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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培训课程计划 

 

一、培训课程包 

6 月 23 日——— 7月 8 日（两周） 

地点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以及布达佩斯、林茨、萨尔斯堡、慕尼黑

等地进行了考察 

目标 

为深入推进艺术设计教育的国际化，打造一支具有“国际视野、

双岗双馨、异质互补”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学习他国艺术设

计教育的优秀经验，故遴选 21 骨干教师进行此次奥地利学习培训考

察。 

这一项目从教师和学员互动的角度出发，主要通过讲座、演示、

参观、毕业典礼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方式将学员置身于奥地利文化艺术

教育体系中，充分了解奥地利的艺术设计教育，政府与文化艺术关系，

以及艺术设计与自然、社会的关联。 

考虑到苏州工艺美院教师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此次培训项目所

涉及的领域涵盖广泛，包括艺术与社会设计、建筑艺术与社会需要、

公共艺术服务与项目介绍、艺术设计与环保、政府与文化艺术关系，

多媒体艺术设计与社会发展等，学员们在了解到奥国艺术类课程设计

和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对探索本校本专业课程合理化设计、教学管理、

师生合作、艺术教育方式等有了更广阔的思路和空间。 

基本信息 

   学校对学员此次学习非常重视，负责培训的有校方人士。校长、

副校长、外办主任、版画系主任、社会设计学院教授、美学部主任、

收藏馆馆长等来自各个艺术专业领域。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负责提供

中/德文翻译人员，为在校培训期间进行翻译。在匈牙利、萨尔茨堡、

林茨、慕尼黑，则有澳中友好协会会长金玲联系的导游李和杜非教授

随行翻译。 

二、团队日程安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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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 日期 活动日程 

1 6.23 周日 从上海转法兰克福至维也纳，入住 NH Hotel Belveder    

2 6.24 周一 上午：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外办主任介绍本校历史和现状 

下午：社会设计学院教授 Prof.Anton falkeis 讲座“艺术与社会，

提供全新的社会设计学院教学方向及理念” 

3 6.25周二 上午：Mag.Bernhard Kernegger,讲座“专业学院的学科结构和发展”；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校长 Dr,Gerlad Bast致欢迎词, 

下午：副校长,Barbara Putz-Pleko 介绍美学，艺术教育及艺术信息，

参观艺术大学年展 

4 6.26周三 上午：美学部主任 Boris Roland Manner“艺术与社会‘ 

下午：版画系副教授 Mag. Michael Schneider”绘画和版画专业信息

及基本课程跨媒体构架与思路’ 

5 6.27 周四 上午：艺术家介绍时装专业教学模式和目的 

下午：建筑学院教授：Dr.Karin Raith 介绍建筑硕士专业的各种课

程模式和实践项目 

6 6.28周五 上午：参加艺术大学授学位仪式并参观应用艺术博物馆 

下午：参观让·努维尔（法语：Jean Nouvel)，法国建筑师。高当设

计商店与豪华酒店 

7 6.29 周六 全天参观匈牙利布达佩斯 

8 6.30 周日 上午：参观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MAK Museum) 

下午：参观维也纳家具历史博物馆 

9 7.1周一  访问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听取讲座“政府与文化艺术关系，

文化项目的投入与服务，艺术品收集管理与使用” 

10 7.2 周二 上午：考察设计公司或工作室 

下午：参观时装设计工作室 

11 7.3周三 全天参观维也纳品牌村 

12 7.4周四 上午：参观奥地利林茨著名多媒体艺术博物馆 

下午:参观奥地利 salzkammergut 湖区，圣.沃夫冈湖及古镇、月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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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5周五 参观萨尔茨堡市容，现代艺术博物馆 ，莫扎特出生地等 

14 7.6 周六 参观阿尔卑斯山自然博物馆有课 

15 7.7周日 前往慕尼黑 

16 7.8周一 上午：参观慕尼黑市容 

下午：从弗朗茨约瑟施特劳斯机场登陆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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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个人学习设计 

 

根据学院整个团队的培训方案，结合自身的教学科研工作需要，

特拟定个人学习计划如下： 

 

1. 在了解奥地利教育体系，探索奥地利设计艺术教育和产业的

基础上分享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艺术和设计教育资源，了解维亚纳应

用艺术大学课程体系建设情况。 

 

2. 学习不同的教学方法，探索项目工作制、教学计划的制定、

师生合作、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核心内容。 

 

3. 充分观察、体验并探索维也纳的艺术教育体系，从哲学、历

史、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充分了解奥地利文化，对比中

奥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差异对艺术类高等教育教学产生的影响和借鉴。 

 

4. 具体了解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专业课程的开展情况，包括教

学管理、师资培训、教学评价与课程评价、项目工作制等，重点关注

专业课程和项目工作制中渗透的人文理念，搜集相关资料，为艺术设

计专业的素质育化课程实施和评估做好准备。 

 

5. 在参观匈牙利布达佩斯、德国慕尼黑的同时，了解这几个国

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为自身专业的教育教学准备充

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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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学习日志 

 

6 月 23 日/周日 

 

航班：德国汉莎 LH 729 

启程：13：15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早上 8:30 从学校出发，2 个多小时之后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12 点 45，我们从上海浦东机场登机，坐的是德国汉莎航班。按

照预定的时间 13 点 15 分起飞，结果天不从人愿，上海浦东机场下起

毛毛细雨来。由于交通管制，再加上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伴随着雷电

交加，我们在航班上一直呆了 4 个多小时，最后宣布此次航班取消。

机场封闭。 

 

             上海浦东机场淫雨霏霏 

         

第一次出行不利，好在航班为我们准备入住的宾馆是四星级的铂

钿宾馆，吃住都让人满意。 

6 月 24 日/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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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大早我们吃过早餐后，坐着航班安排的大巴去浦东机场，

将昨天的换票、安检程序又重新复制了一遍，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搞定。

只能互相理解，那些服务人员也挺累的。 

大概 10 点左右我们登上了昨天的飞机，不同的是座位略有所变

动。我的座位依然是靠机窗但是靠近机翼，飞行的时候噪音还是很大

的。10:35飞机终于起飞了，在经过十分钟的地面逡巡之后，终于升

上了天空，穿过了重重云层，一直升向蔚蓝的天空。大片的云海就在

我们的底下，些许白云漂浮在空中，让人恍惚间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此次航班从上海飞到德国法兰克福，然后再转机到维也纳，途中

经过北京、蒙古、俄罗斯、中东、德国柏林、波兰。当地时间 3点多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入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单独和入境询问处的官员交流的，用的

