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有许多桂冠，诸如时尚之都、文化之都、美食
之都等，但最让法国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世界艺术荟萃
胜地”。这种“荟萃”包容着多元艺术种类和流派，滋
养着这片散发艺术气息的国度。

漫步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莫奈花园等艺术博物
馆中会慢慢发现，法国人对艺术流派的接纳度很广，无
论是 19世纪以后的印象派、风景画派、野兽派，还是超
现实主义作品，都会有一批忠实的粉丝。这些爱好者有
时会在一幅画前久久停留，仿佛在画作前能够穿梭时

空，与莫奈、米勒、德加、梵高、毕加索、塞尚、马提
斯等画坛巨匠促膝交谈。如此“富氧”的艺术氛围也造
就和培养了法国人对艺术水准与价值的“挑剔感”。一
位西班牙年轻画家曾向笔者感叹：“得到了巴黎认可就
仿佛得到了全世界”。

这些年来，各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与现代艺
术纷纷走向海外，传递中国文化的“最强音”。在巴
黎，我发现，中国传统国画作为最富生命力的艺术形式
之一，越来越受到法国民众接受甚至热捧，时尚的法兰

西掀起了一轮“国画热”。
中西方画风迥异的文化碰撞激发更多艺术灵感。中

西方画作的差异虽然在客观上是由画作本身的形式所造
成的，但其背后体现的则是画风、画韵文化承载。西方
人喜欢用水墨色彩突出画作主题的光影灵动，中国人则
更强调用笔法、悟念在寸尺间传递意会哲学。在法国这
些国画“洋粉丝”中，有很多人是被其所代表的神秘东
方美学所吸引，从泼墨山水的传神线条到折枝花鸟的灵
动活泼，从水墨狂涂的宣泄奔放到万马奔腾的气势磅
礴，代表的都是西方民众所不常见的艺术技艺。国画背
后传递的画境精神，能够激起更多创作灵感。

有位熟知中国国画的法国画家曾对笔者说：“中国有
很多油画大师如徐悲鸿、吴冠中、刘海粟、林风眠，早年
都曾到巴黎学习交流，有意思的是，他们回国后并未成为
油画大师，而是凭借在法国汲取的艺术灵感为其国画造诣
增添灵感。同样，很多法国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地从中国国
画的技法与意境中获取灵感并融入到其创作中。”

中国国画成为法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很
多法国民众热捧中国国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承载了深厚的
中国文化，画作背后传递了对人生与艺术的深刻思考。有
正在学习国画的法国年轻人曾感叹：“在画国画时能够感
受到来自内心的平静，感受风景、植物、花鸟洋溢的郁郁
葱葱与生生不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艺术的伟大意义在于
它能显示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与热情的世
界。”也许在这一点上，中西方艺术没有隔阂与国界，人们
能够通过艺术家绝妙的笔触感受不同文明的魅力。在巴
黎书展一个展位旁，我曾看到一个法国小男孩生疏但认
真地用毛笔在宣纸上临摹笔帖。也许他并不明白诗句的
含义，也并不能感受到作者想要传达的感情，但那一刻他
的内心一定是平静且幸福的。我想这就是中法文化交流
的可贵意义，让彼此在碰撞中相互理解，在交流中互相欣
赏，为两国文化传承与发展埋下一颗颗充满生机的种子。

左图 一个法国儿童在临摹汉字。 李鸿涛摄

法兰西爱上中国画
□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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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圣彼得堡，印象冲击就是它
市容市貌的“旧”。我给家人和朋友发
信中都少不了这一句：“我在十八九世
纪的欧洲油画中行走。”

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以涅瓦大街、
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等为中心的老街区。坐地铁到涅瓦
大街以外的站下车，大多数街道就无古意，而主要是前苏
联时代的建筑——对中国人也还是能激发一种怀旧感情。

