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国宫坐落在瑞士日内瓦东北部阿
丽亚娜公园内，与碧波万顷的莱蒙湖比
邻而居，同欧洲最高峰勃朗峰遥守相
望。今天，万国宫既是联合国系统内面
积最大的议事中心，每年举行近 9000 场
国际会议，被外交界称为“没有硝烟的战
场”，更是世界文化的大观园，其收藏的
艺术品数量之丰富、流派之纷呈、题材之
广泛，使其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多元文
化博物馆。

万国特色

1919年，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联
合国前身）决定建造一栋建筑，为“更稳
定的世界”提供一个协商场所。1927年，
国联组织了浩大的国际竞标，其任务书
写道：“万国宫，此次竞赛的目标建筑，是
要在日内瓦容纳国际联盟的所有成员。
它的设计应该满足，当涉及国际争端时，
成员国都能在一种普遍的、平静的氛围
中独立且顺恰地开展工作、管理和举行
会谈。”全世界建筑师踊跃递交了 377 份
方案，评审团觉得难以定夺，决定由 5 位
领先的建筑师合作一个建筑方案。这 5
位建筑师分别来自法国、瑞士、意大利和
匈牙利，既有战胜国，又有中立国，也有
战败国。

1937 年万国宫建成，其建筑形式采
用了当时流行的装饰派艺术风格，整个
建筑群呈“品”字形，中间为大会堂和诸
多会议厅大楼，而秘书处办公楼和图书
馆大楼则分居两侧。万国宫的建筑材料
颇有“万国特色”，楼外所用石灰岩来自
意大利，楼内柱子上的大理石来自瑞典，
地面上的大理石来自芬兰，墙面上的大

理石来自意大利，而棕麻地毯则来自菲
律宾。万国宫基石下还藏着一个小匣
子，里面装有一份国联成员国名单、一份
国联盟约以及国联第十届大会所有出席
国的硬币样品。

位于万国宫中心区的大会堂是万国
宫最大的会议厅，整体风格典雅简洁，注
重实用。大会堂共 6 层，有 1800 多个座
位，前部是代表席，后部是旁听席，配有
同声传译系统，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配
备同声传译设备的会议厅。除了联合国
自身外，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直属机构，
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
象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通常在此举行年会。

与大会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事会
厅的富丽堂皇。理事会厅采用咖啡和墨
绿色调，呈现出一种古典和肃穆的氛
围。横贯整个天花板的浮雕壁画画着宇
宙中5个巨人的5只巨手紧紧握在一起，
既象征着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团结与友
谊，也代表着正义、力量、和平、法律和智

慧的主题。这幅壁画问世后，即被拿来
与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上帝之手”
相比较，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会议厅
左右两侧的壁画分别描绘了战胜国和战
败国的景象，但内容都是无数战士的棺
柩、哭泣的家人，意在向世人表明，战争
没有输赢，对于参与者都是损失。今天，
这里是唯一全球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会议室。

别样风格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万国宫成为联
合国欧洲总部的所在地。此后，联合国
鼓励各成员国在保护好万国宫历史特色
的前提下，对一些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
进行翻新维修，使其发挥出更好的作
用。由于成员国分别承包了一些会议厅
的室内设计与装修，所以其室内风格也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万国宫新楼内的第 20 号会议厅就
是由西班牙设计装修的。会议厅的天花

板是一个面积达 1400 平方米、耗用 3.5
万公斤颜料喷涂而成的穹顶雕塑，也是
迄今为止联合国系统获赠的规模最大的
当代艺术作品。雕塑以铝合金为骨架，
利用融化的树脂自然下垂制造出“芦笋”
的造型。整个雕塑参差起伏、色彩斑斓，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突起代表着世界上
不同的民族和聚落。当人们从会议厅的
不同地方观赏这件作品时，看到的这些

“芦笋”也有不同的形状和颜色。这表示
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视角，看
待他人、他国和其他文化也会有不同的
感受。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
常年在此举行。