是英语，所以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好在最后大家都顺利地过关

了。同行的有几个老师因为换票的缘故上了另一趟飞机，比我们晚了

50 多分钟，我们最后是分两批到维也纳机场。 

当地时间 16:45，我们从法兰克福机场飞到维也纳，1 个多小时

的航程，还是可以接受的。接待我们的是澳中友好协会会长金玲女士，

一个来自四川成都的典型的中国人，还有她的儿子家金·顾和漂亮的

女同学程夕娅。我们后来在维也纳的参观学习一直都是由他们作陪。 

我们入住的维也纳 Rennweg 的 NH 宾馆，位置极为便利，附近就

有好几个景点，美景宫和美泉宫下宫。金玲女士做东，在附近的东海

饭店——一家中国餐馆招待我们。然后，大家各自入住，休整。 

 

6 月 25 日/周二 

早晨，不，应该说凌晨 3 点多我就醒来了，可能是时差适应的缘

故。维亚纳比北京要晚 6 个小时。 

8：30 大家在宾馆前集合，整装待发奔赴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开

始第一天的参观学习。 

上午：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听讲座 

因为航班耽误的缘故，昨天缺了一天的课，所以今天的讲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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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紧凑。 

 9:00-10:00，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二楼会议室，维也纳应用

艺术大学教务秘书 Bernhard kernegger 先生给我们做了题为《维也

纳应用艺术大学学科结构和发展》的讲座。 

Bernhard kernegger 先生年纪甚轻，人虽有点腼腆，但言谈自

信。他先就奥地利各个大学概况做了简单介绍。大学改革从 1961 年

开始，主要是协调学生、老师和教授的关系以及课程的修改。2002

年，出现新的情况，以前是文化部管大学，现在大学变成独立的学院，

课程计划、课程内容、教学等完全由每个大学自己决定，如同大企业

一样，大学可自由决定和谁打交道，以及合作的方式。文化部每三年

做一个合同或伙伴合同的方式，同大学合作。文化部、教育部、大学

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因为大学的经费由文化部提供，因此，大

学每三年要做一个报告，由文化部评估。 

      

教学评估工作委员会作的报告：课程评估和教学质量评估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成立于 1867 年，称为“工艺美术学校”与

“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 ，这在当时欧洲大陆上算是一项创举。

该校 1941 年成为高等学府；1970 年被授予大学称谓；直至 1998 年，

正式更名为“应用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 

现如今，该校教职员工有 340 余位，有 2000 多学生。课程质量

是学校改革的关键，课程设置由教授、艺术家、学生一起讨论。讨论

的内容包括：课程（Course）、项目（Program）、组织结构（Organization 

structure）、师资继续教育（Personal staff developme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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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学校有了课程委员会，负责讨论课程内容和评估。其成员组

成有教授、学生和其他人员（如社会上的艺术家），各占三分之一。

学生委员由学生会选举产生。评价有教学评价和课程评价，相对而言，

教学评价比课程评价更重要，由此成立了教学评估工作组。对于课程

评价，则设置了 12 个课程委员会。这种教学评价主要的目的是提供

信息，帮助教师改进教学质量，而不是惩罚。 

对于本校的学位授予和学制长短，Bernhard kernegger 先生作

了简要介绍。学位主要分为两种：M 和 D。M 为硕士学位则要求报考

者应当具有学士学位；D则既可为学士学位专业也可为硕士学位专业。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学生可以上技术类的大学变成工程

师，然后再来学校学习设计。他还强调，学校开设的工程专业，强调

的只是设计（design），与苏州工艺美院专业设计既强调设计，也有工

程实践这块有较大差别。 

 

 

 

之后，学员们

积 极踊跃地就感兴

趣 的话题提问，对那

个 翻译格鲁斯女士

我 们不停地用自己

熟 悉的话语矫正，现

场 轻松活跃。 

10:00-11:00，此次学习活动的奥地利校方联系人、维也纳应用

艺术大学版画系主任 Michael Schneider 先生给我们做了题为《维也

纳应用艺术大学的专业设置》的讲座。该校分专业方向如下： 

 
Study Programme Department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1 (Zaha Hadid) 

Architectural Design 2 (Greg 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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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Design 3 (Hani Rashid) 

Fine Arts and Media 

Art 

 

Art & Science (Virgil Widrich, Georg Glaeser) 

Stage and Film Design (Bernhard Kleber) 

Digital Art (Ruth Schnell) 

Photography (Gabriele Rothemann) 

Graphics and Printmaking (Jan Svenungsson) 

Painting (Johanna Kandl) 

Painting and Animated Film (Judith Eisler) 

Transmedia Art (Brigitte Kowanz) 

TransArts-Transdisciplinary art (Stephan Hilge, 

Roman Pfeffer, Nita Tandon) 

Landscape Art (Tony Heywood, Tim Richardson, Martha 

Schwartz) 

Media Theory (Peter Weibel)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1 (Paolo Piva) 

Industrial Design 2 (Fiona Raby) 

Graphic Design (Oliver Kartak) 

Graphics and Advertising (Matthias Spaetgens) 

Landscape Design (Mario Terzic) 

Fashion (Bernhard Willhelm) 

Theory and History of Design (Alison Jane Clarke) 

Computer Studio (Helga Rössler) 

Video Studio (Wolfgang Neipl) 

Art Sciences and Art 

Education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for Art 

Education (James Skone) 

Art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Barbara 

Putz-Plecko) 

Textiles-Free, Applied and Experimental Artistic 

Design (Barbara Putz-Plecko) 

Specialist Didactics (Ruth Mateus-Berr) 

Cultural Studies (Roman Horak) 

Art History (Eva Kernbauer) 

Philosophy (Univ.-Prof. Dr. Robert Pfaller) 

Art and Technology 

  

 

Life Drawing (Josef Kaiser) 

Archaeometry (Bernhard Pichler) 

Conservation Sciences (Johannes Weber) 

Book Art (Andrea Frankl) 

Printed Graphics, Reprographics and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Jan Svenungsson) 

Geometry (Georg Glaeser) 

Ceramics Studio (Cécile Dujardin) 

Wood Technology (Reinhold Krobath) 

Metal Technology (Roman Hegenbart) 

Technical Chemistry - Art & Science Visualization 

(Alfred Vendl) 

Textile Technology (Ute Huber-Lei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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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and Society 

 

Ar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Boris Roland Manner) 

Social Design (Anton Falkeis) 

Creative Writing (Ferdinand Schmatz) 

Gender Art Lab (Marion Elias) 

Collection and 

Archive 

(Patrick Werkner) 

 

 

 

