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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为工作和个人爱好的原因，十几年来我游历在世界的不同

角落！

因为愿意接触更多，我常常融入不同文化去感受当地人的生

活和梦想！

虽然现已常住美国，但我仍眷恋自己的祖国，用完了三本中国

护照也不舍得更换更多免签国家的美国护照！

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赋予我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生

活中的辉煌和失意亦加深了我对这个世界的领悟。我很庆幸自己

有机会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我更感谢父母从小给了我健

康的体魄，使我能够精力充沛地自由旅行，甚至走人迹罕至的

道路。

我曾在冬日登顶满是积雪的洛基山，在阿拉斯加乘坐私人飞

机穿越千年冰川，在加拿大坐水上飞机降落湖中央，在挪威号邮轮

上感受冰川坍塌的瞬间，在北极圈内泡温泉，在多米尼加雇佣黑人

保镖穿越西班牙半岛进入海地，在洪都拉斯与海豚嬉戏游泳，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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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黎各荧光海的午夜奇幻漂流，在阿鲁巴自驾吉普驶入一条鲜有

人迹的山路，在葡萄牙一边吃蛋挞一边听“法朵”音乐，在土耳其博

斯普鲁斯大桥伸开双臂拥抱欧亚，在罗马随着奥黛丽·赫本的脚

步走进一部流动的电影《罗马假日》，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待上整

整一天，在莫斯科郊外体会父辈的最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日

本京都穿越回唐朝……

多少次在路上，美丽的旋律从嘴里蹦出，跳动在山涧溪谷间；

多少次在路上，电影中的场景重现眼前；多少次在路上，文学作品

在身边激活，充满了内心世界。正如马克·吐温在《天真的外国

人》中提到的，旅行是偏见、固执、狭隘的解药，这十几年的旅行让

我变得更加包容、开放、豁达。

我一直相信人生是多维度的，有长度、宽度、高度、厚度和深度

等。长度决定生命的期限，高度决定个人的成就。长度和高度固

然重要，但我在旅行的路上慢慢领悟到，人生的宽度、厚度和深度

何尝不更为可贵。丰满的生命不在于有过多少次呼吸，而在于有

过多少终生难忘的经历。过于追求人生的长度和高度，在得到一

些的同时，是否也遗失了更多？每一次的游历，都在无形中丰富着

我的人生；每一次的探究，都令人生更具深度……

在本书中，我精选出四十余个旅行途中印象深刻的目的地，有

的是国家，有的是地区，有的是城市，并以侧重的主题分为穿越篇、

相对篇、风景篇、艺术篇、舌尖篇、极致篇和心路篇。穿越篇侧重历

史感受，相对篇侧重多元文化的体会，风景篇侧重自然风光的涉

猎，艺术篇侧重对当地歌舞等的鉴赏，舌尖篇侧重品尝当地味道，

极致篇侧重冒险和探索经历，心路篇则是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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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朋友们在跟着我神游的同时，能在各个领域有些许的收获，更

能激起出去走走的愿望和勇气。

在此，我十分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陆留弟教授二十年来对我的

鼓励；感谢纽约环球（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全体同仁的支持；感谢我

曾经教授和帮助过的上千名学生对我的信任；感谢共同行走在美

丽世界中各类旅人的关照。

此外，这是一本开放的书，如果读者有任何建议和意见，请联

系笔者（电子邮箱：ｖ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愿我们相逢在天涯海角！

作　者

２０１９年１月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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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戛纳，沿着海岸前往向往已久的摩纳哥，一路风光旖旎，令

人心旷神怡。只是我们无暇顾及，为了赶在１２点之前观看传说中的

皇宫换岗仪式，车子风驰电掣往前奔，如同在挑战蒙特卡洛Ｆ１大奖

赛。我们停下车，飞快爬到山顶的王宫，仅仅迟到了８分钟，本以为

换岗仪式应该还在继续———去年看的斯德哥尔摩的换岗仪式就持

续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旁边的人说换岗刚刚结束，有点小遗憾。

我们在皇宫边上往下俯视，顷刻间就被大气磅礴、奢华无比、

依山傍海的摩纳哥彻底征服了。两个伸向地中海的岬嘴围成摩纳

哥海湾，Ｕ型港湾仿佛张开双臂拥抱着蔚蓝的地中海。成千上万

的豪华游艇会聚其间，桅杆耸立，鳞次栉比。除了中世纪古堡，山

上全是林立的豪华别墅和现代化摩天大楼———密集程度令人咋

舌，但错落有致的设计却能保证每户人家都拥有无敌海景。楼顶

天台种植郁郁葱葱的绿树，形成一座座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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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地处法国南部，三面被法国包围，一面靠地中海，是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国中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国家，只

有１．９８平方千米，仅比０．４４平方千米的梵蒂冈大。但这样一个袖

珍之国，却是富人的天堂。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优势吸引了全球众

多避税的富豪。其常住人口为４万左右，真正有摩纳哥国籍的不

到１万，其余人口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光法国人就有１万多。

摩纳哥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几十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１８万美