2002 年，经过多年的辩论和投票表
决，瑞士终于加入了近在咫尺的联合
国。为表示庆祝，瑞士政府出资重修了
会议代表休息时使用的“代表咖啡厅”，
此后该厅也被称为“瑞士厅”。2016 年 4
月，为彰显中国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中
国决定捐资翻修一间严重老化的会议
厅，使之成为具有完善设备的现代化多

功能会议厅，预计工程将于 2019 年年底
竣工。届时，万国宫将诞生联合国系统
首个以“中国厅”命名的会议厅。

国联自成立伊始，在举行磋商和谈
判来维护世界和平、化解纷争的同时，也
希望通过收藏和展览艺术家的作品，向
世人展现世界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揭
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人类对和
平的期盼。当时对捐赠艺术品的要求是
以“反战”和“呼唤和平”为题材。各成员
国积极响应号召，以国家的名义捐赠了
大量的艺术品，万国宫由此成为世界上
艺术品收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艺术殿堂

如今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虽然不断
增加，但各成员国仍沿袭着向联合国赠
送艺术品的传统，每个新加入联合国的
国家都会按照惯例向联合国赠送一件纪
念品。此外，每逢联合国系统重大庆祝
活动，各成员国也都主动向联合国赠送
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题材也突破了早
年的“规定”，变得越来越丰富。

目前，万国宫的藏品已达 1 万多件
（套），涵盖了联合国 80 多个成员国政府
及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主要包括雕
塑、壁画、玻璃画、挂毯、油画、水彩画、版
画、广告、漫画等；流派纷呈，从古典主义
到超现实主义不一而足；选用的材料从
油料、水彩、玻璃、真丝、毛线到泥土、砖
石、铁钉和宇航材料无所不包。万国宫
内大大小小的会议厅、走廊，甚至位于日
内瓦的其他联合国机构办公楼都成为收
藏和展现各种艺术珍品的殿堂。

2017 年 1 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日
内瓦总部赠送了“盛世欢歌”景泰蓝瓶。

“盛世欢歌”瓶高 1.76 米，主题图案由孔
雀、牡丹、玉兰、和平鸽等构成，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象征着安定祥和、繁荣发展。
此瓶的赠送，表明中国期待联合国为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弘扬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各国合作共赢作出更大贡献；中国
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为建设人类更
加美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

此前，中国还赠送过多个巧夺天工
的艺术品。在玻璃厅，可以看到 1984 年
由中国政府赠送的长 3.65 米、宽 2.75 米
的纯羊毛手工编织“天坛”挂毯。由于织
绣时巧妙的透视处理，无论从什么角度
看，天坛的中轴线总是朝向观看者，令人
叹为观止。1987 年，中国政府又赠送了
仿汉代青铜雕像“马踏飞燕”。最初也被
放置在玻璃厅，后被移至总干事办公楼
的中心位置，成为贵宾级展品。此外，万
国宫还有 3 件（套）中国赠送给国联的艺
术珍品，其中包括 1935 年赠送给国联的
一座高 1.63 米的景泰蓝瓶、一套丝绣组
画和一套湘绣组画。由于展地有限，这
些艺术珍品被“藏于深闺”。

在理事厅门厅的中心，摆放着一个
名为“生命的蓝色星球”的陶瓷大瓶。陶
瓷瓶于 1995 年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
由日本政府赠送，高约两米，瓶身是白色
搪瓷做底，深靛蓝色勾勒出一个地球的
图案，象征着世界和平和对环境的尊
重。在万国宫楼外的荣誉院，一个镀金
青铜浑天仪现已成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的象征。浑天仪包含着宇宙中65个镀
金的星座和 840 个银质繁星，象征着世
界的和谐文化，由美国威尔逊总统基金
会 于 1938 年 赠 送 。 距 其 不 远 处 则 是
1971 年由前苏联政府赠送的“人类征服
宇宙纪念碑”，意在纪念人类成功征服太
空。迄今为止，这组用宇航材料钛金属
制作的高28米的纪念碑和加加林塑像仍
是阿丽亚娜公园内最高大的“礼品”。