           版画系主任 Michael Schneider 先生（左） 

 

   13:30-14:00，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二楼会议室，维也纳应用

艺术大学校长 Gwelad Bast 先生向我们致欢迎辞，并接受了我方赠送

的礼品。校长就学校办学宗旨作了简要介绍，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艺术的作用是引起人的观念的变化，改变人进而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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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丽华书记向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校长 Gerlad Bast 先生赠送礼品 

    14:10-15:30，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副校长 Barbara Putz-Pleko

女士给我们作了题为《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科研与教学——以美术系

为例》的讲座。Barbara Putz-Pleko 女士穿着印度服饰的衣服，为

人随和，讲解详细而认真。她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也是该校学生，毕

业后留校任教，现为该校副校长、两个系的主任，负责科学研究和教

学质量控制，主持项目《美术与对话》。她又带着我们参观了学校美

术系一年级工作室。她谈到项目工作制，学生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

自由与本校系或其他学校以项目的方式合作，具有较大的自由。作为

任课教授的她自己也乐于和学生沟通、联系和交流，达成共识或理解。                     

      

  Barbara Putz-Pleko 女士为我们认真讲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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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最后一个讲座，是该校的社会设计学院教授 Anton 

Falkeis先生给我们作的《艺术与社会：全新的社会设计学院教学方

向及理念》Anton Falkeis 曾在南京大学做过一年客座教授，他也是

一个建筑师，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他指出 Social design 这个专业

是该校首创，随即就课程的建立、安排和结构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

为美术是一个城市新的形式，也是随着城市的需求应运而生。社会设

计只要是与艺术有关的都包括在内，但它与城市学不同，与单纯技术

的解决用不同。任何专业方向的学生、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都可

以来学习。教学采用上课分组讨论来解决问题。项目制的学习，主要

由 3 个学生完成，学生自己做，编写文件、手册之类的，教师、教授

作指导。在讲座中，Anton Falkeis先生还举了个案例，例如维也纳

要建成最大的火车站，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就这

一点而言，其实与我在研究生时候学的社会学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

与艺术设计关联而已。 

     

  Anton Falkeis 先生谈笑风生语言幽默      

 

6 月 26 日/周三 

   

  上午：美术学院院长 Boris Roland Manner 先生讲座《美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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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 

   上午是由学校美术学院院长 Boris Roland Manner 先生给我们学

习团作了《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Boris Roland Manner 先生

曾教过哲学。他引用胡塞尔的话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鸿沟，但却

强调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话引起了董波博士的兴趣，董波随即就哲

学、历史、文化向院长提出问题，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后来，干

脆撇开格鲁斯翻译，用英语对话起来。在座的我们面面相觑，最后还

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才停止了这场“对话”。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学习过

程中看的较多的一个小插曲。 

    

   讲座中的 Boris Roland Manner 先生 

 下午：参观美术系工作室和版画系工作室 

下午，我们在 Michael Schneider 教授的陪同下，到美术系工作

室参观了学生的毕业作品，并逐项听取了创作者对作品的讲解和汇

报。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学生非常注重观念的表达，强调思辨能力，

他们的美术作品通常须经解释才能为观众理解，具有将视觉对象（如

画作）与听觉对象（如言语）混同的倾向，这或许是德语民族的共同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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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00，我们参观考察了学校的版画工作室，依然是版画

系主任 Michael Schneider先生陪同，他对版画系作品作了重点介绍，

包括版画的技术问题。我们学校虽然没有版画系，但是同行的朱青老

师就是学版画的，所以临走前，施耐德先生还现场送了朱青老师一本

版画方面的书，令我们好生羡慕。 

       

  版画系主任 Michael Schneider 先生给学员们认真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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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系主任 Michael Schneider 先生给我的签名（德文）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教授为我们讲解的工作室，一个男学生

坐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刻印版画，丝毫不为我们的在场而转移目标，不

由得让人赞叹其学习的高度专注力。 

 

 

6 月 27 日/周四 

 

上午：参观学校校舍，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和收藏馆 

上午，Michael Schneider 先生和格鲁斯翻译陪同我们参观了学

校校舍，包括教学楼、行政楼和图书馆等地，还专门参观了当年 Oskar 

Kokoschka 学习过的画室。Oskar Kokoschka，是奥地利著名艺术家、

诗人和剧作家，以其表现主义的肖像画和风景画著称。 

 

学校的玻璃屋顶              Oskar Kokoschka 学习过的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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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学校一楼陈列的竟然有中国的艺术书籍，还有偶然

发现的一张报纸上刊头中出现的章子怡形象。在异国他乡看到与中国

有关的人和物都让人倍感亲切啊！ 

学校图书馆建于 1493 年，现有藏书 80000 多册，并有 200 多种

艺术杂志，是奥地利艺术学和建筑学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参观的时

候并未感觉藏书之多，但图书馆老师谈及藏书时言语中透露的自豪感

我现在还记忆犹深。 

离开主校区之后，我们接下来参观学生作品收藏馆，看他们收藏

的作品。馆长很儒雅，为我们介绍收藏的各种版画，尤其是 Oskar 

Kokoschka 的石版画。Oskar Kokoschka 是该校的毕业生，他曾经在

布拉格和其他表现主义艺术家组织了一个“柯克西卡帮”，他钟情于

描绘人物，我们在收藏馆看到的石版画大多以描绘人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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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藏馆到我们就餐的中餐馆途中，我们还抽空

看了多米尼克大教堂（Dominican Church, Vienna）。

这是我们此次学习考察活动中，进入的唯一的巴洛克

风格的教。多米尼克教堂建于 1631 年，建筑风格为

早期巴洛克式，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内的灰泥浮雕和

大型祭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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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们又回到主校区的建筑系工作室，参观毕业生的作品，听

取老师对作品的讲解。毕业生 Bence Pap 使用 PPT为我们讲解了有关

“未来建筑”的理论与实践。他说学校建筑系目标是在将来做个实验

室，这样可以实施各种各样的项目和实验。尝试新鲜的概念、方式和

方法，不是为了在理论上要达到怎样的高度，而是能付诸于实践。所

以学校的教授自己本身也是建筑师或工程师。学生学习的内容一是理

论，二是把自己的概念、技巧、结构融合在一起，建立起自己独有的

东西。建筑系的学生有各种层次的，大家坐在一起，为某个项目讨论

以及实施，这样就可以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目的。采用灵活的

教学方法，第一步要教会学生学习基础，以及新的与电脑等相关的东

西。第二部是教授学生认识将来的需要是什么，因此这就要求学生在

头脑里有一个观念。入学学生要通过考试，如编写文件，对项目的构

想以及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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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周五 

 今天一早被告知参加学校毕业典礼现场,我们都很重视大家都

穿上了正装.上午 10 点钟,我们来到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大厅,外面

早有很多穿着隆重的老外在外面等着,有不少还带了孩子来此参观.