在瓦西里岛和涅瓦大街，一座接着一座的，都是沙皇
时代的旧宫殿、老房子和古建筑，至少在空间上，让你感觉
回到了二三百年前的过去——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
宙，宇宙（空间和时间）原本就是不能割裂的。冬宫的大桥
分割也连接着瓦西里岛和涅瓦大街。

瓦西里岛一侧的大学滨河路，一字儿排开的，是列宾
美术学院、缅希科夫宫、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化系、民族民俗
博物馆、动物标本博物馆，后边还有圣彼得堡科学院、科学院
图书馆，基本上全是沙俄时代的老宫殿。交易所大楼（海军
博物馆）对面，隔一条马路，就是两根高耸入云的海神柱，朱
红色，雕塑着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怪，突出的则是俄罗斯四条
河的神祇，不过其中一条河现在不属于俄罗斯而在乌克
兰。再过去，就是彼得保罗要塞所在的兔子岛了，岛上的彼
得保罗教堂金光闪烁——有点像北京展览馆的模样。

大学滨河路是在大学一侧的濒临涅瓦河的大路。走
过冬宫大桥，来到大学滨河路对岸，叫库图佐夫滨河路。
往前走是笔直的涅瓦大街，大街口临河两侧，一边是冬宫，
另一边是帝俄时代的海军部（今为海军学院）和伊萨柯阿
大教堂，教堂前就是青铜骑士雕像和十二月党人广场。

刚来的几天，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青铜骑士像下瞻仰流
连，漫步十二月党人广场，发思古之幽情。自己的脚实实
在在地踩在十二月党人广场的地坪上，我看见两对俄罗斯
新人在青铜骑士像前拍摄接吻的纪念镜头，聚观的亲友鼓
掌欢呼，一个小乐队在旁边吹号拉琴，那是几个身着 18世
纪欧洲服装专门从事这种职业的乐手。

古老的圣彼得堡还保有古旧的容颜。从涅瓦大街一路
走下来，一直行走到抗议广场和莫斯科火车站，沿路都是老
房子、老建筑。朋友告诉我这一座大厦是过去贵族的旧宫
殿，那一处楼房是往昔的国会所在地，还有那隐藏在大街小
巷中的普希金的故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涅克拉索夫

的故居、阿赫玛托娃的故居⋯⋯更不用说随处可遇到的18
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小桥流水人家”和教堂⋯⋯慢慢探索
寻访吧，摘录几段俄语导游书上的介绍，为了学俄语，我查
字典一字一句翻译出来，别有一番意味：

圣彼得堡是精心策划的产物。每一处都那么自然巧
妙，仿佛天造地设：街区、巷道，还有笔直的长街，和谐地点缀
穿插着塔楼、旗杆，以及东正教教堂的圆屋顶。18世纪的圣
彼得堡，是让人浮想联翩的，那时没有汽车流，人们还习惯于
在俄罗斯老城蜿蜒曲折的小街小巷中穿行来往。

圣彼得堡的一个基本城建设计，是“涅瓦大街三叉戟
模式”：在阿德默勒尔蒂街的三岔口，分出三道光束般射出
的街道：涅瓦大街、戈罗霍沃小街和耶稣升天大街。在这
三条主要的大街中间贯穿着三条河流，构成弓弧形的城市

中心。这三条河流是：莫伊卡河、格里
博耶多夫运河以及喷泉河。不过最重
要的“街道”是涅瓦河，它把拉多日丝
可额湖和波罗的海的芬兰湾连了起
来。这种城市空间中心设计的微妙恰

恰在于：城市主要建筑构成了城市的宏伟门面。
圣彼得堡还有另外一个特色，从一开始营建，就禁止

使用木头作为建筑材料，从而颁布了著名的“石头税”：每
一个要到这个城市工作的人，都必须运来规定数量的石
料。这个原本“木质的”城市就这样收到一块又一块石砖，
把自己变成了“石质”。

