好, waiter 是两个大帅哥哦! 

 

比利时 

 海鲜. 比利时的菜和法国的有点儿接近, 不过更融入了海鲜成分, 大大增色. 我们竟

然吃到了鳝鱼, 有点儿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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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条. 据说虽然薯条叫 French Fries, 可是正宗的发祥地却在比利时. 不过我们尝了

尝一家的薯条, 也一般的, 没觉得比 In & Out 的薯条好吃. :P 

 Waffle. 街上卖 waffle 的好像比别的城市都多, 新鲜出炉的味道还不错. 

 巧克力. 比利时巧克力也远近闻名. 著名的巧克力店 Mary’s 曾经接待过美国总统布

什. 当然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不过这里更是比利时皇族的钦点巧克力店, 实在值得一

试! 

 餐馆建议: 一般说来餐馆都有套餐, 头菜+正餐+甜点, 点套餐能品到很多种东西, 还

很实惠, 值得一试. 从国王大厦往外走，到 Marche aux Herbes 大道，左手边有条小路，

这条小路称作“肉铺小路”，穿过两侧餐馆林立的小路就到了“肉店街”，这两条路是布

鲁塞尔餐馆集中区，号称“美食街”。  

我们吃了一家 Aux Armes de Bruxells (Rue des Bouchers l3 Beenhouwerstr,5112118), 

虽然外面别的餐馆冷冷清清, 可这家里面宾朋满座, 又很多当地人都来吃, 看起来真

是个不俗的馆子. 菜肴给的量大, 味道也很不错. 只是稍有些贵. 

 

钱和安全 

 

去欧洲之前在网上考古三天, 被吓得够呛。有人说：在意大利没有被偷过，等于没到过意大

利。还有人说: 意大利的小偷和巴黎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后来又仔细看了看在网上流传

的”护照被盗之后”, 真的都有点儿不敢出发了.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一物降一物, 总

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于是又在网上考古三天, 决定买一个security waist wallet, 类似于

腰包一类的东东, 可以把现金, 护照, 信用卡, 飞机票什么的都塞里面. 腰带上还有一根

细钢丝, 不会轻易被扯掉. 

  

我们出国前没有换任何欧元, 也没有准备 traveler check, 只是出发之前把信用卡帐单都

交清了. 到了法国就在ATM机上取出了欧元, 以后就是信用卡和ATM轮番上阵. 欧洲就是比

非洲发达, 大部分地方都收信用卡(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只是在瑞士莫

名其妙的被 ATM 据掉好几次, 不过看到一个美国女孩取钱也被据掉之后心里就平衡了不少, 

心中猜疑大概是那天瑞士和美国银行的网络出现了问题. 后来用信用卡交旅馆费的时候多

让老板划掉了 50 瑞士法郎, 换成现金给我们. 于是就凭着这 50 瑞士法郎在瑞士度过了三

天. 

 

刚到佛罗伦萨的时候, check in 旅馆之后, 旅馆的小伙计就提醒我们把背包背到胸前. 他

说: you know, this is Florence. 让我们也啼笑皆非. 听说有些小偷专对中国人下手, 因

为中国人很少用信用卡, 钱包里都是现钞. 于是我们就干脆不带钱包. 两个人一起玩有个

好处, 一个人背包, 另外一个就能环顾左右, 随时警惕. 只是这趟欧洲之旅, 连个小偷的

影子都没有看到, 别说还真有点儿让人失望. 

 

几点安全常识:  

1. 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不要给妓女照相. 我虽然没给妓女照, 可照墙上的红灯时被她

们严厉制止了, 郁闷. 

2. 不要轻易玩小摊上骗人的把戏. 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们观望了好半天, 发现一个人玩

把戏, 四周都是托儿, 也还竟然有人上当. 

3. 不要随便给罗马街上扮作角斗士的人照相, 除非你花半天时间和他 argue 或者给他钱. 

4. 不要买街上会跳舞的小塑料片人。你如果仔细看能看到卡通塑料片上有一条很细的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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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线两端拴在两边的包上，我猜包里面有个能震动的小东西带动线震动，然后带

动小塑料片。 如果你不幸上当，只能花三欧元买到两片纸。  

5. 不要在巴黎听信几个东北口音人要求买 LV 包的谎言。他们长期在那里靠游客帮他们买

包，然后逃税带回中国卖掉。却谎称他们是旅游来的，LV 限制买包数量，他们不会外语，

只好求助于中国人。 

6. 红磨坊的show严禁照相. 我同桌的两个来自加州的mm就以身试法, show结束后被留下

来审查了半天. 

 

七零八落 

衣 

别看欧洲就这么大点儿, 温度差异还真不小! 有纬度的影响, 也和地形地貌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就有点儿忽视这个问题. 出行之前查了查法国的天气, 准备了夏天穿的衣服, 酌情加

了一件厚衣服. 后来到了瑞士, 维也纳和柏林的时候还多亏了这一件御寒的衣服, 要不我

们早就冻死当场了. 欧洲有温暖的地中海海滩, 也有阿尔贝斯触手可及的冰雪, 而且日夜

温差也很大, 睡夜车的时候保暖也颇为重要. 发现浴巾真是个好东西, 能当毛巾被盖! 

 

住 

欧洲住的怎么就这么贵? 尤其是大城市. 俩人都忙着考qualify, 没工夫在网上搜来找去的, 

结果就匆匆的在http://www.venere.it/ 定了旅馆, 价格不算太贵, 也不算很便宜, 只图

个方便. 另外, 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我在这个网站上做的reservation, 因为提前 4 天cancel 

不用另交钱. 这个网上的hostel价格适中, 而且email回得挺快的, 可以试试. 

 

玩 

这次欧洲之旅我们没有买任何的通票或者联票, 一来时间紧迫, 只能挑一些景点玩, 买了

通票未免不划算; 二来学生或者 25 岁以下有玲琅满目的优惠, 心里暗自高兴: 来得真是时

候. 出来之前看到有人说国际学生证只有在英国和希腊用得 多, 所以就没有办. 后来发

现欧洲大陆用的地方也不少, 可以办一个, 说不定还能省点儿钱. 

我们买的旅游书是 Lonely Planet 的 Western Europe, 2003 版的, 竟然已经落伍了. 书里

很多说明得不够详细, 或者已经物是人非. 其实一本书能囊括那么多国家, 也怪不容易的. 

不过下回出门做 research 应该在周详一点儿. 

 

语言 

在欧洲旅行真是有趣, 没走几步路可能就换了好几种语言了. 

以前很羡慕某些人, 能掌握那么多种语言! 玩儿了一遍欧洲才发现, 各国西方语言都有相

通之处. 说实话, 掌握了英语, 对于阅读别的文字举一反三, 也不是什么异想天开. 比如

读菜单, 不管什么语, 我们俩连蒙带唬的起码能看明白是什么肉的菜. 再比如车站的行李

寄存处或者问询处, 每种文字的Deposit和Information开头几个字母长得都和英文差不多, 

一下就能辨认出来. 只是希腊文是个例外, 当满眼都是数学物理符号的时候, 还真有点儿

晕. 不过慢慢习惯了就大概知道了这些希腊字母和哪些英文字母相当, 多思索思索也能明

白.  

 

不过听说就有点儿困难了, 嘿嘿, 好在大部分人都会说点儿英语. 连比划带说的也能明白

个八九不离十. 有意思的是我们住的法国小旅馆里的老板娘一看就是典型的法国人, 能

听懂我们的英语, 自己就是说不出来, 连旅馆的价钱都要写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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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前听说很多法国人比较傲慢, 虽然自己会说英语也不会和你说. 来到这里觉得事实并

非如此. 不过有人说大概我们是东方人的缘故, 法国人可能也不期望我们能说出法语来, 

所以对我们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好. 听起来也颇有道理的啊. 

两个好网站:  

Babel Fish Online Translator: http://babelfish.altavista.com/  

Idiomax 翻译软件 http://www.idiomax.com/products.htm  

 

通讯上网 

网吧在大城市随处可见, 很多 hostel 里面都有, 不过价格不菲. 表扬一下柏林火车站附近

的小餐馆Big-Bite, 我们order了外卖, 竟然有免费的internet给我们上! 对于和外界失

去联系好久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霖! 有意思的是各国的键盘布局都和英语键盘有些

区别, 开始用起来极为不爽. 后来发现把 input 语言改为英文就恢复了英语键盘的布局. 

凭借着我”高超”的盲打技术, 总算磕磕绊绊的发了几封 email :P 

 

和非洲类似, T-mobile 照例在欧洲各国都有信号, 虽然我们只用过一次. 大部分网吧都有

电话卡卖. 我们在罗马买过一张, 5 欧元, 能打美国半个小时吧. 可惜不能打中国, 我又拨

了在美国用的电话卡打中国, 真是一个电话绕了地球快一圈! 不过效果还不赖. 如果能找

到中国城的话, 电话卡可能会更便宜. 

 

时差 

西欧这些国家分三个时区. 英国和爱尔兰一时区, 希腊比他们快两个小时, 其它中间国家

都是快 1 个小时. 此外, 所有国家都有夏令时. 

 

插座 

欧洲插座五花八门, 尤其我们见到的所有去过瑞士的人都抱怨瑞士的插座太过怪异. 实际

上瑞士的插座和法国的差不多, 只是第三个头不太一样. 我们出门之前在 RadioShack 买了

一整套四个的旅行转换插座十分的管用, 包括了所有的式样. 另外,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两

头转三头, 和 220v 转 110v 的转换器. 所有加起来就一路上畅通无阻了. 

 

 

遗憾重重 

 

1. 没有在西班牙看斗牛; 

2. 没有在蒙特卡罗看赛车; 

3. 没有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音乐会; 

4. 没有去丁丁博物馆和梵高博物馆; 

5. 没有去新天鹅堡; 

6. 雅典的国立考古博物馆迎奥运, 装修期间没开门; 

不幸的: 

7. 在尼斯海滩拍的美女照片都莫名其妙的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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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影篇 
 

法国 

 

 

巴黎-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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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巴黎, 有点儿让人失望. 破旧的地铁,满墙的 graffiti,不同国家的人挤来挤去，除了

到处都是看不懂的文字,总觉得怎么刚坐飞机离开，就又回到了纽约？直到后来走过了这里

的大街小巷才发觉,这座铁塔下城市的内在魅力是和纽约完全不同的. 

 

艺术气质一直是巴黎所标榜的. 不说别的, 散落在巴黎每个角落, 星罗密布的博物馆和经

典的典藏就无疑是一种资本.  

 

后来也去过意大利, 到过梵蒂冈, 也走过希腊, 但转了个圈, 后发现, 我还是 喜欢卢

浮. 没出地铁站, 你就能看到不少展示品. 那种浓郁的气氛让人感到, 卢浮本身就是一件

艺术品. 一开始觉得卢浮像座迷宫, 后来逐渐熟悉了博物馆的结构, 也就被这种上下楼层

贯穿, 迂回往返的设计作折服. 和后来在梵蒂冈博物馆, 里面拥挤狭窄, 只能有一条道通

行, 又往往被 tour group 堵得水泄不通的经历比起来, 简直天上地下. 说到卢浮, 大家都

会想到被称为三大件的”维纳斯”, “胜利女神”和”蒙娜丽莎”. 然而，卢浮的宝藏远胜

于此。绘画名作”路易十四画像”，”胜利领导人民”，”土耳其浴室”，雕像作品”普西沙与

爱神雕像”，”垂死的奴隶”，”马利的骏马”都是不朽的名品。好玩的是，我们在”伽那的婚

礼”上找到了隐藏其中的作者本人。埃及馆的历史收藏虽不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但是其以”

耶稣基督与梅纳修士”为首的艺术品收藏却毫不逊色。值得一提的是，和大英博物馆对其对

外掠夺的藏品大肆宣扬相比，卢浮的藏品中有很大的法国成分。加上其路易十五加冕王冠，

以及拿破仑三世套房，俨然展现了法国的艺术历史。 

 

奥塞宫是个惊喜。虽然以前听个别人说奥塞更胜于卢浮，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毕竟，卢浮是

世界级的博物馆。到了奥塞才觉得，两个博物馆根本不能同提并论，因为无论从艺术时期，

还是艺术本身，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奥塞的时期属于以 19，20 世纪为主，而卢浮则是这以

前，包括史前的更长时期。奥塞博物馆是由火车站改建的，据说当时除了各地搜罗了很多展

品外，卢浮也赠与其不少，难怪卢浮的现代成分有点黯然无光。对印象派有着特殊喜爱的我

对这里的展品如数家珍：雷诺阿的”红磨坊街舞会”, 梵高的”自画像”, 莫奈的”蓝色睡

莲”，”撑伞的女人”，马奈的”穿黑衣的夫人”，”奥林匹亚”，”草地上的午餐”，莫里索的”

芭蕾舞演员”，还有安格尔的”泉”，米勒的”拾穗”，”晚钟”，以及罗丹的雕塑艺术”地狱

之门”，”巴尔扎克”。只是奥塞面积很小，设计的也没有卢浮气派，颇有点儿小家碧玉的感

觉，两个多小时也就浏览得差不多了。 

 