这次校方的毕业典礼除了邀请各方人士,也有非学校的社会人员自愿

参观.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在和谐的音乐声中开始了,显得既隆重又轻松.校长给

各系毕业生亲自授予学位证书,右上图中那些坐在前排,手上拿着红

色证书的就是该校的毕业生.人数不多,有的系甚至只有一个拿到了

学位证书,充分说明了学校对毕业生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在观看毕业典礼的同时，我们还参观了典礼厅一旁的收藏馆。藏

品主要以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家具居多，还有 19 世纪奥匈帝国收藏

的中国工艺品。一想到历史上，奥匈帝国也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我

就愤怒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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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参观史蒂芬教堂（Stephansdom / St. Stephen's Cathedral）。史蒂芬教

堂位于维也纳中心，是维也纳的地标。它始建于 1137 年工），10 年

后完工。14 世纪鲁道夫四世公爵命人按哥特式样式扩建。二战时尽

毁，后按 14 世纪样式原样重修。我们参观的时候，教堂仍在维修。

教堂最有特色之处在于南塔楼与北塔楼不对称。内部陈设则显示出巴

洛克风格，注重雕塑，透光的窗花玻璃显得比法国同类教堂简朴。 

  

             史蒂芬教堂位于商业街道 Walking-street 中心  

随即我们在翻译杜非的带领下，参观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努

维尔（法语：Jean Nouvel)设计的一个高档商店与豪华酒店，1 到 17

层的店铺，相当于国内的家居生活馆。在 17 楼，还可以看到整个维

也纳城市的全景。 

晚六点，我们与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新老负责人在维也纳

最好的中餐厅共进晚餐，金玲女士陪同。孙丽华书记代表学校向奥方

人员赠送了礼品。我、刘春华、朱青、陆明辉、罗振春老师先后分别

就哲学、文学、平面设计、油画和首饰设计等方面的内容，与罗伯特

先生和卡琳女士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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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罗伯特先生与卡琳女士（左起） 

6 月 29 日/周六 

 

匈牙利布达佩斯：文化之旅 

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距离维也纳大约 276 公里，需要 3个多小

时的行驶。由布达和佩斯两部分组成。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一路上，

到处可见漂亮的中欧田野。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百上千的风力发电机，

虽说节能环保，但李导说其制造成本很高。一座风力发电机终身所发

的电的售价，还不及其成本价格。从中我们也处处可见西方发达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和切实实践。 

匈牙利的建立者叫做马扎尔人，也叫马加罗，Hugary。马扎尔人，

从人种上来说，不是欧洲人。匈牙利语不属于欧洲任何一个语系。也

有一种说法：匈牙利人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后代，匈奴越过了

高加索山脉，由东至西，经过了几百年的迁移才来到欧洲的。大约在

1100 年前，圣伊斯特万，是匈牙利的缔造者，当时 7 个部落的人来

到多瑙河，游牧为主，周边的欧洲人不欢迎他们。后来圣伊斯特万发

现欧洲人都信仰宗教，后来就派特使去罗马请求教皇皈依宗教才得以

慢慢扎根。 

布达佩斯以多瑙河为界，西为“布达”，东为“佩斯”。布达地势

较高，可俯瞰佩斯。布达的词义是炉子，气候炎热，平均比维也纳高

2.3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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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处可见的风力发电站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渔人堡。渔人堡得名于渔民行会。这里最早是

鱼市，渔民们在布达城堡山修了一段城墙以作防卫，现在则是一座观

景台，可嘹望多瑙河及其东岸的佩斯。现存建筑为新哥特式和新罗曼

风格混合风格，由匈牙利建筑师老舒勒克（Frigyes Schulek）设计

建造于 1895-1902年。二战期间

几乎尽毁，1947-1948 年之间，

老舒勒克之子小舒勒克（János 

Schulek）负责了重建工程。渔

人堡共有七座塔，代表公元 896

年定居喀尔巴阡盆地的七个马

扎尔人（古代匈牙利人）部落。 

     堡内还有一尊匈牙利圣人

伊什特万一世骑马铜像，立于

1906 年，底座是匈牙利雕塑家

施特罗布尔（Alajos Stróbl）

的作品，表现的是国王的生平。

伊什特万一世在马扎尔人中推

行基督教，让匈牙利人融入欧

洲。公元 1000 年，伊什特万一

世被教皇加冕为国王，成为匈牙

利国家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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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什特万一世铜像           马加什教堂 

马加什教堂位于渔人堡西侧，由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修建于

1255-1269 年。它原属布达圣母教会，后因匈牙利国王马加什在此举

行婚礼而得名，后来成为是匈牙利国王加冕之处，故有“加冕教堂“之

称。建筑为晚期哥特式风格，并融汇了匈牙利、土耳其的样式要素。

教堂外三位一体广场上的纪念柱，是为了纪念 18 世纪黑死病的消除

而设立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进入教堂内部考察。 

我们随后在布达老市政厅、总统府参观了换岗仪式。市政厅旁还

有一座鹰的雕塑，为匈牙利神鸟图茹尔（Turul），建于 1905 年。图

茹尔爪握利剑，展翅待飞，俯瞰多瑙河与佩斯，它是布达佩斯的标志，

匈牙利的象征。 

 

  总统府换岗仪式                   匈牙利神鸟图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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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匆匆地在一家南京饭店吃完中餐，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在佩斯进

行了文化考察，走马观花地看了英雄广场、皇家温泉、议会大厦，链

子桥（据说在二战后由奥地利一神父出钱修建）。 

英雄广场是布达佩斯的中心广场，1896-1929 年为纪念匈牙利民

族在欧洲定居 1000年而兴建。广场中心耸立着千年纪念碑，高 36米，

新巴洛克式，顶端有一尊女天使铜像，天使一手高举十字架，一手高

举焊于一体的两个王冠。碑座上有 7尊骑像，为马扎尔人最早七支部

落的首领。碑前有一方象征性棺枢，为白色巨石制成，重 47 吨。棺

盖上的浮雕大字意为“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利益而牺牲的英雄

永垂不朽！”。在纪念碑后面，两边对称分布高达 16 米的弧形柱廊，

弧形两端间距 85 米，弧深 25 米。柱廊中矗立着 14 位匈牙利历代著

名统治者的雕像，每个雕像基座上都刻有名字和在位年代，下面有一

幅反映其主要功绩的浮雕。柱廊角顶有 4 组表现劳动人民的雕像，分

别反映了战争与和平、劳动与爱情、知识与光荣等题材。整个广场体

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感觉，这在维也纳是不容易见到的。 

 