万国宫更像一个世界多元文化的博
物馆，展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艺
术的结晶，讲述着战争与和平的世界现
代史。

日本本州岛屋脊上的长野县，是日本有名
的长寿县，男女平均寿命均居日本第一，男性
为 80.88 岁，女性达到 87.18 岁。近日，记者走
进这个有名的长寿县，探寻日本人的长寿秘
密。

由于地处日本山区，远离海岸，缺少平原，
历史上长野曾经是日本最穷的地区，电影《野
麦岭》曾经把当地的少男少女翻山越岭外出打
工养家糊口的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今该
地区何以实现长寿健康？医疗保障、科学饮
食、老有所乐，可谓该地区健康长寿的秘诀。

日本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伴随而生的是全员体检。据佐久综合
医院名誉院长夏川周介先生介绍，最初的医疗
队坐着牛车走乡串村，去给百姓体检。上世纪
80年代虽然有了体检车，但医疗设备仍相对简
单。如今，医院专门建有体检科室，设备齐全
的医疗队每年巡回出检 300 次以上，该地区 8
万多民众都实现了每年体检一次。同时，医疗
队带去了医疗健康知识。针对当地体检中发
现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多发的问题，该医
院设立了农村医学研究所和农村保健研修中
心，从预防入手，将改变当地民众的饮食习惯
与生活习惯相结合，有针对性地研究、普及健
康生活知识，提高民众的健康意识。

由于当地处于山区，传统上民众饮食中的
酱类、腌制菜品较多，盐量摄入较高，因此造成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高发。近年来，医疗机
构和市民组织纷纷倡导低盐饮食，培训一些家
庭妇女成为“改善饮食生活推广员”。他们通
过举办健康讲座、料理教室等活动向民众推广
低盐饮食，使当地食盐摄入量大为降低。据
说，这些推广员去家庭走访时甚至携带盐量测
量计，这个像体温计一样的设备只要接触饭菜
汤汁，两三秒钟就能测出盐量是否在合理区
间。同时，他们设计的一些低盐、低热量、多蔬
菜的菜谱也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如今，当地
民众的人均蔬菜摄入量达到每日 370 克，高于
全国平均 3 倍以上。40 年前该县脑中风死亡
率曾居全国第一，如今降到了第13位。

老有所乐也是当地的一大特点。他们特
别强调健康中的长寿。据统计，长野县 65 岁
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全国第一，38%以上的男
性、19.7%的女性坚持每天工作。乡土料理工
厂小川庄专门制作当地特产的菜盒子、素菜
馅饼，84 名员工当中，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就
有 30 多人，年轻人负责经营业务，车间多是
老年人。该公司曾经规定 78 岁退休，但很多
老人要求继续留职。如今 92 岁的权田近芳老
爷爷坚持每天上班，劈柴烧火、翻烤馅饼的
手法依旧娴熟自如。86 岁的松本富士子奶奶
以自己包的薄皮大馅茄子馅饼自豪，称自己
包的馅多皮匀最实惠。在与记者聊天的过程
中，她手上的动作都没有停止。老人们说每
天出来工作是一个乐趣。其实，劳动中的快乐
也是他们长寿的秘诀。

走进长寿县
健康有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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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岁的权田近芳老爷爷坚持每天上班，

他娴熟自如地翻烤馅饼。

▲用盐量测量计接触饭菜汤汁，立刻测出

盐量是否在合理区间。

我被报社派驻到了素有“欧洲心
脏”之称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接到调
令时，忐忑是少不了的，因为包括欧盟
机构总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等
一批“高大上”的国际组织均在此，自
己是否能胜任繁重的新闻报道任务？
与此同时，一想到能够站在欧洲的心
脏位置，向国内读者介绍并亲自见证
许多的历史性时刻，我的内心又充斥
了些许兴奋甚至激动。