这样做是考虑到海洋性气候这一因素。首都是一座
“酷”城。既有北方的寒冷，又有海洋的潮湿，二者互为表
里。何况圣彼得堡的气候变幻无常，一年顶多有50多天朗
朗晴空的全日照。

这个城市是彼得大帝 1703 年挥洒的大手笔，辉煌的
杰作。在这座充满古意的老城市里徘徊，你会明白俄罗斯
人为什么要恢复它的原名：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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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茶
□ 天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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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归智

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欧洲人也在好几个
世纪之前就喜欢上了这种饮品。但欧洲人喝茶的确与中
国人有很多不同之处。

据说，喝茶最早是 16 世纪中期葡萄牙的传教士们带
回来的习惯。很快葡萄牙国王的女儿就上瘾了。在她据
说有 50 万英镑的嫁妆里，就有一箱子茶叶。一个世纪以
后，英国成为对茶最热情的欧洲国家。而法国人则表示：
我们只有喝不起红酒的地方才喝茶。

在饮茶习惯上，欧洲人大体相似，但和中国古人就相
去甚远了。根据《茶经》记载，古人煮茶时除了加盐，还有
的人会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欧洲人直接把他

们喝咖啡加糖加奶的习惯嫁接过来。英国人本来进口的
绿茶要多于红茶，但是由于茶叶税太高，红茶开始慢慢地
成为主角。机缘巧合撮成了红茶与奶糖的神奇配对。

在中国文人眼里，爱喝茶的都是君子。在英国文人
看来，却不是这样的。那个编大英辞典的塞缪尔·约翰逊
就说过：“的确不指望他们（喝茶的人）身上，还存在任何
正气。”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导向，茶在欧洲的普及越来
越趋向功用性，茶之仙气基本上看不到了。茶在欧洲，尤
以德国为典型，最流行的要算感冒茶和花果茶。

陆羽在《茶经》里曾说，茶可以缓解四肢疲乏、止热凝
闷，但如果喝的不是好茶，还会生病。西方医师则爽快得

多，英国 17 世纪作家、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里写
道，他某天看见妻子在泡茶，就是因为药剂师告诉她，喝
茶能治感冒。事实上，至少在德国，如今走进任意一家百
货食品店，都能在饮品区域找到感冒茶，并且广受欢迎。

花果茶是欧洲饮品区的另一大特色。实际上中国人
早在明朝就出现了将花瓣掺入茶中制成的花茶。古人会
在茶叶中加荷花、玫瑰花、栀子花、橙花，经过一定比例配
置、水煮、烘干。凡事到了德国就简化许多，德国花茶或
花果茶，是用各种花瓣加上苹果、山梨等果干做成的，一
片茶叶也没有。品中国花茶，要从茶叶中品出花香。喝
德国花茶，得从茶杯中寻到花瓣。有不少花茶虽然做成
了袋泡茶的形式，但你能从袋子中看到配方，干果花瓣一
览无遗，方便你随时给消费者协会投诉。这种花果茶的
口感更浓郁，而且宜加糖来遮掩涩酸味道，很合女子和小
孩的口味。

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但郁金香可不是想看
就能看到的。一年四季，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
全球最大的球茎花园——库肯霍夫公园（Keu-
kenhof）只开放两个月左右。

我们一家三口刚到阿姆斯特丹，老公就说：
“不知道能不能赶上看郁金香！”

“在拐角处遇到你”的奇遇发生了。就在街角
转弯处一家旅行社门口，一条醒目的广告吸引了
我：库肯霍夫公园最后一天！走进旅行社，工作人
员说：“你们很幸运，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再看就
要等到明年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随着一群游
客登上大巴车。