            英雄广场上的七个部落首领 

 

 英雄广场背后三百多米处为著名的塞切尼温泉浴场，为黄白相间的

巴洛克式样的建筑。该温泉始建于 1586 年，这里的水约 36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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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适合人体。我们绕浴场建筑一周，并透过玻璃看到里面泳池和穿

着泳衣的人坦荡荡地享受着闲暇时光，而我们则是偷窥的人。 

 

       塞切尼温泉浴场  

 匈牙利议会大厦位于多瑙河西岸的自由广场，是欧洲最古老的立法

机构建筑之一；1904 年竣工，属新哥特式建筑；其长 268米，宽 123

米，高 96 米，现为欧洲第二大国会大厦（仅次于英国国会大厦），是

布达佩斯的一座地标。我们前去的时候，该大厦正在整修，让人有点

失望，我们只能从距离大厦西侧 100米左右的地方对其进行拍摄。  

      

                    整修中的议会大厦 

   我们启程返回维也纳的时候经过位于多瑙河上的链子桥，这是此

次布达佩斯之行的最后一站，只是经过，未作停留。该桥始建于 1839

年，1849 年完工，全长 375 米，在美国金门大桥建造完成之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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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最长的斜拉索桥。桥的两头各一端各有一对狮子雕塑，是匈

牙利设计师小舒勒克的作品。链子桥的奇特造型令我们叹为服止。 

 

                    从大巴中看到的链子桥  

  我们在晚上的一个酒店里吃的中餐。酒店外面的建筑就是法国著名

建筑师让·努维尔（法语：Jean Nouvel)设计的维亚纳煤气罐，在世

界上都享有叫高的知名度。其时已经是黄昏，夕阳的余晖落在倾斜的

建筑上面，竟是格外的美丽独特。 

     

                 维亚纳煤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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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周日 

    上午：参观美泉宫 

上午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一行人同孙书记一起，参观考察了

著名的美泉宫。美泉宫也叫夏宫，是奥地利皇后希茜公主曾经居住的

地方，具有强烈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总面积达 2.6 万平方

米。 

希茜公主可是我们从小就喜欢的一个真实人物，这次近距离地了

解她，我心里充满了万分期待。我们在宫殿主厅内借助中文讲解器参

观了 25 个房间。皇宫里的 25 个房间基本上连在一起，从皇帝的侍卫

官到皇帝招待臣子的地方；从希茜公主的起居室到餐厅，宴会的大

厅……里面的摆设和装饰无一例外都很华丽和庄重，走得久了，无疑

让人有一种压抑之感。也无怪乎这位皇后不喜欢这种氛围而向往大自

然的生活了。其实自古以来皇宫就是个囚笼，按照汉语的说法就是“一

入宫门深似海”。希茜公主在世的时候，她的美丽大方、我行我素的

性格和善良的心地让全世界人为之折服。但她最后竟然死于一个无政

府主义者之手，这不得不说君主专制政体的不得人心。她死之后，她

的丈夫弗朗兹一世（这位活了 80 多岁的皇帝，不知他的后半生是怎

么过的）对身边副官说，“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这个女人”。可是这

位痴情的皇帝身边也不乏情妇，这真让人唏嘘不已。 

 

路上的希茜公主海报              美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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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参观维也纳皇家家具博物馆   

按照学习计划，我们下午在杜非翻译、金玲女士的陪同下，参观

考察了著名的维也纳皇家家具博物馆（Hofimobiliendepot）。该博物

馆位于维也纳商业街玛丽亚大街附近，其前身是一座存放皇室贵族家

具的仓库，如今是一座集收藏、修复、研究、展示和租借（现已取消）

功能于一身的古典家具博物馆。据讲解员（已在此工作了 15 年）介

绍，奥地利皇宫里放不下的历朝家具大凡存放于此，古典家具藏品约

165000 多件。该馆共四层楼，有展出区、保管区和维修区，展出面

积有 5000 多平方米，常规展品 6000 余件。展品分为古典、近代、现

代三部分，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 18 世纪玛丽娅·特蕾西娅统治时期

的皇家家具和 20 世纪初维也纳分离派大师的家具作品。电影《希茜

公主》中所使用的家具道具及其陈设，均在此找到了原型。该博物馆

的一项特殊使命是将当年贵族家具维修后，提供给奥地利政府机关

（尤其是驻外机构）使用，使之成为奥地利文化的一种展示媒介。 

      

    讲解员为我们介绍          我和刘春华 

 

                  博物馆陈列的家具多而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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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和刘春华在 NH 附近参观了苏联英雄纪念碑。苏军

英雄纪念碑位于维也纳市中心黑山广场一侧。苏军英雄纪念碑建成于

1949年 8 月，它是奥地利境内反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胜利的最早标志。

纪念碑由苏联和奥地利两国共同完成。纪念碑最上面是手持旗帜和盾

牌的红军近卫军战士，下层平台上还有两个红军战士，正面写着：为

欧洲的独立解放，在反法西斯强盗战场上牺牲的红军战士永垂不朽！

纪念碑的意思很清楚，是苏联人解放了奥地利。黑山广场在纪念碑落

成后更名为斯大林广场。1955 年 10 月 26 日苏联红军全部撤出，奥

地利获得了彻底解放，10 月 26 日被定为奥地利的国庆节，黑山广场

得以正名。早在 1962 年就有人企图炸掉这个纪念碑，直到如今它的

去留还是人民争论的话题。一些人认为纪念碑意味着被占领的耻辱，

另一些人说它是摆脱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标记。更多人则表示它证明奥

地利那一段历史事实，应该留着它以警后人。  

 

 

                  苏军英雄纪念碑 

  

 

物是人非。当年的苏军已经随着一个大国的崩溃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们看到的碑前的几束鲜花依然能够让我们犹记并缅怀当年的国



 30 

际主义精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和平时光。 

 

7 月 1 日/周一 

 