如果说卢浮是经典艺术的回顾，奥塞是艺术历史的过渡，那么位于蓬比杜中心的现代艺术博

物馆则是现代艺术的意识流淌。可惜这里面的名品不是很多，能一下子让我们这两个 modern 

art fans 叫出名字来的也只有寥寥几件，倒是在大阳台上能欣赏到巴黎全景，美美的看了

会儿艾菲尔日落。不过中心本身从外面看就是一没完成的大工厂，裸露的电梯，纵横的钢筋

和轰鸣的夸张的排气口，发锈而颓废的现代艺术感让我特别有感觉，好像坐了过山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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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街头表演也是一大特色，夕阳下，闲适的人们在享受艺术的召唤，多么浪漫。  

 

巴黎的博物馆还远不止这些，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只又挑了一个罗丹博物馆来参观。

罗丹是著名的法国雕塑家，他的”思想者”已经成为了其代表作，也是罗丹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思想者”原本是“地狱之门”横楣上的一个坐像。后来，罗丹又把它制成一件单独的

雕塑，来象征但丁，象征自己，也象征思索着的所有人。来巴黎之前，我们在 virtualTourist

上查好了参观罗丹博物馆的技巧：罗丹 主要的作品都在花园里，而花园只收 1欧元，所以

没有必要多花几块钱进去参观。进去一看，果然此言非虚。罗丹的”地狱之门”有两个，石

膏的那个在奥塞宫看到了，这里的是铜铸的。还有名作诸如” 加莱的义民”, 我在斯坦福，

华盛顿，到处都看到过复制品，这里终于看到了原作。”思想者”被单独放到一片绿荫笼罩

的小院子里，不仅他那深邃而痛苦的眼神，紧张的要迸发的肌肉，让人觉得十分的深刻，这

种孤立的布局，也让人感到了他的那种发自内心地悲怆。走累了，在花园里的 café小憩，

坐在那里看那人来人往，看云变化多端，很舒服惬意。 

 

 

西班牙 

 

 

 

巴塞罗那-平民的快乐 

 

 

认识巴塞罗那是从 92 年的奥运会开始的。电视转播开幕式 难忘的一幕就是别出心裁的射

箭点燃火炬。点火炬的，是 1984 年、1988 年伤残人奥运会射箭银、铜牌得主，37 岁的西班

牙运动员安.雷波略。他从轮椅上用箭接过火炬上的火种，在离焰塔 70 米处射燃了 21 米高

塔上的火焰，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奥运会开始了。 

 

我常想，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才能有这样的别具一格，怎么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突发奇想？

于是，12 年后，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城市。 

 

巴塞罗那 知名的景点当属圣家堂了。起初，我只以为这是个相当雄伟的教堂而已，谁知亲

自见到了才发觉，这里如此由现代艺术魅力，其建筑和艺术风格和其他教堂截然不同！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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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的石雕，耶稣那痛苦而深沉的眼神，一对恋人彼此相爱的目光，众人表情丰富的面庞，

用有点儿立体派感觉的棱角表现出来，实在不俗。我也很喜欢那里明艳的彩色玻璃， 在阳

光的照射下，那种华美，那种瑰丽，有着那么一股活力，又透着一丝神秘。可惜整个工程实

在浩大，1882 年动工，如今现场仍是一片工地，殊不知何日才能完工。不过我倒觉得如此

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一定要做的精致，急不得。坐电梯上了顶，可以俯视巴塞罗那城市，更

可以亲密接触建筑本身。有意思的是，装在钟楼顶端的钟竟然是电子版的—喇叭，到了鸣钟

的时刻，喇叭里会传出洪亮的声音。真是现代的建筑有着现代的装备呀！ 

 

圣家堂的出众引起了人们对高蒂的关注。高蒂是圣家堂的总设计师，他接手圣家堂的工程时

圣家堂已经被设计成一个哥特式的建筑。高蒂对其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一石一瓦的雕刻捉摸，

才形成了现在这幅雄伟而独特的样子。我们对他的艺术实在有点而着迷，就临时决定在上火

车之前去一趟高蒂公园。高蒂公园其实叫“Parc Guell”，是由西班牙公爵 Guell 捐赠的，

他捐建这个公园唯一的条件就是指定高蒂来设计。公园离城中心较远，下了地铁要走 10 多

分钟，我们两个稀里糊涂的还迷了路，问了路，一路小跑赶过去。马赛克的建筑风格很有现

代气息，也有浪漫的情调。尤其是波浪形的座椅，和彩色的柱子，像童话世界一样。一片柱

子丛中，一街头卖艺的吉他手在忧伤的演奏，悠扬的音乐在空荡荡的空场上回响。不禁感叹：

高蒂真是个天才！ 

 

高蒂是个铜匠的儿子，贫寒的家境塑造了他安静而又孤僻的性格。关于他的生平可以写出一

箩筐。我无意于花篇幅来描写高蒂的生活，但却对这个处处都有其艺术点 的平民城市有着

特殊的兴趣。圣家堂底下有个小花园，里面游客寥寥，但有一些当地的老爷爷玩一些稀奇古

怪的游戏，有一个看起来像九柱戏，另一个是掷球游戏，比赛谁掷得更接近实现扔过去的小

红球。捡球的设计尤为精巧，是一根线上绑了个磁铁块，不用弯腰就能把小铁球拾起来，很

方便。街边还有不少老人在安心的读报，仿佛这个全世界游客趋之若鹜的圣家堂只是他们生

活的一小部分，他们在底下生活的随心所欲。这让我想起北京的街头一幕幕，如此的类似。 

 

有点儿饿了，就信步走到附近的一个小馆子里，要了一盘鱿鱼吃，非常新鲜美味。老板娘不

太懂英文，但特别的热情友善，还让我们免费品尝了她泡制的红柿子椒。在巴塞罗那吃，可

以吃得又便宜又好。在城中心有个很大的自由市场，很多水果摊，肉摊，挂着五颜六色的水

果和肉制品，还有糖果店，稀奇古怪，各式各样的软糖，巧克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们买

了 1/4 个西瓜，找没人的地方啃了，还有一大袋子久违的 passion fruit, 吃得很美。再有

就是街边的海鲜小店，要了一些烤的小龙虾来吃，虽然不是中国的那种麻辣小龙虾，却也有

滋有味，异常鲜美。 

 

吃的心花怒放，就跑去 Barri Gotic 附近看看古建筑。两侧高高的墙，装饰古典的路灯，鬼

魅的小店，都很有味道。这里的街上也有乱涂乱抹的 graffiti, 但竟然还能透出点儿艺术

的味道。出来就是光怪陆离的 La Rambla 大街。街上，熙熙攘攘的游客，稀奇古怪的各种街

头艺人表演，一个接一个的纪念品小店，让人有点儿应接不暇。街的尽头就是海港，在这里，

我第一次看到了地中海。码头上有座桥，断断续续的波浪式设计，感觉像和海浪一样的在浮

浮沉沉。在那里吹吹海风，很舒服。 

 

在这样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里，虽然度过了仅仅 12 个小时，虽然叽里呱啦的西班牙语听的

丈二和尚，虽然在七扭八拐的小巷子里迷了好几次路，可仍觉得十分的快乐。无论是游戏的

老人，读报的看客，看摊的小伙，或是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海边休息的情侣，逛街

 21



Copyright © 2004 http://www.princeton.edu/~yuanliu  欧洲风物 – by Yuan Liu 

的美女，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爱这个城市，如此享受他们的生活。 

 

巴塞罗那，我曾经在那里享受了一天平民的快乐！ 

 

摩纳哥 

 

 

行者妩媚 

 

 

 

认识摩纳哥是在报纸上。一回是 92 年北京申请奥运的失利，以及 8 年后的复得；另一回则

是谢军登上棋后的宝座。而亲身至此，方知摩纳哥依山而建，层层叠叠，整个建筑风格统一，

干净漂亮。市民也及其的友善，越看越像“乌托邦”。行于其中，妩媚横生。 

 

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有两大有名之处，闻名世界的赌场，和一年一度的赛车。而我们，和这两

个都擦肩而过。 

 

一大早很起劲儿的从火车站一直走到了 casino, 可那里还大门紧锁。门口有个牌子写着 12

店开门。我们就后来 12 点多又去了一次，发现还是没有开门。门口的人倒是多了一些，被

看门的警卫告知 3 点才开门，真郁闷。在快离开摩纳哥的时候, Pei 禁不住一个当地老太太

的怂恿，又决定去看一眼。发现终于开门了，可规矩多多：不让背包，不让戴帽，穿着要正

式，还要交 10 块钱。于是我们财迷了一把，只在大厅里转了一圈，觉得这个赌场架子太大，

也有点儿无聊，完全没有 Vegas 的亲切，就打算走了。临走之前在老虎机上打算投钱一把，

也不枉来一场，结果扔进去一个，出来五个，小赚了一把，就匆匆赶火车去了。俩人急急忙

忙的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好要走，前脚踏上车，后脚就关了门，真是及时。 

 

错过赛车就更是遗憾了。蒙特卡洛的 F1 方程式赛车是世界四大知名汽车赛事之一，它的街

面赛道也是 具挑战性的一个。在过去了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赛道的模样几乎没有改变过，

有人说，在蒙特卡罗开 F1， 和在客厅中开直升机一样有挑战性。所以，很多赛车手以赢取

蒙特卡洛赛车冠军作为毕生的梦想。我们到的时候，恰恰是全城准备赛车比赛的时候。三天

后，我们行走的街道上将有世界顶级的赛车手奔驰其中，不过那时候，我们也将在意大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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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访今了。而今天，街上正为三天后的赛事紧张的布置中，交通拥挤了不少，走几步就能看

见路边的大广告牌，偶尔也能看见 F1 赛车的身影。那种赛前的紧张热烈气氛也充斥在空气

中。 

 

虽然错过了这两样，但摩纳哥仍比我们想象的好玩的多。这个小国分四个区， 著名的是前

面提及的蒙特卡洛, 此外，被称为老城区的 Monacoville 是我觉得 有吸引力的地区。 

 

首当其冲的是 Musee Oceanographique. Lonely Planet 书上说，如果你的旅途里只想安排

参观一个水族馆，那么摩纳哥水族馆是当之无愧的。进去一看，果然此言不虚。一进门，一

整面墙的大鱼缸迎面扑来，喜欢养海水鱼的我们兴奋的只想扑过去一把把它抱过来！里面养

着一群群的蓝黄相间的 Dory,和重重叠叠的 bubble 珊瑚！除此之外，90 多个缸里的鱼和珊

瑚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色彩还是光泽，都搭配协调，恰到好处。 难得的是几乎所有的珊

瑚都是活的，没有什么用其他水族馆惯用的假珊瑚手法来替代；好几种非常难养的，甚至有

毒素的珊瑚也在这里自由的生长，让人惊叹，也许只有这里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才能养成如此

规模的珊瑚群。当时还有个工作人员，潜水到 大的鱼缸里去装新的珊瑚。 impressive

的是一也就 50garlon 的鱼缸里有成百上千条 Nemo 在游！真的是一点儿也不夸张！还有 10

几条狮子鱼及其他珍惜品种，是我见过的所有的水族馆里养得 多 健康的。 迷人的是水

母缸，水母在里面幽幽的游，如幻如梦。和这里相比，什么北京水族馆，三亚水族馆，巴尔

地摩水族馆全都黯然无光，索然无味了。 后终于在水族馆介绍中搞明白个水族馆的独到之

处，原来水族馆的 backup 就是大海，海水通过管子是和管内的缸相通的，中间有着一系列

复杂的过滤系统。难怪一个很小的缸能装如此丰富的珊瑚和鱼，庞大的后备循环系统是它的

关键。 

 

意犹未尽的从水族馆走出来，又逛了逛附近的大教堂和皇宫。穿行于老城纵横有致的小街，

情趣盎然。然后跑到 Jarden Exotique 去看热带植物，那里的风景绝佳，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蔚蓝的地中海在环抱着小城，城里的路蜿蜒起伏。皇宫在不远处的峭壁上，金色的阳光荡漾

在地中海上做背景，还真有点儿金碧辉煌的感觉。 

 

Lonely Planet 对这个国家提及很少，公共交通更是只言片语。其实整个国家的公共交通十

分发达，新颖豪华的火车站建在地下，而出了火车就有汽车站，六条线路遍布城市的边边角

角，车上有免费详尽的城市交通图，车站还有预告来车时间的 LED 显示牌，在欧洲简直独一

无二。 还有公共电梯可以用来上山下山，只是不知道为何那天电梯不工作，实在有点儿郁

闷。 

 

沿着赛车到慢慢的散步，一侧，是高楼林立，外秀慧中的现代化都市；一侧，是波光粼粼，

广博蔚蓝的大海；前方，曲折凶险的赛道在脚下蔓延，斯是人生，人生如此啊！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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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犬马之罗马 

 

 

 

刚看完奥运会的男团花剑，意大利队那几名队员猥琐不堪的神态，以及无理取闹的行为让人

哭笑不得。 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民族才有如此的卑劣的性格？这一切让我又回忆起那三个

月前的罗马之行。 

 

对罗马实在没有什么好印象. 虽然那里的美食让人欲罢不能, 虽然那里的古迹建筑让人叹

为观止, 虽然那里的名画雕塑让人赞不绝口, 可仍不能阻止我对这个城市无比的失望和惋

惜. 

 

从罗马火车站下火车，就憋了一肚子的气.排了很长的队预定后几天行程的火车票, 售票小

姐先是极不情愿的为我们预定了几趟, 然后就嫌麻烦的说不给定了. 前前后后窗口跑了 n

多趟, 时间耽误了一大把,事情没干成几件. 工作人员效率之差,是我们在欧洲看到的 甚. 