赴任布鲁塞尔前，我查阅了大量
资料：这是一座有183个国籍人士生
活、能在街上听到超过100种语言、容
纳了近2000家国际组织总部、同时头
顶比利时王国与欧洲联盟“首都”的

“国际化大城市”。不过，直到踏上布
鲁塞尔的土地后我才发现，即使按照
欧洲标准看，这座城市的规模也不能
称之为“大”，除市区内欧盟总部所在
区域林立了一些大型现代化建筑外，
布鲁塞尔市内的大部分楼宇和民宅基
本只有三至四层，并没有想象中“欧洲
首都”应该具备的“奢华”，总体略显朴
素与实在的城市建筑风格反倒使人备
感亲切。也正因为如此，在布鲁塞尔
的许多驻外机构人员与留学生习惯称
这里为“布村”。

虽然略显委屈地顶着“村”的头
衔，但布鲁塞尔的媒体曝光率却异常
的高，是全世界外国记者数量仅次于
美国纽约的城市。每当欧盟或北约举
办大型会议期间，涂着各色熟悉LO-
GO，来自世界各主要新闻机构的媒体
报道车便会将欧盟总部附近的舒曼广
场周围装扮得五颜六色，堪称一道奇
特的风景线。近年来，欧盟面临的内
外挑战渐显严峻，民粹思潮兴起，各种
利益游说组织与民粹政党示威游行亦
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欧盟举行的重要
活动，与记者们一起将欧盟机构的“外
围保护”进一步加厚。近日，欧洲议会
表决通过了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综
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在表决
当日，议员们在进入议会大楼时甚至
不得不跨过躺在地上抗议示威的贸易
保护主义组织成员。一位在笔者身边
的欧洲记者对此苦笑感慨：“这些年，
欧盟内部的向心力与活动抗议示威的
人数正在逐渐成反比。”

客观而言，欧盟内部的新闻部门
还是比较“照顾”记者的。各部门的每
日新闻通稿、大事通稿、背景介绍、影
音资料都可以通过欧盟网站便捷地获
取，新闻发布会基本能在申请通过后
自由参加。不过近年来，随着欧洲内
外安全形势的恶化，欧盟对记者进行
采访报道的准入与监督亦愈发严格。
正常而言，一名常驻于布鲁塞尔的综
合类媒体外国记者除了每年需要申请
比利时外国记者证、欧盟记者证、北约
记者证等年度常备证件外，还需要在
诸如欧盟领导人峰会这样的“大事件”
时再另外临时申请各种准入记者证，
以便参加记者发布会、采访或拍照。

比利时外国记者协会每年会为新
到任的外国记者安排为期一天的“培
训课程”，主要是由比利时与欧盟的新
闻官员介绍当地生活须知、新闻报道
规则、办理证件流程等事项。笔者在
上课时，一名美国记者始终表现活跃，
频频与讲课的欧盟新闻官员进行“一
对一”互动，希望了解如何通过“私人
关系”获取第一手新闻素材。后来，忍
耐不住的欧盟新闻官终于重申了“采
访纪律”，愤愤补充道：“同时我认为，
你们美国记者在一些问题上已经知道
的足够多了。”在场其他记者顿时发出
了会心的笑声。

在“欧洲首都”当记者是怎样的感受？

“布村”采访记
□ 陈 博

上图 1987 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赠送了仿汉代青铜雕像
“马踏飞燕”，成为贵宾级展品。

下图 “生命的蓝色星球”陶瓷大
瓶，1995 年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由日
本政府赠送。

右图 2017 年 1 月，中国政府向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赠送了“盛世欢歌”景泰
蓝瓶。

坐落在瑞士日内瓦东北部阿

丽亚娜公园内的万国宫

。

▲欧盟委员会门口摆放的“舒曼
基石”，旨在纪念“欧盟之父”法国人罗
伯特·舒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