 上午 10：20，我们在奥地利联邦艺术教育文化部与该部的负责

人进行了座谈。卡琳女士是新任部长，负责时装和美术；盖纳兹先生

负责建筑和设计。两个人就政府与文化艺术关系、文化项目的投入和

服务、艺术品收集管理与使用等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作了介绍。奥地利

联邦艺术教育文化部共 8 个部门，相对于奥地利 800 多万人口，有

3500 人是从事艺术方面的，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相当多的，这对于

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目前有三万九千幅作品在外国收藏。部门主

要是负责全国文化方面的，经费的使用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每个专业

的部门有自己的艺术委员会，审查经费的批准。奥地利的自由职业的

艺术家每年都有一次申请资助的权利，由奥地利艺术教育文化部审查

批准。比如艺术家要出版自己的书，要申请资助，那么艺术家必须要

先提供自己的相关资料，如阐述出版书的必要性、创意以及资助的金

额等，艺术教育文化部一般对感兴趣的、创新的东西提供资助。部门

提供的资助范围很宽，可自由选择，但主要是资助年轻的艺术家。我

们随后在一个小型餐厅里享用了上午茶。 

    

    和奥地利艺术教育文化部的负责人座谈   休闲一刻  

   下午是自由活动。我们一部分人参观中央公墓。中央公墓位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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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东南郊，它是维也纳最大、也是欧洲第二大公墓，因安葬有莫扎

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等 20 多位西方音乐大师

而闻名。公墓始建于 19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

（Francis II，1768-1835）在位时期，最初只有王公贵族才能葬于

此地。二战以后，维也纳市政府在公墓开辟荣誉墓区，凡对国家做出

重要贡献而被市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的人死后均可免费获葬于此。我们

发现：每一座墓穴都不一样，墓主职业、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各异。

著名音乐家的墓穴并不十分起眼，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音乐三巨

人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的墓地。公墓安静的不能再安静，每处

都设计的很独特，丝毫没有阴冷之感，那些鲜花、绿叶点缀得蓬勃生

机。这个国家的人不但活得很惬意，死了也能“诗意地栖居”。      

                                

        寻找音乐三巨人墓地                 莫扎特墓地  

    从中央公墓出来，时间还颇充裕，我们又奔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

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该馆有分馆 8座，学习团此

次参观的主馆位于维也纳环城大道中心路段的玛丽亚·特雷西娅广

场，与霍夫堡皇宫相对，1872 年由奥匈帝国约瑟夫一世主持兴建，

1891 年向公众开放，如今是世界上藏品最丰富的美术馆之一。展示

内容分为 5 部分：埃及和东方，古典艺术，绘画，雕塑和装饰艺术，

纪念章和货币。著名的绘画藏品包括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

（1506）、老布吕盖尔的《巴别塔》（1563）、委拉斯开兹的《蓝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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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1659）等，藏品丰富内容之多范围之广令我们大开眼界，直叹

不虚此行也。基于个人兴趣，我拍了很多关于母子绘画系列的照片。 

 

     三孩童                           母子系列         

  国家艺术历史博物馆对面就是自然博物馆，当天没有开放，我们后

来就没时间去了，很是遗憾。 

                                 

7 月 2 日/周二 

       

   今天在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负责人的安排下，我们全天对

几个工作室进行了参观考察。 

  第一个工作室是 EOOS 设计工作室。位于 Zelinkagasse，为产品

设计工作室，成立于 1995 年。工作室的首席设计师伊尔思和其伙伴

陈亮（中国上海人，也是产品设计师）为我们分别作介绍和翻译工作。

该工作室曾与比尔·盖茨有过合作，并曾在非洲无水地区设计马桶。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该工作室找到了新的方向，提倡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理念，并成立了一个研究所，算是一个学院，名叫“Institute 

of Design Research Vienna”。伊尔思给我们用 PPT 和实物介绍了他

们如下几项经典设计：（1）环保饭锅设计（有量化的能源使用计算）；

（2）LED 灯（采用太阳盘的造型，为早期医生听诊器形状）；（3）木

头椅子（2003 年，为意大利一家公司设计，获得国家设计奖）；（4）

酒杯（拥有适于品各种酒的独特造型）；（5）各种造型的口红（适于

不同使用习惯，宜于引领潮流）；（6）圆珠笔；（7）舍利塔造型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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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餐具（有文化和实用功能双重考虑）。 

 

    木头椅子                          组合餐具  

 

   我们参观的 Walking Chair 设计工作室位于 Rasumofskygasse10

号，为节能工作室。有两位主创人员，他们喜欢音乐，擅长利用废旧

物品来进行设计。节能工作时的创意让人倍感新奇，会走动的机器人

椅子——Walking Chair之名来源于此。该工作室常用设计原料包括

废旧矿泉水瓶子、胶囊盒子、旧桌椅子，对其进行改造后，设计出各

种产品，包括储蓄罐、造型独特的灯具等；产品销路很好。真是“生

命不息、创意无限”。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三个时装工作室。第一家名为 STEINWIDDER 设

计工作室，位于 Schottenfeldgasse77 号，擅长用废旧衣物来制作服

饰。主创人员现场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几项经典设计：（1）用旧袜子

做成的衣服（2）用方形碎布条做成的裤子（3）用降落伞布做成的衣

服（4）用废旧内胎做成的手提包（5）木制鞋子。处处可见他们的环

保意识。同行中的两个老师买了两款衣服，价格还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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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印象较深的是一家俄罗斯女士开的 Art Point设计工作室。

该工作室位于 Neubaugasse35 号，为服装设计工作室，其作品风格简

洁明快。主创人员引导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并通过试穿现场介

绍了他们的产品。其设计有两个独特的亮点：（1）拉链的巧妙使用（使

衣服部件巧妙组合）（2）独特的领子设计。 

       

           主创人员在做示范讲解 

 

7 月 3 日/周三 

    

   全天参观维也纳品牌村——奥特莱斯。奥特莱斯坐落在郊区的一

个小村庄里，名为 Designer Outlet Parndorf，拥有一百多个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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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据说，每年夏天都会推出一次打折的购物待遇，很多品牌商家都

会适时推出一些 2-5 折的商品。因为我个人对品牌不是很了解，所以

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借此机会参观、了解而已。 

     

           维也纳品牌村 

 

7 月 4 日/周四 

   

   今天，我们终于结束了维也纳学习考察，大家都有点念念不舍。

离开了维也纳，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萨尔茨堡——著名音乐家莫

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距离维也纳 170 公里，大概 2个小时的路程。

途中我们路过林茨，林茨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首府，一个重要的工

业城市，奥钢联的所在地。。 

   上午 10 点多，我们参观林茨多媒体博物馆，也叫电子艺术中心。

林茨电子艺术中心始于 1979 年，当时是作为奥地利电子艺术的一项

实验项目；现已成为奥地利国际媒体文化领域的龙头老大，是艺术家

和科学家展示作品的平台。现定期举办电子艺术节和电子艺术大奖

赛，并拥有电子艺术“未来实验室”。此次我们在多媒体博物馆参观

考察的项目有：林茨电子地图、可以更改网络信息的技术（需要相应

场所拥有发射器）、黑色剪影照片机、机器人设备（贴身大尾巴和小

海狮抱枕）、3D 动画（波斯地毯、宇宙景象、滑雪场面、人脑内的细

胞拟人场面）、3D 打印设备，以及植物克隆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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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影像                      多媒体电子产品 