 

出了火车站, 我们就慕名前往著名的角斗场(Colosseum). 还别说, 靠古迹装点门面的罗马

也真有这样的资格. 角斗场确实是建筑的奇迹. 围着它转了一周, 被其和谐的建筑风格和

辉煌的身姿所震撼了, 于是找了个地方, 打算找个人帮我们俩照张相. 可走在路上第一个

被叫到的夫妇慌忙摆手, 疾步走开, 让我们大吃一惊. 走过那么多地方还从没有在帮忙照

相上遭到拒绝, 当时有点儿蒙, 赶快看看自己, 是不是形象问题,吓倒别人了? 后来还是一

个路过的好心游客帮我们照了相. 可这一遭遇让我们对罗马的美好印象急转直下. 

 

走在罗马的街上, 违章摆摊的小贩到处都是, 卖假包假货的到处都是, 打扮成古罗马角斗

士拉着你照像的到处都是. 警察一来,他们就四散奔逃; 警察一走, 他们就从四面八方重新

回来. 和警察周旋, 和游客纠缠,堪称每个到罗马的游客必能看到的一景. 

 

买汽车票的时候又郁闷了一把. 在法国, 在西班牙, 买车票地铁票都是自动售票机, 信用

卡直接可用,很方便. 我们想当然的以为罗马也不例外. 于是在一汽车站的售票机前, 很熟

练的插入自己的信用卡. 一插进去,突然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原来插卡器只剩下一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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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空空如也, 信用卡竟咣当一声掉了下去! 琢磨了半天, 发现自行取卡根本不可能, 于

是给服务热线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人不讲英文, 又转了 N 次,终于来了个略懂英文的. 讲

了半天他也没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只是找我们要罗马地址, 要给我们寄过去. 我们想想

过几天就走了, 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 就放弃了这张卡. 于是又辗转的买电话卡, 给信用

卡公司打电话挂失, 实在狼狈. 后来再也不敢用自动售票机, 每次都要找到有人售票的地

方才算放心. 

 

罗马的地铁系统也让人摸不到头脑. 本来应该开到午夜的地铁, 当我们晚上 10 点多钟走到

地铁站的时候已经铁门紧锁, 没有任何标志说明. 这令很多游客都莫名其妙, 不得不走上

来打的回家. 而晚上打的不论远近都要交不小的 night fee, 让人无可奈何. 

 

感觉罗马到处都是在狠命的从游客身上榨钱, 餐厅 waiter 给账单的时候要反复强调, 这个

不包括小费啊; 分布在各地的博物馆, 古迹各个都门票, 而且一个比一个高; 古迹边上卖

的一瓶水能比超市的贵出数倍; 没有免费的地图, 没有免费的资料. 这诺大的城市告诉我: 

来旅游, 请花钱吧! 

 

没有看到什么意大利帅哥, 没有看到什么意大利贵族气质和时尚风格, 看到的只是罗马的

声色犬马, 可能, 这才是真正的罗马. 

 

佛罗伦萨-博物馆城市 

 

 

 

佛罗伦萨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 它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众多艺术家的精神家园, 而同时

又是很平民化, 很平易近人的一个小城; 其以琳琅满目的博物馆而出名, 可往往意想不到

的建筑或者精美的雕塑会在狭窄的街道三拐两拐时不经意的碰到; 橱窗里摆满华贵服饰和

精美手包的 Prada, Max Mara 这样的世界名牌时尚商店和满街卖假货的小摊可以和平并存.  

 

小城不大, 景点十分集中. 一大早,我们就赶去乌费兹美术馆(Uffizi)排队, 据说那里经常

排上个把小时, 实属正常. 虽然离开门尚早, 可也已经一群人在排队了. 昨天忘了 make 

reservation, 虽然要每人多花三块钱, 可能省却排队的痛苦, 也还算值得吧. 只是佛洛伦

萨所有的博物馆都不允许拍照, 多少有些遗憾.  

 

运气尚好, 开门了我们也就鱼贯而入. Uffizi 不大,能参观的也就两层而以. 里面 有名的

当属“维纳斯的诞生”和“春之声”, 这两幅都是波提切利的作品. 我还意外发现了很喜

欢的提香(Titian)的作品“花神”和“维纳斯”. “花神”（Flora）是提香 1515 年创作的

油画, 不很有名气, 但是我看着却特别触动. 温柔的灯光, 迷离的眼神, 泛着芳香的鲜花, 

花神是那么的沉静和悠闲. 我不禁看的痴了. 据说诞生于我生日那天的人不甘于生活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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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无法享受生活的悠闲，所以一生都沉浸在忙碌和追求之中. 恐怕我就是羡慕这种可望不

可及的释然境界，所以对提香的画那么有感触! “维纳斯”也是一幅描述女性美的杰作。在

我看来，在同类作品之中，不管之前，还是之后（比如 Manet 的“奥林匹娅”）都笼罩在这

幅力作的光环之下。 

 

其他的也不乏大师达芬奇, 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名作, 只是差不多都和圣经故事有关,

都很泛泛,并没有能引起我心灵共鸣之作. 这里还有些雕像的仿造品, 总体来说, 雕像比绘

画作品来说差之千里. 

 

逛完了 Uffizi, 顺着小巷子走到巴尔捷罗博物馆 (Museo del Bargello). 这是一个以雕像

为主的博物馆, 虽然有点而单调, 但恰恰弥补了 Uffizi 的缺点. 里面收藏了部分米开朗琪

罗的雕塑, 以及年轻大卫像. 

 

转到阿卡德米亚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的时候正值正午, 门口的队伍已经拐了

好几道弯. 买了一个 gyros, 边吃边等. 等待是很痛苦的, 一个多小时在太阳底下蒸烤实

在有点儿挑战性, 不过为了看被人们誉为“世界上 伟大的雕塑作品”的大卫, 也就心甘

情愿. 好不容易进了馆, 简单看了一下音乐和雕像之后, 就转到了大卫厅. “大卫”比我

想象的高大而雄伟. 明亮的园拱大厅专门为“大卫”设计, 整个大理石雕像在温和的光线

下显得十分夺目. 今年正值“大卫”500 年寿辰, 美术馆对其进行了全套的清洗和修复工

作. 

 

“大卫”取材于《圣经》旧约中的人物, 他是伯利恒人耶西的第八个儿子, 长相俊美, 勇敢

善战, 击败了巨人, 是古代以色列杰出的国王. 说起“大卫”的诞生, 还要追溯到 1501 年

春天. 米开朗琪罗游历归来, 回到佛罗伦萨,这个他 爱的城市. 那时候, 佛罗伦萨有一块

四十年没人动过的这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 曾委托另一个雕塑家阿戈斯蒂诺雕一个先知者

像. 可那作品动工了没有多久便终止了， 于是,这块美丽的石头, 就交到了米开朗琪罗德手

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马上开始他的工作，而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观察这块巨石. 他从不

同的角度观察, 他在不同的时间光线下注目, 他用手用心去抚摸. 在他面前, 那已经不是

一块石头, 而已经化为了他的作品; 在他心里, 硕大无朋的大卫已然出现在这块巨石中, 

只差他挥动工具, 给大卫生命; 按他自己的话说, “I saw the angel in the marble and 

carved until I set him free”! 

 

500 年过去了, 如今的大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瞻仰. 坐在“大卫”下面, 看他那栩

栩如生的神情, 那强壮健美的肌肉, 那不露痕迹的雕工, 那细致入微的纹理, 那气势如虹

的气魄, 让我深深的折服和倾倒.  

 

大卫厅两旁还有四座米开朗琪罗未完成的雕像: 奴隶. 奴隶已经禁锢在百年的大理石里, 

那挣扎痛苦的表情呼之欲出. 至今, 我们还能看到那 的刻痕. 我开始怀疑, 米开朗琪

罗是不是现代艺术的鼻祖? 为何他的作品那么有灵性, 让人看了特别有感觉. 

 

恋恋不舍的离开美术馆, 跑到圣母百花大教堂. 沿途林林总总的古迹建筑真是不少, 更多

的是平民化的广场, 小街,小摊, 和小店.  

 

圣母百花大教堂无疑是佛洛伦萨成立 辉煌的建筑, 据说这个世界第四大教堂的建成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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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50 多年的时间, 实在是建筑师的心血之作. 说到这个大教堂, 不得不提梅迪奇家族

(the Medici). 梅迪奇家族作为佛洛伦萨的保护人, 对佛洛伦萨的文学, 艺术, 和政治有

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甚至说, 它给与了文艺复兴的诞生, 影响了其的发展. 为数众多的

艺术家和文学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像闪耀的群星一样, 围绕在梅迪奇家族这个炙热的太阳

周围. 

 

沿着狭窄的楼梯登上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的乔托钟楼, 400 多级台阶直登得我们气喘吁吁, 

但这里是近距离观看大教堂 理想的地方, 也是俯视全城的 佳地点. 红色的大教堂圆顶

仿佛触手可及, 顶上细致的雕刻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佛洛伦萨整个城市建筑都是红色的屋

顶, 统一而别致. 

 

留在 后参观的博物馆是皮蒂宫(Palazzo Pitti). 其实里面的艺术品平平, 只为了我喜欢

的一幅拉斐尔的“圣母图”(Madonna della Sedia). 正是这幅作品让我认识了拉斐尔, 虽

然也许这幅作品并不是他的 得意的作品, 但是，就我个人认为，这幅作品中的圣母是 真

实的.你从她的眼中看到了什么？一种喜悦，还是哀怨？一种骄傲，还是平和？一种不屑，

还是慈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总之，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趁夕阳还在, 走过韦奇奥桥(Ponte Vecchio), 这14世纪的桥上金银首饰小店林立, 金灿灿

的橱窗在夕阳余辉下分外耀眼. 在街边的小店买了一包久违的枇杷, 在星星点点的小雨中

坐车而归, 这一天, 充实而疲惫. 

 

 

比萨-美丽的错误 

 

 

 

错误有千万种，恐怕比萨斜塔的建筑错误是 为美丽的一个…… 

 

在意大利，你可能不知道威尼斯广场什么样子，或者是大为的雕像在哪里，但是你不可能不

知道比萨的斜塔。 

 

比萨塔初建于 1711 年，本来是比萨广场教堂的附属塔。修到第三层的时候塔身开始倾斜，

无奈，只得停工。后来又经过近 100 年，找了个新派建筑师，将就把塔建好。可惜由于地基

不牢，塔随建好了，塔身却慢慢的继续倾斜，虽然建筑师想尽了办法，却仍然无可奈何的看

着塔慢慢的倾下去，不知所措。 

 

可几百年过去了，比萨斜塔虽然经历了强大的地震，却仍巍然挺立，简直是建筑史上的一大

奇迹。于是，慢慢的，斜塔以其独一无二的身姿开始有名起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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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比萨斜塔已经成了意大利的象征，“附属塔”喧宾夺主，一开始的错误也成为大家的

笑谈，真是歪打正着。 

 

不过斜塔每年倾斜 1mm 的劲头实在让人堪忧，于是意大利政府花了重金开始了让斜塔直回来

的工程。据说工程颇有成效，现在已经比 斜的时候直回来 50 厘米左右，已然是不小的成

果。 

 

还有个关于比萨斜塔的传说，那就是耳熟能详的意大利著名的的物理学家伽利略，曾在斜塔

上做过的一个试验(我记得中学英语课本里就有这么一篇文章)。他用了两个重量不等，但大

小相同的球，把它们从塔顶自由抛下。结果这两个球同时着地。当时这个实验轰动一时，不

仅推翻了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重量不同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也不同的定理，也让伽利

略一举成名。当然，斜塔功不可没，因为如果不是倾斜出去的建筑，这个实验还真不容易做

呢。 

 

斜塔是以罗马式建筑为蓝本，还汲取了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的一些建筑风格。仔细看看其建筑

本身，完全大理石结构，轴心对称的设计，尤其是大理石柱的支撑，整个建筑显得古朴的很。

只可惜歪了那么一点点，仿佛往庄严里加了那么一点点儿调皮。 特意走到斜塔倾斜的那个

方向仰望，真有点儿咄咄逼人的感觉！ 

 

虽然比萨斜塔是可以爬上去的，但是看着摇摇欲坠的塔身，我们还是却步了。只随便在附近

一逛。 这一片叫 Campo dei Miracoli， 其实是个大广场，除了斜塔以外，还有一座教堂

和一个 Duomo. 大理石的结构展现着历史的沉积，红白相间的色彩赏心悦目。建筑下边是一

大片草坪，横七竖八的躺着各国的来客。我们也舒舒服服的晒了会儿太阳，晒掉了一天的疲

惫，也晒出了一身的黝黑。 

 

旁边的排排小店和小摊也极具特色， 门口摆的是各种各样的小斜塔，还有斜塔样子的杯子， 

笔筒等用品，玲珑可爱。我看上了一件 T 恤衫，上面的 Snoopy 正很费劲的推斜塔，还有一

行意大利文。问了摊主才明白，原来上面写的是：塔斜了，我要给他推回去。因为 Snoopy

的可爱和斜塔的美丽，（当然还有衣服的便宜）二话不说就买了一件，很是开心。 

 