库肯霍夫公园有“欧洲最美丽的春季花园”的
美称，占地面积 32 公顷，花朵总数 600 万株，其中
半数为郁金香。库肯霍夫花园内郁金香的品种、
数量、质量以及布置手法堪称世界之最。园内仅
郁金香就有 140 余种，数量更是高达 450 万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郁金香都是难得一见
的珍稀品种，全部由手工种植。库肯霍夫公园以
姹紫嫣红的鲜花迎接游客，由各种色彩组成的郁
金香、风信子、水仙花以及各类的球茎花构成一幅
色彩繁茂的画卷。

我们漫步在这个五颜六色的花海中，每一丛
绿叶簇拥着一朵朵杯状的鲜花，红的如火，黄的似
金，白的赛雪，更有那紫的、黑的、蓝的品种，一朵
朵、一丛丛，在阳光下争相斗艳。工作人员介绍，
郁金香每种颜色都有个美妙动听的名字和象征。
库肯霍夫花园每一年的主题各不同，今年活动主
题是荷兰设计。公园特别用花拼出抽象派画家的
画作。除了花卉，公园内还放养了 30 余种鸟类和
小动物，水池中有天鹅在悠然游弋。

为什么郁金香花园选在库肯霍夫？工作人员
介绍说，15 世纪时，库肯霍夫原本是一位女伯爵
的狩猎领地。女伯爵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
调食用的植物，而将这个地方命名为“Keuken-
hof”库肯霍夫。库肯霍夫在荷兰文的原意是“厨
房花园”，是“keuken(厨房)”与“hof(花园)”两个词
合起来的意思。

在 17 世纪，一只只小小的郁金香球茎使荷兰
备受世人青睐。1636 年，郁金香已经在荷兰阿姆
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1637 年 2 月，一只

“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的售价高达 6700 荷兰
盾。这一价格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
豪宅！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150 荷兰
盾。在这股狂热到达巅峰时，人们不仅买卖已收
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 1637 年将要收
获的球茎——球茎的期货市场就这样诞生了。历
史上著名的 1637 年荷兰的郁金香投机泡沫轰动
了世界。

我了解到，现代库肯霍夫公园的雏形是德籍
景观园艺家左贺特父子于 1840 年设计的。公园
整体景观设计以英式风格为主：高大的乔木、蜿蜒
的小径、青翠的草坪、幽静的水池，当时种下的树
木得到了管理者精心养护。每隔 5 年，就会有一
架小型飞机飞到公园的上空拍摄红外线照片，通
过照片来检查是否所有的树都保持健康。

1949 年，一群荷兰球根种植者想建立一个开
放空间式的花卉展览场地。于是将库肯霍夫规划
成为可以供游人参观的花卉展示区，以便长期发
展球根花卉事业。起初只有 40 家企业参加此项
活动，现在已经增加到上百家。

今天，全球有 8000 多种郁金香品种，荷兰拥
有全世界 62%的郁金香球根，大约有 30 亿株郁
金香。每年 9 月底至初霜来临之前，各个花卉供
应商会挑选各自最新最好的球根花卉品种，按照
公园事先规划好的位置和图案种植下去。过去
几十年里，库肯霍夫公园逐渐成为荷兰最具魅力
的景点之一，已吸引了近 4500 万名游客前来游
览赏花。

郁金香属于长日照花卉，性喜向阳，不仅用于
观赏。1981 年，一位荷兰园艺家威尔德将其培育
出来的栽培品种命名为“詹姆士·帕金森郁金
香”。2005 年，国际组织将红色郁金香选为帕金
森病的象征。如今，这种郁金香被指定为“国际帕
金森病日”的标志物，为有关国际组织广泛运用。

郁金香装点

的美丽画卷
□ 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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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珍稀品种，而且全部手工种植

库肯霍夫公园盛开的郁金香。

陈 一摄

这是俄罗斯圣

彼得堡涅瓦大街。

圣彼得堡位于

波罗的海芬兰湾东

端 的 涅 瓦 河 三 角

洲，是俄罗斯历史

文化名城，以精美

建筑闻名于世。该

城 于 1703 年 由 彼

得大帝奠基，故称

圣彼得堡。

吴 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