  在参观 3D动画时，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场景，时长 10 分钟的宇

宙影像画面让人震撼，人类的想象是如此丰富，现代的科技与人类生

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观念的前沿以及其产品构想的创意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 

   下午，我们抵达奥地利萨尔茨堡州、上奥地利州和施泰尔马克州

的交界区的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地区进行考察。萨尔

茨卡默古特是传统的盐矿区，该地的盐曾为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收入。这里山峦重叠，湖泊散布，空气清新，风景极为优美，

是世界著名度假区。我们专门在沃尔夫冈湖北岸的圣沃尔夫冈小镇

（St. Wolfgang im Salzkammergut）进行了考察，并在沃尔夫冈湖

东北端的圣吉尔根小镇作短暂停留。圣吉儿根是莫扎特外婆家所在

地，莫扎特儿时曾在此生活。这里的优美、宁静、整洁，给人印象深

刻。  

 

      圣吉尔根小镇                 林茨湖区 

  晚上入住萨尔茨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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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周五 

   

   上午 9 点 10分，我们去萨尔茨堡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现代艺术

馆（MdM）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位于老城中心的 MDM；二是位于老城

僧侣山的 MDM 。我们看的是老城区，在那里可俯瞰整个城市。整个

艺术馆建筑的外墙采用僧侣山中的大理石建造，内有 2300 多平米的

展览空间，展示着 20 世纪和当代各类现代艺术作品。此次最引起我

们注意的是画家 Alex Katz 的作品，艺术馆内有专门媒体设备展示其

作画的过程。 

      

 

        Alex Katz 的作画过程          孩子们在认真观看  

   1 小时后，我们回到萨尔察赫河西北岸，参观米拉贝尔宫殿

（ Mirabell Palace）和米拉贝尔花园。该宫殿修建于 1606 年，是

大主教为其情人所建，建筑为巴洛克风格，有开阔壮观的的花园。向

南偏东方向，可观望远处萨尔察赫河对岸的萨尔斯堡城堡；电影《音

乐之声》的一些场景就于此拍摄。米拉贝尔宫主殿（已经成为萨尔茨

堡的市政厅）内有一段楼梯，被誉为“欧洲最美的楼梯”。楼梯通向

一间大理石的房间，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美的婚礼大厅之一，我们

很巧地碰到好几对新人婚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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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最美的楼梯”一角               新人结婚 

    

   下午，我们赴萨尔察赫河东南的萨尔茨堡老城去，走访莫扎特广

场、莫扎特故居等处。莫扎特广场老城中心，其中央伫立着莫扎特像，

它由德国雕塑家施万塔勒（Ludwig Michael Schwanthaler ）于 1842

年创作的。我们在参观时突遇暴雨，只得在莫扎特广场西南方向的萨

尔斯堡主教宫的门廊和一旁的主教宫美术馆（Residenzgalerie）中

避雨约一小时（萨尔斯堡主教宫与主教宫美术馆均在当日关闭）。回

程中参观了位于粮食街 9 号的莫扎特出生地。 

 

                在莫扎特广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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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周六 

 

   早上 8 点半，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去阿尔卑斯山。一路上，大巴

在奥地利、德国、奥地利领域间不停地穿梭，穿梭在绵延不绝、一望

无际的山岭之间。 

   其间，我们在米特西尔（Mittersill）小镇作短暂停留，参观了

当地的高地陶恩国家公园度假区体验馆（Nationalparkwelten ）。高

地陶恩国家公园为阿尔卑斯东段的一部分，其内有奥地利最高峰大格

洛克纳山（海拔 3,798 米），海拔超过 3000 米的山峰有 266座，该地

矿藏丰富（尤其是水晶矿）。我还花了 7 欧元买了一个茶色的水晶石。

我们在 360 度电子全景区进行了体验，观看了介绍该地地质情况的

3D 电影。 

 

       阿尔卑斯山的动物              冰块——好凉啊 

    

     下午，我们入住阿尔卑斯山罗森河谷西北坡的 Alpengasthof 

Venedigerhof 乡间小宾馆（海拔约 1100 米）。向南面向高地陶恩国

家公园的主要山峰：向南约 25 公里处为奥地利第四高峰大韦内迪格

山（Großvenediger，海拔 3666 米），向东南方向约 50 公里处为奥地

利最高峰大格洛克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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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从山底到山中腰，随处可见那些私人开设的旅馆，这

也成为山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此次入住的旅馆也是私人所

有，典型的农家特色，让人垂涎欲滴的樱桃，地道的西餐，热情的主

人，处处吸引着观光客人在此处流连忘返。 

 

 就餐的地方                        我们居住的地方 

 

7 月 7 日/周日 

山上的感觉真的很好，虽然有点冷。我一大早醒来，打开门窗，

拍到了美轮美奂的阿尔卑斯山一景。 

 

            早晨的阿尔卑斯山——用手机拍的全景模式 

   上午 8 点半，我们启程赴德国慕尼黑，在路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克

里姆尔瀑布。该瀑布最高处距离海平面 1470 米，是奥地利阿尔卑斯

山中落差最大的瀑布。经过克里姆尔瀑布是一段九曲回肠的山路，开

过这段山路，大巴车出了故障，停在杜拉斯博登水库（Speicher 

Durlassboden）东偏北方约 2 公里的盖洛斯大道（Gerlos Staße）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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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 6 小时（海拔约 1580 米）。在此其间，我们一部分人徒步登上临

近的 Weiglmahdalm 滑雪场索道顶端（克里姆尔瀑布西侧约 1 公里的

山峰，海拔约 2030米），不过我体力不够，中途放弃。只有董波博士

最后取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冰雪，并“不辞冰雪为卿热”，千里迢迢地

将山上的冰块拿到大巴车上让我们每个人都触摸了下。可以说，这次

他是不虚此行，没啥遗憾的啦。 

 

    身后就是克里姆尔瀑布           阿尔卑斯山的蒲公英 

         