说到纪念品，意大利街头到处都是，而且都带着强烈的古迹色彩。 喜欢一条大卫的围裙，

还有“西斯廷圣母”(The Sistine Madonna) 里那两个可爱，天真，调皮的小天使，也是一

大卖点，明信片，小盘子，小杯子，小盒子，随处可见。可惜这幅拉斐尔的真作在德国的

Dresden，无缘一见，颇觉可惜。 

 

 

威尼斯-水之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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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小学就在语文课本里读过了的“威尼斯的小艇“，读过了那个有水有灵气的小城，所以

一到威尼斯就觉得分外的亲切。那水，那船，那桥，那房子，没有一样不是出自记忆的深处。

于是，我不禁问自己：是不是梦里来过这里？ 

 

威尼斯是有好几个小岛组成的， 繁华的景点都在主岛上。大运河(Canal Grande)把主岛一

份为二，而无数小河道也贯穿其中。船作为 主要的交通工具，类似于公共汽车的公共汽船

只能在大运河上行驶，也是连接主岛和其它岛屿的 总要的方式；出租船就相当于出租车了；

而贡多拉小艇就像是城市里的马车，能穿梭于街头巷隅，也是一种浪漫方式。 

 

这是一座建在水里的城市，水的千变万化也造成了岛上路的复杂。在威尼斯迷路也是一大特

色。这里的设计很有意思，三钻两钻就能从一条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街道走进一条幽静无人

的小巷，再三钻两钻就能看到水和小桥，桥下船工唱着歌谣，船上的情侣脸上洋溢着微笑。 

这种境遇让人觉得有点儿像梦幻，一切都不和逻辑，一切又都合乎情理。 

 

威尼斯的水让他成名，而它的手工艺品也颇有名气。比如它的面具和面具狂欢节。著名的

Venice Carnivals 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在那之前原本只是贵族间的私下游戏。到了 18 世

纪达到顶峰，那时候的街头狂欢长达 6 个月之久！如今 2 月份左右 10 天的狂欢我们没有运

气参加，不过满目的面具和到处尽情游乐的游客告诉我们，这里是仍是个狂欢的城市。 面

具的种类繁多，大个的能带在脸上，而小个的只能套在指甲盖上！还有整个脸的，半张脸的，

只盖住眼睛的，带羽毛的，带花穗的，带大帽子的，长长鼻子的，眼花缭乱，不一而足！ 而

且每张面具的花色式样都不尽相同：镶着金银色花边的透着一股华美和雅致，画着人像的总

觉得有点儿强悍和霸道，带音符的有一种艺术的美感，而带羽毛的让人感到一种雍容华贵。

我 喜欢的是淡淡的颜色柔和的变化，仿佛能感到水的灵动。面具店在街上到处可见，一间

不大的屋子却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面具，价钱也千差万别。 

 

面具早已经成为了威尼斯的一种文化。有人说面具 初的功用是权贵和穷人在面具后面变得

没有分别，大家可以通过面具融合在一起。阶级分别在面具后面暂时的被消除，富人和穷人

成了朋友，互相尊敬，打着招呼。在威尼斯狂欢节上，社会大融合和得到暂时的实现！而如

今，人们通过面具把自己打扮成平时无法实现的样子，是一种个人愿望的暂时实现。面具底

下不用去虚伪，不用考虑怎么面对老板和下属，不用想怎么去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只有面

具后面恢复真实的自己，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吧。 

 

我也买了个面具，带在自己的脸上照镜子还真的有点惊慌。镜子里露出一张没见过的脸，很

有点儿可笑。镜里境外到底哪个是我，我也不知道。看过了著名的圣马可广场的鸽子，和曾

经是欧洲 popular 的海滩 Lido 看沙滩美女，就去了玻璃岛寻踪。 

 

玻璃岛叫 Murano, 俗称 glass island。顾名思义，那里是威尼斯玻璃的故乡。玻璃在威尼

斯的历史中可以追溯得更早，要一直到公元前。虽说那时候玻璃制作工艺很粗糙，但是在玻

璃博物馆里看到几千年前还完好无损的玻璃制品是还是有点儿令人惊讶的！刚上岛，就被哄

到一个小玻璃作坊看表演。做玻璃表演和 Corning Museum 看得相仿，只是这个工匠手艺更

精，动作也快，三五两下就一个小花瓶。更巧妙的是 Corning 里用什么高温烧得那个做小玻

璃制品的工匠有着保护重重，而这个没有什么保护，连个眼罩都没有，用钳子在烧得通红的”

玻璃浆”上左拧两下右拧两下，一匹活灵活现的骏马就诞生了，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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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免费欣赏，嘻嘻。 

 

小岛上人不是很多，我们就慢悠悠的一家店一家店的逛。这里的玻璃制品其实和其他地方的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每家玻璃店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独一无二的成

品，再加上种类繁多，颜色鲜艳，这一个小岛俨然是名副其实的“玻璃岛”了。有的小店的

风格是”唯美”,每样制品都带着飘逸的形态和纯美的色彩；有的小店是”可爱”，比指甲盖

略大一点儿的小花狗，小花猪，跟在妈妈身后蹒跚而行的小鸭子，都栩栩如生；有的小店是”

花”，盘子上，小碗里，都荡漾着一簇五彩缤纷的小花，这好像也是威尼斯的特产；有的是”

日常”，把玻璃和日常用品结合起来，挂钟呀，面具呀，首饰呀，把艺术融入于生活；有的

则是”现代艺术”，在玻璃那流畅盘旋的身形中，诠释美的含义。 

 

不小心的我在一家店竟然打碎了几个玻璃制品，那一刹那我心里就盘算着不知道要赔多少钱

呢。谁知道老板心肠特别好，没让我们陪任何东西，反而在我良心不安的买东西时还少收我

一块钱，心里直感叹，水乡的人就是纯朴！ 

 

从玻璃岛回来，花重金坐了回贡多拉。在狭窄的水道中穿行，看着一座座小桥从天上划过，

在寂静的小河上聆听船工的歌谣，在这座古典而又现代的小城里思寻历史，仿佛真的体味到

了在这美丽的水乡之水的灵动~~ 

 

奥地利 

 

 

 

维也纳-满世界音乐 

 

 

 

艺术之于巴黎，相当于音乐之于维也纳。维也纳既是 18 世纪这里是欧洲古典音乐“维也纳

乐派”的中心，也是 19 世纪舞蹈音乐的主要发祥地；既是世界各地许多著名音乐家曾生活

和演出的地方，又是欧洲许多著名古典音乐作品的诞生地。这里，一直享有”世界音乐名城”

的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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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维也纳满世界音乐一点也不过分, 这地方除了大街小巷音乐家雕像和纪念碑, 身穿古代

贵族服装满街卖音乐会票的人, 角落里忧伤的拉手风琴的街头音乐家, 连地铁站厕所都不

放过的建成了”音乐厕所”, 投个硬币上厕所就会有随机选取的音乐飘然而出. 我们维也

纳一日游的线索就从音乐展开… 

 

一大早跑去看 St. Steven 大教堂. 据说这个始建于十二世纪的大教堂， 早的建筑部分是

罗马建筑风格, Habsburger 时期，重新扩建成哥德建筑风格。后来又加入具有文艺复兴特

色的北塔, 而十八世纪的又一次扩建，却以巴洛克风格为基调做了重修. 看不出这么一个教

堂, 竟然凝聚了如此多种建筑艺术风格!  

 

绕教堂转了一圈, 无意中踩到了几块彩色地砖. 仔细端详, 才发现上面写着莫扎特, 施特

劳斯, 和海德的名字. 原来这是 Musik Weile Wein, 翻译过来大概是 Music Walk Vienna

的意思. 和好莱坞的明星大道相仿, 地上镶着一些星, 星上有著名音乐家的名字, 诞辰, 

和签字. 后来才发现这样的星散布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而有意思的是, 大多数的音乐家

出生在不同的地方, 但都在维也纳去世. 这么多音乐奇才都选择在维也纳度过自己的艺术

生涯, 我们也不能免俗的去了他们的墓园 Zentralfriedhof. 

 

Zentralfriedhof 在城南四公里的地方, 有 tram 直接到达. 很大的一片墓园有三个入口, 

著名音乐家们都安葬在二号墓园. 去的时候已近暮色, 虽然墓园里冷冷清清, 那些墓碑却

设计的精巧华美, 没有一点儿凄凉的感觉. 墓园很大, 我们无从找起, 只好请求路人帮忙. 

这个维也纳人很善良, 听说我们去找贝多芬的墓, 掉头就要带着我们去找. 后, 终于在

一丛绿树中看到了众多音乐大师的名字. 那是一片属于音乐的地方, 贝多芬, 施特劳斯, 

舒伯特, 博拉姆斯, 勋伯格等人都葬在这里, 他们的墓碑上或是由音乐女神, 或是有竖琴

相伴, 或是音乐家自己深思的头像. 中央的是音乐天才莫扎特的纪念碑, 虽然其实他不

是葬在这里. 音乐家的墓前都是鲜花锦簇, 一点没有浓重的伤感, 反而感觉那是发自内心

的祈祷, 于是, 在心里, 也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夕阳照在墓碑上, 肃穆, 又庄严. 

 

音乐家们不光有一方墓园来纪念他们, 维也纳城里还有大大小小的纪念碑. 著名的当属

施特劳斯的金色雕像, 每个 postcard stand 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于是我们就跑到城市公

园 Stadtpark 瞻仰了一番. 从小就被”蓝色的多瑙河”,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春之

声”所感动, 看着这位拉着小提琴, 气宇轩昂的音乐家雕像, 还真有点儿说不出的激动. 

所以突发奇想, 要去看看那给人灵感的蓝色多瑙河. 

 

多瑙河在城里有好几条, 这让我有点儿晕. 先是看到了运河水道, 心里直诧异, 怎么一点

儿也不蓝? 难道是工业污染造成的? 后来一翻地图才知道, 真正的多瑙河在城北, 于是作

了地铁去一路寻过去. 出了地铁, 就看到一条宽广的蓝色大河, 缓缓流淌, 眼前登时一亮! 

可研究了一下地图才发现, 这还不是真正的多瑙河, 这只是一条支流而已. 终于好事多磨

的找到多瑙河, 发现它是 宽广的, 蓝盈盈的河水泛着阳光, 仿佛能从心里流过. 更加佩

服施特劳斯, 怎样的才华能把如此美丽河水和色彩带到音乐里面而流芳百世? 

 

维也纳的音乐博物馆(House of music)甚是不俗. 进去第一感觉是: 怎么到了现代艺术博物

馆? 这里一层介绍了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历史, 以及播放 2004 年新年音乐会的录像, 三楼是

对各个著名音乐家的介绍, 里面的 audio tour 能探测到人在的位置, 从而准确的播出音乐

家的生平,故事,还有八卦新闻什么的. 二楼和四楼则是自己动手玩来玩去, 亲身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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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亲密接触. 整体上布置得极其前卫和时尚, 让人耳目一新, 身心受到完全的震撼. 

有意思的一间屋子是体验胚胎在母体里的感觉, 整个屋子都在随着心脏一起一伏的跳动, 

配合着”咚咚”的声音, 还真有点儿身临其境. 

 

出来后就去繁华的 Karntner Strasse 上逛街. 在心爱的 Swarovski 店里驻足好久. 这闻名

世界的奥地利水晶店把水晶做的和钻石一样有魅力. 大门上镶着形状各异的水晶烁烁发光, 

像下了一场钻石雨. 两层的店面品种丰富, 布置漂亮, 可我们只能望”价”兴叹. 

 

不知道是不是音乐让人纯净, 在维也纳的一天让人感到快乐而平和. 街上曾有好几次被主

动 offer 帮助的经历更是让人喜爱上这个地方. 遗憾的错过了金色大厅的音乐演出, 却更

坚定了信念: 维也纳, 我会再来! 

 

邂逅茜茜 

 

和茜茜的偶然邂逅成了我们游维也纳的另一条线索。茜茜公主的电影在我们的童年的影响力

实在不可小觑。在那个革命电影盛行的时代，茜茜公主那与众不同，活泼可爱，美丽善良的

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甚至不愿意多想一下：那讲的是伊丽莎白皇后，还根本就

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童话。 

 

小时候的梦虽然一直没有醒, 却也就深深的埋在记忆中. 直到步入维也纳的美泉宫

(Schloss Schonbrunn), 走到真真切切茜茜的画像前, 却才恍然, 这不就是茜茜的宫殿?  

 

美泉宫共有 1441 个房间，其中只有零头- 45 间供游人参观。毫不犹豫的买了参观全部 45

间的门票. 虽然这四十多间屋子只是庞大宫殿的冰山一角, 但却对整个巴洛克式风格的皇

宫之华丽和奢侈可见一斑. 室内炫目的镀金花边, 华贵的波希米亚水晶吊灯, 中国风格的

壁橱和瓷器, 精美的王储画像, 都和法国的凡尔赛宫颇有相似之处. 当然, 我们 感兴趣

的还是茜茜在这里的爱情和生活. 

 

茜茜本名伊丽莎白, “茜茜”是大家对她的爱称. 她嫁入深宫成为王后的时候只有 16 岁. 

在这之前, 她并没有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和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有一场轰轰烈烈

的爱情. 茜茜和婆婆索菲的关系搞得很僵, 和丈夫的感情也每况愈下, 虽然她为奥匈帝国

生了一个嗣子. 所以虽然她享有如此荣华富贵, 却没有任何实权, 终日郁郁寡欢.  

 

不过茜茜的美貌是人所公认的, 一度她被称为” 美丽的女人”. 她自己也颇为得意和自

信. 在美泉宫里有茜茜奢华的梳妆台, 和天天锻炼身体,保持身材的健身房, 这可以堪称是

当代减肥新概念的典范了. 据说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始运动, 屋里还有她称量的体重称, 

再加上合理的膳食, 她的美貌和身材一直保持得成熟而完美.  

 

听完发生在王宫里茜茜的故事, 不禁感叹, 不是所有美女的生活都幸福的啊! 就连在电影

里幸福的茜茜尚且如此, 现实生活实在太残酷了. 好在成熟后的茜茜公主戴上了匈牙利的

王冠, 成为了匈牙利女王. 在布达佩斯，她终于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崇拜和爱戴. 

 

打开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 正对主殿有一乐团在调音, 晚上他们有音乐会, 所有买票

参观美泉宫的游客都可以免费来看. 可惜我们晚上要搭夜车去瑞士, 恐怕就没有这个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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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出来在美泉宫的后花园散了会儿步, 迷宫般的花园让人有点儿晕. 走过鸳鸯戏水的喷水池, 

走过嫩绿的草坪, 走过座座刻满历史的雕塑, 这里, 可曾走过茜茜的身影, 可曾聆听过茜

茜的叹息? 

 

 

瑞士-山区 

 

 

 

湖光.山色 

 

 

 

瑞士几天,我想到的 多的成语就是:湖光山色. 那荡漾着点点金光的湖水, 溢彩流光，闪烁

耀眼; 那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纵横，铺银盖玉. 整个格调清秀，又让人有点儿忧

伤。不禁吟道: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瑞士小城 Interlaken,顾名思义,是个”湖间之城”.它介于”Lake Thun” 和”Lake 

Brienz”之间, 并且是进入阿尔卑斯 Jungfrau 山区的必经之地. 我们就在这么一个阳光明

媚的清晨,来到了这么一个靠着山,依着水的小地方. 

 

在 Interlaken 西站下了火车,发现 5 分钟后有一趟游 Lank Breinz 的船, 事不宜迟,行李也

顾不上寄存,我们就拽着大包小包朝船坞跑去,结果正好赶上. 船上遇到了一位从英国来的

史大哥, 他马上就学成归国了,趁未走之前来瑞士一游. 闲谈中感觉他和我们一样,对海外

留学生活也没有什么眷恋,可人家毕竟毕业回国享福当白领去了, 只有我们还得继续煎熬. 

 

船开起来之后才顾得上看风景. 这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湖, 湖水很清澈,被人称为瑞士 清

的湖. 近一些的山比较低, 所以郁郁葱葱, 还有五颜六色的小房子点 . 而远处的山则挺

拔耸立, 满头白雪, 羞羞答答的躲在几朵小云彩里面. 湖水的颜色也随着深浅,逆光顺光而

变化, 时而是蔚蓝色的, 和蓝天共同把白色的雪上烘托得恰到好处;时而是碧绿的,和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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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闪烁着太阳的光辉. 船开得很稳,也不吵,迎着风坐在船头, 实在是一舒服的 cruise 之

旅. 

 

船是要绕湖一圈的,总行程大概 3 个小时, 而中间会停靠一些大大小小的站, 而这些站往往

是小镇,或者只是几户人家. 雪山上的雪化了,汇成涓涓细流的小溪,小溪一直流下来,直到

湖里,形成几条美妙的瀑布. 湖上,林中,溪边,山下,隐约可见几幢小屋,或是有尖顶的教堂

冒了出来, 亦或是几叶扁舟浮于湖中. 这种甜美的田园风情实在令人艳羡,生活在这样一片

广阔又清澈的空间,是一种多么大的财富.  

 

下了船,和史大哥告别之后,坐了火车进了山, 而山中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 大片大片绿油

油的草坪上, 开满了各色的野花. 系着牛铃的奶牛在山间吃草, 随处可见美丽恬静的乡村

和葱绿秀美的溪谷，这一切都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脚下,或是热情的盛开,或是自然的流

淌. 

 

一路坐了火车,汽车和缆车一直冲上了雪朗峰. 瑞士 Jungfrau 地区有两座火车可抵的山峰, 

少女峰和雪朗峰.少女峰被称为 The Top of Europe, 游人 多,价格自然也就不菲.而经过

网上多方考察,我和 Pei 竟殊路同归的选择了雪朗峰, 看来其景色的魅力在网民心目中的地

位自不必多说. 赶上了 后一趟登顶的缆车, 同路的也只有 5,6 个人. 山上很冷,一路看来

全是茫茫的雪景, 发现衣服还是带得太少了一点.  

 

雪朗峰顶上是一座旋转餐厅, 世界第一理所应当, 而且这还是 007 著名拍摄地之一. 除此

之外, 也只有一座天台可供游人游览, 别无他物. 四面都是雪山, 无论仰望哪个方向, 压

抑感都顿生. 众雪山在夕阳下, 闪闪生辉, 蓝天下, 我们就这么被包围着, 强烈的感觉到

一种不真实. 有些方向的雪山很有层次, 连绵不绝, 一直到天边; 而有些方向则盛气凌人, 

天地中透着那么一股冷艳. 我们真实的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境, 也完全被那种雄

伟磅礴的气势所折服. 

 

看着安装在天台上的牌子认出了好多山峰, 还有迪斯尼乐园模仿的 Mittaghorn. 如此高寒

的地方, 竟然还有好几只飞鸟在山间盘旋, 真佩服大自然和生命的伟大. 

 

在外面冻得受不了了,就跑到旋转餐厅去喝了杯热巧克力奶, 一边旋转一边观景. 可能还没

有到旅游旺季, 山上的小店竟然已经关门. 当我们 后赶了末班缆车下山的时候,看到工作

人员也都收拾收拾下了山. 早下了一站, 逛了逛几乎无人的小镇 Murren, 饱餐了一顿

cheese 火锅.趁太阳还在, 赶回旅馆的所在 Gimmelwald. 

 

夕阳下, 两个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没有旁人, 只有那静谧的山谷, 清脆的牛铃声, 怒放

的野花, 流淌的清泉, 和归途的恬静. 

 

梦里不知身是客 

 

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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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被外面的鸟鸣叫醒,才意识到我是在瑞士山区. 旅店的早饭很是不错,尤其红莓酸奶

(Raspberry Yogurt)特别的好喝,是老板亲自做的. 还有巧克力奶, 集瑞士巧克力香甜和牛

奶的淳美为一体, 醇厚诱人, 一下子喝了好多. 

 

这一天的计划无他, 只是在山间hiking. 从住的Gimmelwald沿着小路一路往下走, 要一直

走到缆车的下一站Stechelberg, 然后沿着平路到Lauterbrunnen再作打算.  山间很幽静, 

空气很清新. 初升的阳光透过嫩绿色的树叶洒在草坪上, 奶牛和山羊一早就出来了, 丁丁

铃铃的悠闲吃草. 小溪在山涧里叮叮咚咚的歌唱, 野花争先恐后的绽放着笑脸, 远山上的

雪亮晶晶的, 一切在阳光下都是那么鲜活, 充满生命力. 

 

在这样的山间漫步, 无比的惬意, 停停走走, 一个小时前往 Stechelberg 的旅程晃晃悠悠

的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 一路上小路蜿蜒, 无论哪个地方, 哪个角度, 蓦然回首, 都是一

片绝佳的田园风光. 尤其是绿色的草坪, 红顶的房子, 加上黄灿灿的花, 到处都散发着芳

香, 到处都弥漫着清爽.  

 

在Stechelberg略做休息, 就又开始走去Lauterbrunnen. 这是一段在山谷里的平路, 路上

也有些许房子, 人气多了不少. 快中午的时候走到了 Trummeblbach Falls- 冰河山中瀑布

群. 这里是欧洲唯一的可进入山中瀑布群, 大大小小十几个瀑布. 外面太阳晒得暖洋洋的, 

山洞里却很是凉爽. 昏暗的瀑布在照明灯下若隐若现, 冰冷的泉水溅在身上, 浑身为之一

振. 瀑布的水并不是清澈的, 大概是由于冰雪融水的缘故, 有些泛白, 而且夹杂着大量的

气泡, 翻滚着, 咆哮着, 像奔腾的白龙. 

 

出来后接着沿大路走. 路上两边的悬崖飞落下来好多条瀑布, 很时装光. 背后就是高耸入

云的雪山, 太阳时不时地在山后云中献身, 影影绰绰的. 尤其是在瀑布后面照亮飞腾的水

花的时候, 景色格外的动人. 路上还碰到一个跳伞的勇者, 风追逐着撑起的伞, 荡在空中, 

很有气魄. 人家更猛的是落地之后背起伞包三步并作两步就超过了我们,真是运动高手! 

 

到了 Lauterbrunnen 已经饥肠辘辘, 在车站附近吃了可口的 omlette 鸡蛋饼,享受了一番明

媚阳光,就继续考虑下午的行程. 谁知季节不太对, 想去爬的 trial 还没有开通, 于是阴错

阳差的只好坐了半天的火车. 

 

瑞士的火车有几大优点: 1. 一路风景秀美, 让人心旷神怡; 2. 车上有推小车卖零食的, 让

人觉得像中国的火车,特别亲切; 3.报站名讲英文, 不像别的国家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也一

点儿都不懂. 有意思的是, 瑞士的火车种类繁多.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势高低不

平的地方, 普通的火车很难通过. 于是乎, 瑞士的火车花样翻新. 略平的地方和普通火车

类似, 只是到了上坡的地方, 会挂上一条齿轮轨道, 协助上行. 坡度再大, 齿轮抗不住的

时候, 就换成了一种阶梯式火车, 火车在山中行驶, 就像在梯子上矫捷的攀登. 如果坡度

在大些, 地势更加复杂, 地上行驶就改为空中穿越, 缆车(cable car)凌空飞跃. 这几种交

通工具我们都曾尝试, 到处都觉得新鲜, 用相机照来照去. 不过这也只是当地人主要的交

通工具, 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山中跳跃, 对此完全不以为然. 

 

这里的人很少, 和前两天在大都市里拥来挤去的样子成鲜明的对比. 小店虽多, 但大都不

开门, 也只得在窗口做做 window shopping. 路上几乎看不到人, 偶尔能碰到几个游客. 我

们在登雪朗峰的时候见到一对美国来的 couple, 后来就连续的在各个小镇看到他们,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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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了好几张合影, 也算一段不相识的友谊. 

 

奔波了一天, 暮色未至就回到了家, 吃了一顿香甜的酸奶巧克力草莓大餐. 在这么一个山

间的小木屋里, 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小镇, 在这个充满清香和温情的地方, 听着窗外小鸟欢

快的歌唱, 看着天边淡去的晚霞, 和山顶上慢慢消失的阳光. 就这么浑然入梦, 梦里不知

身是客. 

 

卢塞恩-城的无聊 

 

 

 

瑞士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大城市大无聊,小城市小无聊, 美的还是湖光山色. Lucerne(卢

塞恩)就是在这众多无聊之城里挑出来的还算有景有特色的一个. 

 

在地图山看, 瑞士在欧洲的中心, 而卢塞恩也恰好在瑞士的心脏的位置. 据说这个小城依

山傍水, 山青水秀, 建筑古朴, 如诗如画, 仿若一个世外桃园. 可惜到达的那一天乌云密

布, 远山被浓重的雾取代, 绿水变得愁容满面, 郁郁寡欢. 连湖上的天鹅都仿佛失去了往

日的优雅, 显得有些烦躁不安.  

 

没有了雪山依托, 碧水映衬的 Lucerne 好像失去了眼睛的龙, 魅力不在. 

 

不过中世纪的建筑和老城的小店仍然有些看头. 城里 有标志性的建筑当属 Kapellbrucke 

Bridge (Chapel Bridge), 人称廊桥. 这座由木头搭建的桥建于 1333 年, 它的与众不同在

于并非横跨河面, 而是在几个转弯间斜穿. 桥墩像个圆圆的古堡, 透着浓郁的中世纪风情.

桥的顶上有一百多幅精致的彩绘, 是十七世纪的作品.可惜在 1993 年的一场大火损失了不

少,如今还能看见黑漆漆的炭灰. 桥的栏杆被装饰了簇簇鲜花，衬托得古桥非常漂亮. 很有

意思的是, 桥的中间还有个据说以前是用来关押犯人的牢笼。 

 

另一座小木桥与其遥相呼应, 名叫 Spreuerbrucke (Spreuer Bridge), 同样的木桥木顶, 

同样的顶廊彩绘. 不同的是彩绘的主题是 Dance of Death, 每幅图里都至少有一个骷髅在

舞, 在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午后, 看起来格外的毛骨悚然.  

 

后来进到城里去看狮子碑(Lion Monument), 那是一头雕刻在岩壁上的被长矛刺中的雄狮，

是为了纪念在法国保卫路易 16 而牺牲的瑞士籍士兵于而修建的。悲伤的大石狮子没有什么

意思, 倒是旁边的一个用来自己照相的大镜子让我们玩了半天.  
 
然后就拾级而上, 爬到了老城墙. 老城墙尚未开发成旅游景点, 人迹罕至, 但风景不错. 站
在城头俯视全城, 所有的风景和建筑一览无遗. 这时才看出来这座小城里的中世纪古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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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新建筑鳞次栉比，和谐统一，浑然一体。尤其是中世纪教堂, 隐藏在绿荫丛中, 古朴

无华. 