7 月 8 日/周一 

 上午 9 点，此时我们已身处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经过

了一夜的休整后，我们又出发了，本来的打算是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

但随行的李导说没有开放。我们就改道去看看巴伐利亚国王的皇宫—

—纽芬堡王宫。纽芬堡王宫位于慕尼黑西郊，现为德国境内最大的巴

洛克风格的皇宫，它是选帝侯斐迪南·玛里亚（Ferdinand Maria, 

1636-1679）及其妻子在 1664 年邀请一批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建造的，

以庆祝王室继承人子爵马克西米里安二世的出生，建成于 1675 年，

后成为巴伐利亚王公的夏宫。经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和二世

的几次增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路德维希二世被称为“童话国王”，

热衷于建筑和艺术，并暗恋希茜公主；最后他在斯泰贝克湖投水自尽，

留下千古谜团。这里的建筑与美泉宫有相似之处，只是美泉宫是流行

黄色的建筑外墙，这里则是白色外墙，同时在塔楼放置大型时钟，体

现出德国人的严谨。我们主要考察了位于南翼的马车博物馆和内部的

花园。马车博物馆所藏皇家四轮马车和雪橇，其奢华程度令人叹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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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内部的花园面积巨大，体现出巴伐利亚王公对自然的向往，我们

只是参观了其中一小部分。宫殿门前的河道里还有天鹅与野鸭，它们

自由地在水中游荡，对我们丝毫没有戒心。我看到的一只天鹅（右下

图）在水中落下一根羽毛，最后竟然飘到我面前。我惊喜万分，这也

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鹅意重”啊！ 

    

 纽芬堡王宫内一角                     水中的天鹅 

 

   我们此行最后一个文化考察地点是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玛利亚

广场。该广场形成历史可追溯至 1158年，得名于广场中间修建于 1638

年因为庆祝赶走瑞典侵略者而修建的玛利亚圆柱。慕尼黑的旧市政

厅、新市政厅和圣母教堂都位于这个广场周边。由于时间较短，我们

只匆匆浏览了新市政厅和圣母教堂。新市政厅现为玛利亚广场的中心

建筑，始建于 1867-1909年，二战后重建，是一座佛兰德斯风格的哥

特式建筑，其正立面长度超过 90 米，有高 80 多米的塔楼，表面布满

精美的石雕。新市政厅内部有一块天井，现为休闲区。广场西偏北

100 多米处为圣母教堂，它是天主教慕尼黑-弗赖辛总教区的主教座

堂。整个建筑用红砖建造，风格属于晚期哥特式。教堂的尖顶直到

16 世纪以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时代修成，为穹窿式样，盖于哥特式

的建筑上，甚为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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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市政厅塔楼                           教堂塔楼  

 

 

 

第四部分：学习总结 

 

十几天的境外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感觉收获颇多，体会颇深。总

体而言，这次出国确实是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正

如毛泽东而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没有正确的调查也

没有发言权”。 

1. 人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考察中，不论是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学习交流，还是对奥

地利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现场体验，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他们注重

人文关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艺术与自然的共处共生。正如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校长在欢迎仪式上所言学校办学的宗旨：总是往

前看，注重艺术与大自然的关系，通过艺术改变人进而改变世界。例

如学校的项目工作制，以公平的方式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学的成果不在于生产出什么产品，而是注

重观念的革新与表达以及对推动社会的积极作用。此次给我们授课的

老师包括副校长很多都是该校毕业生，他们有着强烈的学校荣誉感，

也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参

观的产品设计工作室和时装工作室，处处体现出节能环保意识。他们

创作的基本理念就是希望既能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又不会加重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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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负担。无论是城市公园中众多鸭子的无人打扰，还是大街上老师

们带着一帮可爱的孩子们那种“非诚勿扰”的神情，都让我们心生感

叹和敬佩，这种人文关怀、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施确实值得后发

展国家学习和借鉴，所以有人说欧洲梦是“和谐梦”，看来果不其然。

在考察的时候我还在想，哪一天我们也能喝上不需要烧煮的卫生间自

来水了，中国人的移民步伐还会像现在那样急不可待吗？ 

2.秩序与规范 

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一样，欧洲人的秩序和规范意识处处无所

不在，大到工作态度，小至生活细节。中国特色的过马路方式在奥地

利维也纳很少见到，即使红灯人行道上无人那些司机也是耐心地等绿

灯亮起才开行。当然在萨尔茨堡和阿尔卑斯山我也遇到了两起飙车违

规行为，但这也是少数。在维也纳学习我们都是乘坐公交车和地铁，

人们在公共场合秩序井然，互助行为屡有发生，如有妈妈带着婴儿车

上公交或地铁，我们就经常会看到有年轻人主动在一旁帮助，不论人

种肤色。欧洲人的礼貌、待人处事中的文化规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尤其记得一直陪同我们的那位版画系主任施耐德先生，实足的一个

绅士，他的耐心、谦和与礼貌赢得了我们学员们的尊重。还有为我们

开车的司机米罗，来自塞尔维亚国家足球队的移民，和我们相处非常

融洽。维也纳城市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双休日是不工作的，用来休

息。而工作日是从上午九点至下午 6点，非常准时，基本上很多商店

都在这个时间关门，由此可见维也纳人不论是工作还是购物都是非常

讲效率的。这在我们国内商店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双休日恰恰是人们

购物最多的时候。 

3.平等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这一点我们在此次

欧洲之行看到的非常清楚。在对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参观访问中，

无论是普通的教务秘书的发言还是学术泰斗式教授的讲座，抑或是重

量级校长、副校长的出场，再或是毕业典礼社会各界人士的参加，我

们看到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的平等意识。无关乎职务，无关

于相貌，而在于你的人品和学问。作为历史上德意志奥匈帝国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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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大学的传统确实在这儿体现得较为明显。 

4.观念先行 

    任何一个社会要进步和发展，观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其实这次

维也纳之行我感触最多的就是观念的形成和革新。不论是听取学校课

程的讲座，还是节能工作室的参观，包括现代多媒体博物馆的体现，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欧洲人非常注重观念的表达，观念比产品更重要。

我们在参观中看到的是产品，有的并非是新制造的，而是将现成的各

种东西组合在一起表达出某种概念，它注重的是设计者的独特的艺术

构思与人文表达。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创新。而我们的大学教育往往

注重的是你要生产出新的产品，至于观念那可能是次要的。我赞同维

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校长的话，艺术的作用也不是生产产品，而是在人

的头脑里产生新的想法，对社会形成新的开拓，改变人的想法进而改

变世界。就这而言，艺术与哲学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哲学是教会

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艺术的根本目的也是如此，真

善美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其他物质性的东西无法取代的。我们教

授的人文课程也是如此，希望通过知识的传授，道德的示范，良好性

格和行为的养成，改变人进而推动社会、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