 

下了城墙, 回到老城区. 漫步在老城区里很轻松, 琳琅满目的小店比比皆是. 巧克力店是

我的 爱, 在里面驻足很久, 各种花样的巧克力让人目不暇接. 为了减肥， 决定我只能尝

一块巧克力, 然后去超市买整盒的.我就在众多巧克力面前犯了难, 想尝一块黑巧克力的, 

又舍不得榛子夹心的; 想尝一块双层双色的, 又想要牛奶杏仁的, 思来想去, 后尝了醉

人心脾的酒心巧克力, 满意而归.  

 

纪念品店更是花样繁多, 牛铃从小拇指大小的大比脑袋大的都有, 真不知道什么样子的牛

才能带得动. 还有各种小奶牛为题材的饰品, 纪念品. 可爱的是一对小奶牛深情款款的

泡在蜡烛浴缸里, 浪漫又有情趣. 布谷鸟钟也是瑞士一大特色产品, 从 10 几块钱到几百块

钱的钟往往摆得满墙都是, 一到整点, 各种布谷鸟儿, 小人, 小花, 都一跃而出, 或是歌

唱,或是跳舞, 热闹非凡. 

 

当然, 瑞士 有名的纪念品当属瑞士军 . 大街小巷到处都会碰到买军 的小店, 往往店

的橱窗里会摆着硕大的军 , 还不停的挥舞! 现在的军 有两个趋势, 一个是向更全的方

向发展, 力求用有限的空间装下能解决更多问题的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往小而且时尚的方

向, 只有一把钥匙链大小的小水果 , 配合 LED 等高科技产物. 看到了 新的瑞士军 竟

然带有 USB memory 卡, 真是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潮流. 我当时徘徊了很久, 终于还是因为

它的价格太过高昂, 而忍痛放弃. 不过还是给 Pei 配备了一把 super ticker, 可惜他还是

喜欢随便乱丢. :( 

 

天气越来越糟, 竟然开始下雨了, 让我们逛街的兴致也索然. 就做了早一班的火车到苏黎

士. 不想苏黎士的雨下得简直是瓢泼, 只得在火车站地下的shopping center闲逛了一个小

时, 坐上夜车直奔柏林. 

 

德国 

 

 

 

柏林 - 载不动，许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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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德国拥有更加复杂的历史了。 从公元一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帝

国的咄咄入侵，到查理大帝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 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到普鲁士王国的

诞生和灭亡；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和德国革命；在从希特勒的崛

起和第三帝国的颠覆，到柏林墙的倒掉， 德国，经历了无数的风雨。 

 

到达柏林的早上，有雾。柏林仿佛是个讲述沉痛历史的老妇，她的形象从朦胧中慢慢的清晰

起来。迎着初升的太阳，来到了勃兰登堡门的跟前。这座始建于 200 多年前的大门，颇有希

腊的建筑风格。柏林人对勃兰登堡门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的。勃兰登堡门在这里默然静立

了 200 年，是多少兴衰荣辱见证！曾从门下凯旋而归的普鲁士的军队，驱赶成千上万犹太人，

从门下出发“征服世界”的希特勒，柏林墙倒塌时，汇集在这里欢庆的柏林人，是否都仔细

端详过矗立在这里的石柱，是否都在胜利女神的麾下默默的祈祷？ 

 

帝国国会大厦就在大门旁边，这里被称为“柏林第一旅游景点”，果然此言非虚， 我们到的

虽早，却还是排了很长的队才进去。原来安检十分的仔细，里面好像还有议会在激烈的讨论

什么，竟然也还有电视台的现场直播。 特别的还是房顶的玻璃顶， 像蜗牛一样螺旋而上， 

螺旋而下。无数玻璃在晨光下闪闪发光，真有点儿目眩。站在楼顶可以瞻仰市容， 金色的

Victoria Column, 被戏称为”pregnant oyster”的国际文化中心， 和万楼从中耸立的电

视塔，都隐藏在绿荫丛中。书上说这里的树比巴黎还多，桥比威尼斯还多，大概是城市太大

的缘故，我就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沿着大道一路往南，我们要去寻觅历史的遗迹。路边的犹太人 memorial 还在紧张施工中。

我很是喜欢这个有点儿现代艺术风格的地方，那每个高矮不同的黑色方柱台是不是代表是不

是每个惨遭不幸的犹太人？他们如此整齐的排列着，静默着，有点儿悲哀。一直走到了二战

前 热闹的广场 Potsdamer Platz. 如今已然物是人非，除了索尼中心还有些许游人，其他

的新颖建筑人迹罕至，建筑造型倒是工工整整，朴素严谨，很有德国人的作风。 

 

拐了两个弯，就看到了残留的柏林墙在路上延伸。墙上的钢筋已经暴露出来，残缺的墙面仿

佛在诉说着它的过去。这一片是现存的第二长柏林墙，大概有 200 米，已经被改成了揭露纳

粹罪行的展览Topography of Terror. 而 长的柏林墙有 1300 米左右，在Warschauer Strasse 
terminus附近，在 89 年柏林墙倒掉的时候，来自全世界的 100 多名画家聚集在这里绘成了如

今的东边画廊 - East-Side Galley (http://www.eastsidegallery.com/), 也是如今世界

上 大的露天画廊。2000 年左右，柏林画廊又重修了一番，以维护经过 10 年的风吹日晒而

损坏的画廊作品。墙上的作品很有现代艺术气息，色彩十分鲜艳，表现各异。有一面墙，画

着一辆汽车破墙而出的样子，十分逼真有趣，纷飞的墙皮仿佛能打到我身上， 裂痕也仿佛

在真实地延伸。 还有一幅图，画的是柏林墙打开的时候，人潮涌动，不同的表情，人生百

态， 苦辣酸甜。 喜欢的是一幅”Dancing to Freedom”, 极其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爱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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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翩翩起舞德的形象， 大笔写上：no more walls, mo mare wars, a united world, 一个

和平的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是人类永远的追求和理想。如今，画廊不仅成了纪念德国历史，

宣传世界和平的象征，俨然成了世界游客畅所欲言的留言板。有一面墙印的都是画家们的大

手印，不同的人，不同的颜色；在空隙里，游客们也纷纷画上自己的手印，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不同肤色的手印融合在一起， 在这里，世界大同成了事实。大部分的游客表达了自

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但让人觉得很讽刺的是有一些台独言论俨然写在那里，在世界统一

的旗帜下表达分裂的想法，实在有点儿让人觉格格不入。 

 

柏林在二战后的历史上实在有点儿怪异。德国被分为了东德和西德，以柏林的地理位置来看， 

全部处于东德管辖中；但以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西德据理力争，分得了一半的柏

林。1961 年，柏林墙出现了，成为了限制东西德人自由来往的屏障和无法逾越的障碍。墙

的外围是一道电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之间大概间隔 50 米，这里设有无数观察炮楼，岗哨，

和警犬，边防警对企图翻墙的人还可以开枪。在著名的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我们看到了 10 几年前受到封锁，仅供东西柏林间盟军军人出入的检查站，也是其他所有外

国人在这里的唯一通路。那个地方，今非昔比，已经成了个旅游点，几个大兵装成美国看守，

和游客说说笑笑的照相。路上车水马龙，完全没有了那种紧张的气氛。旁边的查理检查站博

物馆(Haus am Checkpoint Charlie)里展示了四十多年柏林墙挺立的历史，以及无数柏林人

千方百计的要逾越这个障碍，获得自由的痛苦经历。在这里，有的隐藏在别人的车里，甚至

音箱里偷渡过去；有的挖地道几天几夜，匍匐过去；有的坐着自己改造的滑轮车或者飞行器

飞将下去；很多成功了，更多的，失败了，成为了柏林墙脚下的牺牲品。虽然渴望自由与和

平是全世界人的心愿，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一辈辈的人走过去，还会有一代代的人继续追

求下去。 

 

看过了柏林墙的历史，压抑的有点儿窒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集中营纪念馆去走一

圈。毕竟，二战，希特勒，集中营，是德国挥之不去的历史，是全世界不能忘记的过去。

Sachsenhausen集中营在柏林市以北35公里的地方，是1936年由纳粹建立的“模范集中营”。 

坐了地铁到达小城 Oranienburg, 左拐右拐走了一些才来到了这片地方。老天也很配合我们

的参观。一到集中营，天就阴沉沉的，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大雨倾泻如注，直到出来才雨过

天晴，阳光照亮草坪中耸立的二战纪念碑。集中营 初的记忆来自电影“美丽人生”，那些

拥挤的木板床，那些通电的铁丝网，那些漆黑的牢房，还有博物馆里展示的条格的监狱服，

都那么清晰而刺目。参观这里的人很少，往往一条长长的牢房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回廊里

回响起嗒嗒的脚步声，我们的影子在昏黄的灯下拖的很长，心也随着看到的慢慢的沉下去。

尤其是在博物馆里看到类似于 731 部队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人脑试验，

实在是有点儿不忍看下去。这一切过去不到 60 年，而如今，德国已然认罪，可日本仍然不

能正视自己的罪行。战争的硝烟仍在地球上燃烧，人对人的残害与欺压仍然存在，历史的一

幕一幕还在上演，不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什么时候才是终结，人和人的平等何时才能实现。 

 

在柏林 后的时光里，天空的愁云终于散去，夕阳下，我们在博物馆中心岛上漫步起来。如

今的柏林已经恢复了繁华，柏林人也开开心心的生活在这里。中心岛古老的建筑在背后高大

的现代建筑和电视塔的映衬下诉说着沧桑和历史，在美丽的草坪上，人们说说笑笑，享受着

轻松的时光。柏林，是否已经放下了历史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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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阿姆斯特丹-宽容 

 

 

 

苏霍姆林斯基说:”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 

房龙说:“所有不宽容的根源都是恐惧。”  
伏尔泰说:“让我们宽容彼此的愚蠢吧，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 

林则徐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宽容,一直是文人墨客，道德哲学家争论的主题。现代社会里，有这么

一个城市，给与人性以 大的宽容，那，就是阿姆斯特丹。 
 
去阿姆斯特丹的旅程十分的坎坷，先是遇到了签证麻烦，后来火车票需要预订，于是排了很

久的队而错过了快车 Thally’s. 后坐着慢车晃晃悠悠的到达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已经下午 3
点多钟。因为晚上 9 点多还要赶回布鲁塞尔飞机场，满打满算我们在阿姆斯特丹不会超过 6
个小时。不过为了看看这个全世界 “宽容”的城市，我们的匆忙也值得了。小时候对荷兰

的印象是风车，木鞋和郁金香，印象里，身穿传统服装的 mm 们脚踏木鞋，在郁金香花丛

里手拉手跳舞。今日虽然错过了郁金香花开的时节，却在火车上看到田野里大大小小古老的

风车从眼前飞过。有的风车还在工作，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更好玩的是，还看到了不少现代

电力风车，真是古老的风车王国也要与时俱进！ 
 
一出火车站，”Party City”的气氛就迎面扑来。也许是因为周六的缘故，整个城市的大街上拥

挤着食色男女，一片吃喝玩乐嫖赌抽。 
 

阿姆斯特丹的名字来源于它的位置。它是 Amsterm 河的水坝(dam), 因而得名。所以整个城

市成蜘蛛网状，环状的水道遍布满城，所以桥的数量自然很多。我们走过了”15 桥”, 因为在

那座桥上据说能往四周看到大大小小一共 15 座桥。虽然这个地方的桥确实不少，可是可能

由于我们的数学很差，我们左数右数，怎么也数不出 15 座来，于是互相笑话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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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红灯区也在河边， 一排排小红灯标志着它的所在。在这里，妓女行业虽然合法，

但是必须有执照才能做。那些 jjmm 们坐在贴着执照的有玻璃门窗的屋子里，三点登场，搔

首弄姿，真是一大罕见的世界奇观。整条街上不光如此，还有不少 Sex shop, live show 什么

的助兴，灯红酒绿，直晃人心。逛了两圈发现， pp 的妓女都集中在主街上，身材和模样

还都很不错；而辅街上的就都是歪瓜裂枣了，不过想来价钱一定便宜。所有的 tour book 上

都提到说在红灯区是不允许给妓女照相的，如果没有做买卖的想法也 好不要去招惹。我们

在街上就碰到了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小流氓，拿着擦玻璃的清洁剂，给人家妓女擦窗子照相。

里面的 mm 怒了，打开门很厉害得把他轰走，周围一片倒彩。想来妓女也是人，虽然不见

得能得到尊敬，但是凌辱也万万受不得的。 
 
我们自然不会去碰那些妓女，不过对 live show 倒是颇为好奇。只是从小乖惯了，在这种地

方怎么可能好意思进去？在外面徘徊了半天还是灰溜溜的跑掉了，真是没面子。后来硬着头

皮，逛了一家商店，还有附近的 sex museum 和 erotic museum, 红着脸出来，才不妄来这里

一趟。当我们临走之前顺路又走过红灯区的时候，华灯初上。发现好多窗帘已经拉上，不知

道是生意红火中，还是已经打烊下班。 
 

色情行业总是触及人心里 底层 脆弱，而又 令人好奇的。可阿姆斯特丹的宽容不只表现

在这里，还有它的“赌”和“抽”。赌场自然全世界很多地方有，可软毒品的合法化还是很

罕见的。随便走走就能看到卖毒品和烟枪的地方，路过了一家门口放了盘植物，怕你不认识，

用了 7，8 种语言写着它的名字，中文是：大麻。第一次见这种 6 片叶子的植物，真没觉得

和别的植物有和分别。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烟枪，让我想起电影里反映中国鸦片战争时的

情景。 

 

这样的城市对“小解”竟然也宽容对待。马路上竟然大方的摆着小便池，几个尝“新鲜”的

游客一边解决，一边探头探脑四处观望，让人忍俊不禁。 

 

就这么一直在街上走，在人流里穿行。走过广场，走过小巷，走过安妮博物馆，走过和红灯

区一街之隔的 China Town， 看那形形色色的人，看那别具一格的景，看那边骑边喝的多人

脚踏车酒吧，看那广场上化装成死神或是花神的人，看那小店里摆满的木鞋和郁金香，看那

对人性包容的城。 

 

希腊 

 

 

 

雅典 - 失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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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一颗 

一亿八千万年的石头上 

发了一下午的呆 

           ---几米“照相本子” 

 

是否每一颗石子，都有悲欢离合，变化无常？ 是否不仅是人类，任何东西都有那坎坷多磨

的命运？包括一颗风化的小石子，或是，神？ 

 

雅典有点儿烂，和她西方文明的摇篮的美誉，以及欧洲著名文化都市的名号不太相称。别

的 ”欧洲著名城市”都是干干净净，优雅非凡，偏偏这个全民大搞建设中，可能是迎奥运

期间，整个名城灰头土脸的，和我心目中的雅致而经典的雅典简直大相径庭。天气也怪怪的，

时阴时晴，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又大雨如注，颇有点儿无奈。 

 

刚到雅典第一天，就急匆匆的前往著名的国家考古博物馆，想一睹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芳容。

谁知整个博物馆也是一建筑工地，大门口只有几个建筑工人推着水泥车，或是懒散的走来走

去，俨然一幅关门已久的模样。看着他们不紧不慢的样子，真不知道奥运会开始的时候能不

能完工，我都替他们着急。失望的离开那里，只好直奔雅典卫城。 

 

感觉雅典是个靠古迹吃饭的城市，来自世界的游客都汇集在雅典卫城的角角落落，把那里挤

得水泄不通。 

 

不过帕特农神殿实在是古代建筑的奇迹。这神殿是为了纪念希腊战胜波斯侵略而修建的，里

面供奉雅典城的保护神雅典娜。它采用希腊古典时代的多利亚柱廊风格，由 50 根大立柱环

绕神庙围成柱廊。别小看这些柱子，他们可都是采用名贵的白色大理石凿制而成。柱子也不

是上下大小一致的，而是为了透视的需要，上边半径偏小，底下偏大，并且整个柱廊略向里

倾斜，看起来却是笔直挺拔，有一种力量感。 柱子上面还布满了条条从上到下剜出的凹槽，

在明暗光线中，立体感顿显。更神奇的是柱子由大理石拼接而成，没用什么灰泥，开始我也

将信将疑，后来在宙斯神殿看到一根倒掉的柱子， 大理石块散落下来，像一串被推倒的多

米诺骨牌，才确信那是打磨后自然拼接的，浑然一体，令人叫绝。 

 

如今 为辉煌的神殿中心雅典娜女神像在后来众多战争中失去了踪迹， 而那些造型姿态各

异的浮雕作品被英国抢走，作为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馆藏。实在有些悲哀。不过这也让我在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就领略了它墙上精彩的浮雕和还原造型，那种经典的样子早就简直深

深印在我脑海里。这次在雅典的卫城顶上终于亲眼见到那饱经风霜的身形， 仍让我嘘吁感

叹不已。如今雅典也正忙于重修和恢复帕特农神殿，整个神殿被钢筋包围。想这以后这样的

残檐断壁会被现代化的技术整修一新，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遗憾。神的时代早已经逝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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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也只是作为古典的神话世世代代流传，对神的崇敬和膜拜也就灰飞烟灭，一去不返。 

神，会不会也觉得失落呢？ 

 

逛了逛卫城博物馆，里面的物事虽然不少，但对于我这个考古盲来说泛陈可述，只有那几个

少女门廊雕像比较吸引我的目光。本来六座生动的少女雕像矗立在帕特农神殿旁边的

Erechtheion 神殿，与神殿本身合为一体，代替了石柱围绕在神殿边上，设计得很是巧妙。

如今四座雕像移到博物馆，两座被大英收藏，真正的神殿只能由几座假冒的代替。夕阳下，

光线恰到好处的投到她们脸庞，那种神情和姿态十分的美妙，实在是精彩绝伦。 

 

看过了帕特农神殿，别的古迹也就了了。比如 Ancient Agros, 一片狼藉的样子，保护也很

不完善，所有的雕梁画柱都遗弃在荒原上，和野草一样经历风吹雨打，还有游人的蹂躏，看

着很是心疼。 我们两个考古盲只看得一片乱七八糟，云里雾里的一些破石头，始终不得要

领。还有 Roman Agora，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旧址，以及宙斯神殿，都有如昏黄的回忆，在

白云蓝天下虽然夺目，却也只是过眼的云烟，往日的风采。 

 

不过雅典也有好的地方。比如刚到机场，人生地不熟。Information center 的 pp 小姐英语

很不错，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还发了好多免费地图。Ferry 的票也是在飞机场订的，很方

便顺利。还有那圆形的 Theatre of Herodes Atticus 里举行的音乐会。 

 

那场音乐会是 Athens Festival 的一场，主题是电影与音乐。雅典人是爱音乐的，票价不贵，

却也座无虚席。一段一段的老电影插曲由乐队现场演奏出来，加上歌唱家的深情表演，灯光

和大屏幕的变换助兴，听得很是开心。每段歌都是带有深深的希腊风味，也有点儿像印度音

乐，有浪漫的，有热情的，有悲伤的，也有革命干劲的。也慢慢有些理解，Yanni 音乐里希

腊人的热情和魅力。只是解说都是用希腊文，旁边的当地人都笑声不断，我们俩只能大眼瞪

小眼。 

 

音乐会散场很晚，可街上依然热闹。雅典的城市夜生活有点儿像中国。午夜时分，旅馆外的

小街上还是灯火通明，熙熙攘攘。 餐馆饭店仍然顾客满门， 也趁兴买了个 Gyros 吃， 开

心而归。 

 

 

圣托林尼- 那一片蓝 

 

 

 

希腊的国旗是由蓝，白两色组成的，它们是代表这个国家的色彩，象征天海之间的这块美丽

净土。这海，自然就是爱琴海。据说公元前 3000 年就开始有人在海岛上居住。公元前 30-13

世纪，爱琴海岛屿上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称为“爱琴文化”。爱琴文化既是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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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延续，也是希腊文化，甚至欧洲文化的起源。当然，爱琴海被中国人所喜爱还有一个

原因：她和”爱情”谐音。 

 

希腊神话有很多, 爱琴海一直是和浪漫与凄美相联系的. 这里走过变成神牛诱惑了欧罗巴

公主，驮着她游过爱琴海来到希腊的万神之王宙斯; 那前往克里特岛迷宫, 幸福地带着公主

的线团, 勇敢的杀死怪兽的特休斯, 和让他那看到黑帆的刹那, 从悬崖上绝望的一跃而下

的老父亲；还有那脾气狂躁，经常给海中行舟的人带来巨大灾难的海神波塞冬；以及用歌声

蛊惑人心的美丽海妖们。爱琴海默默地看着这些故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爱琴海上小岛众多，我们就坐着 Ferry 跑到了其中的一个-Santorini. 选择这个岛的原因就

是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有美丽的天和海， 有美丽的特色建筑，有美丽的黑沙滩，更有闻

名世界的美丽日落。 

 

船比我想象的大很多，还能开汽车上下，真让人瞠目结舌。船开得很稳很快， 不到 5 个小

时就从雅典跑到了圣托林尼。从外观看，Santorini 就是一荒岛， 没有什么草木，秃秃的。 

这和它的形成不无关系。据说这是由 1450BC 爆发的一场火山而形成的火山岛。到中心很高，

坐着汽车在崎岖的路上蜿蜒盘旋而上，在这时，我第一次俯视到爱琴海，一轮游船在波光粼

粼的海面往远处驶去，那一刻，真是美不胜收。辗转两次，终于到了我们的旅馆所在地 Oia. 

 

Oia 是个很小的镇子，却是全岛 贵的地方。初到这里，总让人想起肯尼亚的小渔村 Watamu, 

同样的美丽依海小镇，同样的清新空气和灿烂阳光。不过这里的地形更加复杂， 每条小径

都上上下下，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所以整个镇子几乎没有什么汽车交通。而且这里比

Watamu 要热闹许多，到处都是游客。 

 

把行李放到我们住的”老大旅馆(Lauda Hotel)”，发现住的房子竟然在洞中！洞很大，也

很凉爽，出门见海，特别幽静和舒适。屋里设施也相当齐全，大 couch, 空调，冰箱，热水，

和 Watamu 不同的是没有蚊帐。后来我在晚上的时候被蚊子疯狂袭击，就算盖着被单子还会

被咬到，让人痛不欲生。这是后话。 

 

两个人像刚进城的乡下人，蹦蹦跳跳的跑来跑去，看个不停。那蓝白相间的小房子，那蓝顶

的教堂， 那蔚蓝的天空还海水，把整个 Oia 渲染的纯洁无瑕， 也让我的心情异常舒畅。所

有的建筑都错错落落的分布在崖壁上，看着没有什么章法，可也协调，而且镇子小的也不会

让人迷路。 沿着一条人很少的小径走下去，看着眼前平静蔚蓝的爱琴海，万里晴空，海天

一色。醉人的海风吹过来，带着海水的潮气，让人沉醉。 

 

跑到 castle 去等太阳下山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才爬到一块不错的地方坐了

下来。天有点儿冷，但是日落却相当的漂亮。不同于赞比西河上日落的热情，不同于日本海

上日落的狂潮，不同于 Acadia 山顶上日落的瑰丽，这里的日落如此的宁静而温和，慢慢地

淹没在天边的薄雾中，通红的面庞特别的静谧而安详。整个 Oia 小城笼罩在一片红光中，连

风车都面向太阳的方向行注目礼。Castle 上好多当地男女老少在转圈跳舞，欢庆这动人的

时刻。当太阳完全消失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鼓起掌来， 仿佛在赞叹太阳出色的表演. 旁
边的几个美国 mm 则兴奋的大叫：再来一个！ 

 

送走了太阳，就找了一家能听到海潮声的小馆子吃一顿浪漫晚餐。餐馆气氛很好，蜡烛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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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轻响，帅哥的服务也特别的优雅。只是刚点了菜就全岛停电，好半天才恢复，看来真的

和非洲有点儿相像。 

 

吃到醉心就慢慢的往回走，时过午夜，月光似水，小岛却依旧灯火明亮。 

 

 

火山.温泉.黑海滩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记录着这样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由海神波赛冬(Poseidon)建立的岛国，

在其中央的卫城中，有用金，银，黄铜和象牙装饰的波赛冬和他妻子的神殿。那里的海岸设

有巨大的摆满了军舰的船坞，码头上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整个王国十分富裕，物产丰

富，并且来自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贡品也源源不断的运来。不过有一天，这里却突然遭遇

到火山地震和水灾，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没入海底。这个地方，叫做“亚特兰蒂斯”。 

 

无论从书上，或是迪斯尼动画里，抑或是电子游戏中，亚特兰蒂斯一直是神秘的。我从来没

有想过某一天，我会站在这样一个小岛上，脚下的土地被称为：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这里，

就是美丽的 Santorini, 这片由 1450BC 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小岛群。这片小岛包括主岛

Santorini (Thira), Nea Kameni, Palia Kameni, 和 Thirasia. 在这里的第二天，我们就

坐上了逛岛的游船。船上大部分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游客，也有三个迟到了的中国人，叽里

咕噜的赶上船，让大家等了好久。 

 

第一站是 Nea Kameni, 是这一片火山岛的火山口。下了船就往火山上爬，在光秃秃的，没

有一棵树的火山岛上 Hike 了一个多小时。这里的地貌很有意思，全是火山岩，随便挑出来

一块，都觉得其重量比看起来轻的多。看到了不少小火山口，和发黄的，发黑的火山灰。有

一片地方有带着硫磺味的浓浓的黄烟从地下冒出来，证明这地下活动的热烈。一个牌子上写

着：1950 Lava, 怪吓人的。真有点儿担心地下不老实的岩浆会突然喷发出来，让人措手不

及。 

 

岛很小，但风景很美。极目远望，一片蔚蓝在脚下延伸，白色的游船在岛中错落，天蓝蓝，

海蓝蓝，一片纯净。海中有的岛屿竟还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 在爱琴海中若隐若现, 不知那

里面藏的可是亚特兰蒂斯逝去的文明? 

 

坐回游船继续出发，就和那几个中国人攀谈起来。其中一个是个摄影爱好者，身上背了三四

个相机在特别敬业的拍身前脑后的美景，以及随行的两个 jj. 海上风很大，浪也不小，我

们就随着这海浪沉浮一直到 Palia Kameni. 

 

Palia Kameni 的特色是温泉. 船到到边就停了下来, 船员和大家说: 温泉就在那块石头后

面, 跳吧, 往里游游就到了. 几个老外扑腾扑腾就下去了, 大喊: Freezing~ ! 惹得众人大

笑. 我们虽然单薄, 可也受不了温泉浴的诱惑. 幸好一早就换上了游泳衣, 这阵儿就一头

扎进了冰冷的海水, 向发红的温泉游去. 温泉的红色来自于硫, 时不时地还冒些泡泡出来, 

显示着它的温度与众不同. 跌跌闯闯的跑到 靠近岸的地方, 感觉有摄氏四五十度的样子, 

像泡热水澡,特别舒服. 好玩的是那里有海底绿泥, 越深越绿. 这可是正宗的火山深海绿

泥, 做面膜的佳品，买都买不来的! 因为不能带走, 我就抓了大把大把的绿泥把自己涂得浑

身都是，舒舒服服的享受了一把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美容护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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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回游的时候是在痛苦. 从温泉到冰冷刺骨的海水拼命的游, 感觉力气一丝一丝得慢慢消

失, 好不容易挣扎到船上, 还在不停的瑟瑟发抖. 于是赶快用毛衣什么的把自己裹得严严

实实. 

 

后一站是 Thirasia, 挺小的一个岛, 黑红色的砂石海滩. 因为这里独特的火山岩地质,

沙滩也是独特的黑红色, 可能在世界上也是罕有. 我们就在太阳底下晒个尽兴而归. 小岛

上零零星星开着几家小店, 因为还没有到旅游旺季而生意寥寥. 店主也并不急于招客, 而

是和我们一样懒懒的享受午后的片刻悠闲. 面对如此美丽的大海, 背靠如此有生气的小岛, 

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拥有. 

 

坐在返航船上, 在爱琴海上仰视 Santorini 岛别有一番情趣. 光秃秃的黑色小岛上, 建了

各式各样白色的小房子, 散落的分布在山脊上, 山腰上. 很有希腊特色的蓝顶小教堂和大

风车点 其中. 这一黑一白的对比, 和天蓝海蓝屋顶蓝的协调, 构成了一幅无比纯净的画

面. 这是不是亚特兰蒂斯,那人类曾有拥有的文明胜地? 如若不是, 又为何看起来如此神圣, 

让人没有一丝杂念? 

 

后的路程并不容易, 下了船回到山上要爬好远的路. 在烈日炎炎下, 我们挥汗如雨. 这

追寻神秘古文明的旅程实在不甚轻松.亚特兰蒂斯，我是否和你擦身而过？ 

 

 

悬山寺 - 仰止 

 

 

 

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希腊中部有这么一片远山，遥遥在上；而一些希腊正教的教

士悄然隐居在那接近天堂的山顶，那似乎高不可及的悬山寺院里…… 

 

去雅典的悬山寺纯属偶然。我在英华园上浏览文章时看到有个家伙提起希腊有个类似于中国

悬空寺的地方，但他并未能成行，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后来去书店的时候竟然发现

Let’s Go 的希腊册封面竟然是 Meteora 悬山寺的照片，更增加了前往这个神圣而且有点儿

神话色彩的地方的欲望。 

 

Meteora 在古希腊文里据说是”悬在空中之石“的意思。它的历史要追述到十四世纪，土耳

其人入侵希腊时，希腊正教的部分教士们躲到 Meteora 的深山里，在高耸入云的巨石上修建

起清修的寺院，一来躲避战乱，能进行养精蓄锐的清修，二来也避免了异教的扫荡。那时候

人要想爬上那直冲云霄的寺院都必需坐在系在绳索的吊篮里，在吱吱呀呀的绳索绞动声中，

虔诚的向上而去。时至今日，当年金碧辉煌的寺院已然风采不在，在 Meteora 虽仍留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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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座，但只有六座仍有人居住，并且供游人参观。 

 

可要去那里还是困难重重。没有火车，只有汽车达到，而从雅典出发要花费 4，5 个小时的

旅程，而且每天只有几趟车。虽然也有 Tour group 前往，可一般都是 2,3 天的 tour, 对于

我们急行军的玩法实在不适合。于是，想到了租车自己开。 

 

开车在希腊，心里有点儿惴惴的。虽然希腊的公路系统还算不错，到处都有英文标示， 而

且迎奥运期间把重要的高速都翻修了一遍，可这开车死亡率高居欧洲之冠的事实让人胆寒。

究其原因，主要是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车的人不戴头盔，而且大部分人都不遵守交

通规则。如果是有隔离带，或者有 2 排并行车道的还算不错，如果只有一排车道的话，超车

就比较麻烦。大部分情况是慢车开到 shoulder 上，快车超车，不管对面的车呼啸而过。 如

果慢车是卡车，而且 shoulder 很窄的时候就很郁闷，超起来比较有挑战性。有时候来往两

个车道上会并排四辆车，很是壮观。也有的时候一个车道会莫名其妙的消失，或者马路正中

突然冒出个牌子。 搞笑的是一条中间的车道，开着开着慢慢变窄，直到变为宽度为普通车

宽的一半为止！不知道除了摩托车还有什么车才能在这道上顺利行驶。 

 

路上景致还算不错，尤其是在弃大路，取小道的时候，两边的小镇和乡野风景如画。饿了的

时候，停在路边的小摊前，点了一种类似于年糕的东东，和希腊薯片。老板老板娘根本不懂

英语，不过特别热情友善。后来又去了超市里买了鱿鱼和沙丁鱼罐头，吃得特别香甜。 

 

就这么在一个阴冷的夏天午后，我们终于一路摸索到了“悬山寺”。当车转过一个拐角的时

候，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一座垂直的陡峭高山上， Holy Monterey 耸立顶端。远处

一片片低低的云彩，让那寺院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色彩中，像神仙的居所。 

 

站在山脚下回头仰望绝壁上的寺院，泛红的砖瓦在青山绿林中分外醒目。高山仰止，景行行

之。带着好奇和崇敬，我们沿着台级走上了这座寺院。寺院不大，笼罩在一股静谧中。女生

进寺院要穿裙子，于是我就裹了那么一块人家发的遮羞布。寺院里面展示了一些和尚们平时

耕作劳动的物什， 里面还有膜拜耶稣的殿堂，仍然是金碧辉煌，真不晓得当初那么艰苦的

情形下是如何搬运如此繁多的建筑材料上到山上来的。一个老和尚在和一对希腊游客侃侃而

谈。他手里还拿这个小盒子，给我们这些外来人发软糖吃。院子里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站

在山顶，居高临下，风景独好。 

 

后来又去了 Great Monterey, 展示更大一些，让人惊讶的是屋里有好多酒桶，不知道这里

的和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在远离人间的荒山野岭里，只能借酒浇愁？还有一间

Charnel House, 专门存放和尚的骨骸，随便数数，总有 100 多头骨，虽然对这些清修的和

尚心存敬意，却也有些骇然。这里院子很大，风景也美，还看到了以前载人上山的小篮子，

绳索和轮盘。只是和尚不够友善，到了关门时间就哄游客出门，很不客气。看来大寺院就是

财大气粗哦。 

 

其他的寺院也只是在外面随便走走，一气看完。其实它们每个都有每个的特点，有的居于山

头，有的在山腰中，有的宽敞而明亮，有的挺拔而高耸。但每个都是风景迤逦，并且路途崎

岖，山壁陡峭，难于抵达。众多的僧侣寺院之中也竟还有个修女院，别具一格。 

 

恍然离开那里的时候，充满愁云的天边突然露出太阳的笑脸。平原上，一条完整的彩虹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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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伴我们走了好一阵子。忽然想到，各种教是不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呢？这隐居的希腊

教士岂不是和坐禅的老僧抱着一样的信条？他们个拜个的神，各自守住自己的清静之地。

“悟”可能只需要一分钟，而守住自己的心却要付出一辈子的光阴…… 

 

 

比利时 

 

 

 

布鲁塞尔-欧洲的首都 

 

 

 

欧盟成立后，布鲁塞尔就成了欧洲的首都。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怎么诺大的一个欧洲选了这

么个小国，这么个小城？布鲁塞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总以为布鲁塞尔是个很古板的城市，不知道这种印象从何而来。然后在布鲁塞尔机场我就意

识到这肯定是错误的, 颇有现代艺术感的雕塑和装饰到处都是, 时尚的有点儿像巴黎. 坐

地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每个站都有个主题, 比如有个地铁站, 立着几个真人大小的蜡像, 

好像在祈祷, 环境又有点儿阴森恐怖, 怎么都觉得脖子里有嗖嗖凉风. 

 

后来才发现布鲁塞尔稀奇古怪得东东还真不少, 首当其冲的是布鲁塞尔第一公民雕像. 说

那么文邹邹干嘛? 其实不就是一个撒尿小孩儿? 小孩儿雕像比我想象的小得多, 就在一胡

同口摆着, 一点儿都不显眼, 怎么看怎么都不觉得这是举世闻名的布鲁塞尔的救星和象征. 

不知道他有多少套世界各地送给他的礼服, 反正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光着屁股, 挺着小肚

子, 单手叉腰, 骄傲而又天真, 可爱而又神气的向全世界人民喷水呢! :P 

 

步行两条街就到了 Grand Palace, 是布鲁塞尔古老建筑的广场, 四面都是有名的古迹, 博

物馆, 还有旅店和市政厅. 广场很大, 铺着有点儿历史了的石板路. 仔细看看, 好像没有

什么mm穿着高跟鞋以身试法, 估计即使有, 也已经骨折住院了.买了Gyros和 waffle 大吃

起来. 随意找了几家小店逛逛，买了个光屁股小孩。布鲁塞尔还是丁丁(tin tin)的故乡, Pei

自称自己是丁丁的大扇子(big fan), 可进了丁丁纪念品专卖店，一个劲儿说：这么贵，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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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了。一看就是追星追得一点儿都不真诚。往东北走了一个街区, 就到了 Galeries Royales 

St. Hubert, 它的设计很是出色, 玻璃天窗, 笔直而华丽的长廊, 两边的小店也是整齐又

优雅. 据说这里是欧洲第一条玻璃顶步行街, 想当初一定也是风光无限的时尚街区, 现在

仍如一近暮年的老妇, 风韵犹存, 只是青春不在.  

 

往王宫的方向逛去, 路过很多造型各异的现代雕塑和喷泉, 俨然和罗马那种沧桑和古老是

两个风格, 两个极端. 偶遇世界上 大的音乐乐器博物馆, 其建筑是典型的新文艺时期英

格兰建筑, 大楼上写着: New England, 蛮朴素的．随便看了看 Royal Palace 和 Park 

Brussels, 就沿着 Rue Royale 大道逛起街来． 

 

Lonely Planet 上说比利时两大纪念品又贵又值得买: 蕾丝花边和巧克力. 蕾丝花边小店随

处可见, 一块很小的花边也要 30 多欧元, 是在价格不菲, 我也只有福气做做 window 

shopping. 不过物有所值, 花边的设计真是精美, 一只小小的蝴蝶, 针脚的精细程度已经

超出了我眼睛的 resolution, 感叹现在的制作工艺已远远超出我想象的范围. 每个蕾丝橱

窗边都有一些女士驻足, 或多或少, 或年轻或年老, 或休闲装或职业装, 爱美之心啊~~ 

 

而巧克力店要首推 Rue Royale 上的 Mary’s， Virgin Express 的杂志上大大褒奖了这里

一番，说是比利时皇族 爱的地方，想来一定不会错．去得很是时候，还差半个小时关门．小

店不大，可巧克力的样式应有尽有．黑巧克力，白巧克力，酒心的，奶油的，脆皮的，夹果

仁的…, 不一而足．看着琳琅满目的巧克力, 我这个忠实的“追巧克力族”真有点儿不知所

措．索性叫了 Mix Chocolate, 一样尝一块，想象着能回家抱着盒子美美的一块一块品味，

我就忍不住笑出声． 

 

原子模型也是布鲁塞尔的一大特色. 我们坐了地铁到城郊就为去看看它. 这个为了 1958 年

世界博览会而修建的放大了 1650 亿倍的铁原子模型, 和布鲁塞尔第一公民正相反, 让我觉

得超乎想象的大! 站在底下特别有压抑感. 这个模型由铁架将九个铝制的大圆球组合而成, 

据说其中八个是科学馆，中央的是了望台兼餐厅，可惜我们去得不是时候, 都关门大吉了. 

九个大球很对称的排布着, 变换角度看, 原子模型就变换了模样, 俨然是个超写实主义的

现代化建筑。 

 

后的时光留给”吃”! 很多地方都提到过，比利时在欧洲是仅次于法国的美食国．可惜

我们只在这里停留一天，思来想去，这唯一的一顿饭怎么也要奢侈一点儿吧？天将晚的时候

走到了著名的餐馆一条街“肉铺街”，人还寥寥。欧洲人保持着吃晚饭偏晚的习惯，不过这

里的餐馆都已经开门，很多侍者站在门口招揽生意. 我们一家一家的走过去，欣赏着这条美

食大街。街上摆满了餐桌，火红的桌布和雪白的餐具相映成趣，每走过一家店， 我的食欲

就涨一点儿， 后到了我们看好的那家馆子，我已经完全不能自已了。点了洋葱汤， 鹅肝，

fish pot pie, 鳝鱼， 吃得很香。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这家店已经顾客盈门，生意很是红

火。而侧眼看别家，仍然顾客寥寥，侍者仍然跑出门外招揽生意。如此看来，这家馆子确实

不俗。 

 

匆匆忙忙走过了欧洲的首都,还颇有点儿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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