元，居全球第一。城市蒙特卡洛成为一个财富的象征。

除了财富的盛名以外，摩纳哥的盛名还体现在它是世界顶级

汽车赛事的举办地，这一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世界上四大顶级汽

车赛事中，在摩纳哥举办的就有两个，分别是摩纳哥蒙特卡洛拉力

赛和蒙特卡洛Ｆ１大奖赛。蒙特卡洛的街面赛道仍是Ｆ１大赛中最

具挑战性的赛道，一直让世界赛车选手爱恨交加。只有世界顶尖

的车手才能在此赛道上获胜，捧得摩纳哥大奖赛冠军是所有车手

的愿望。对于蒙特卡洛市民来说，能站在自家的阳台或者屋顶花

园观赏比赛真乃人生一大幸事。来到蒙特卡洛，我不禁回想起童

年时迷恋的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ｐｅｅｄ（极品飞车）电脑游戏，那时的我在指

尖上把极品飞车“开”到极致。儿时游戏的记忆和眼前的景象交织

在一起，我思绪联翩，心中无比满足。能在旅行之地找到自己曾读

过的书籍、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甚至玩过的游戏的影子，于我

而言，是一大精神享受。

摩纳哥的盛名当然还体现在其博彩业、旅游业等。然而在我

看来，在摩纳哥王宫上演的欧洲王室最浓重的童话故事是其最大

盛名所在。摩纳哥王宫又称摩纳哥亲王宫，曾是意大利热那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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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的军事要塞，其地理位置自然得天独厚，高墙尖塔的淡黄色王

宫主建筑庄严肃穆。广场周围环绕着防卫堡，还散落着炮台遗址

和各种雕塑。王宫现在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私人住所，

另一部分是博物馆。一路走下来，我们尽情观赏了布满精美绝伦

壁画的１６世纪意大利风格的长廊、法国路易十五时期金灿灿的客

厅和金蓝相间的蓝厅、装有文艺复兴时期超大壁炉的王位厅、

１７世纪的Ｐａｌａｔｉｎｅ教堂、白色岩石修建的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ｉｅ塔……宛如

做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

这座外表低调庄重、内部辉煌高贵的王宫，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至８０年代上演了一部王子与公主的浪漫悲喜剧，女主角是美若天

仙的美国好莱坞巨星格蕾丝·凯丽，男主角是摩纳哥王子兰尼埃。

格蕾丝１９２９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富有的家庭，童年在平静中度

过。高中毕业后，格蕾丝开始在纽约百老汇登台演出，随后来到南

加州的好莱坞。年轻貌美、高雅迷人、富有才华的格蕾丝很快取得

了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成功。很多与她合作的好莱坞大明星都

为她的美貌和高贵而倾倒。１９５５年，格蕾丝在戛纳电影节上遇到

了风度翩翩的摩纳哥王子———兰尼埃三世。命运再次青睐了她，

１９５６年，格蕾丝和王子的婚讯轰动了世界，一时间登上各大媒体

的头版，被誉为世纪婚姻。集财富与尊贵于一身的王子自然是这

位好莱坞影后的最好归宿。

格蕾丝成为摩纳哥王妃后，又演了一部名叫《天鹅》的影片，却

未获成功。此后格蕾丝结束光彩艳丽的银幕生涯，过着华丽富贵

的皇室生活。蜜月之后，格蕾丝也曾厌倦过被人簇拥的宫廷生活，

怀念过去在美国的一切。不过格蕾丝为子嗣匮乏的摩纳哥公国诞

$""穿越篇



下继承人以后还是很乐意做一个母亲。可好景不长，１９８２年格蕾

丝在一场车祸中遇难。有人甚至传言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是一起谋

杀案，原因是格蕾丝曾拒绝与黑手党合作，使摩纳哥幸免于黑手党

的控制。摩纳哥王室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将她安葬在蒙特

卡洛的山顶教堂。从此一位好莱坞奥斯卡影后，一位摩纳哥王妃，

一位美丽的女人永辞世间。这绝代佳人的突然离去使兰尼埃悲恸

欲绝，终身未再娶。他还化悲痛为力量，一心致力于国家建设和公

益事业。今日的摩纳哥，处处透露出一种骨子里的优雅，兴许是因

为已逝王妃优雅的灵魂仍在主宰着这个国家的缘故吧。

我们带着这童话般的故事走出了王宫，在摩纳哥王宫旁精致

的饭店用餐，享受了美味的海鲜和牛排，品尝了当地口味醇正的啤

酒。摩纳哥的确袖珍，连餐桌都是那样小巧可人。周边的饭店店

铺，远处的楼宇豪宅却总给人一种毫不凌乱、错落有致的印象。如

此弹丸之地却掩盖不了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优雅。蓝色为主要基调

的彩色阳台，摆设精致的路边小店，小店里设计独特的明信片，这

一切都让人为之倾心。

夕阳洒满地中海，摩纳哥这颗“欧洲明珠”焕发出特有的神韵，

一切都让人那么倾心。我们在余晖中驾车慢慢驶过蒙特卡洛街

头，感受这举世闻名的“贵族天堂，富豪乐园”。是的，摩纳哥早已

盛名在外，它的独特魅力无人不晓；它的奢华美艳张扬得恰到好

处，想低调也低调不了。依偎在这山水之间，它经久不衰地吸引着

世人好奇而多情的目光———也许是为了这小国大富的财富传奇，

也许是为了那王子公主的浪漫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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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浮生？旅行家的定义：那是旅行中遇到的人，他们在与

你旅迹交错的瞬间，点化并丰盈了你的人生。

这次俄罗斯的旅行从飞机上开始。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俄罗斯

航空，我选择了靠窗的位置，是为了从空中俯瞰一下这个昔日超级

大国，毕竟这个横跨１１个时区的大国，林海雪原、土地肥沃、名山

大川、聚湖凝渚。很幸运，我旁边坐了一位健谈的莫斯科大学的俄

罗斯学生。从她那儿我了解到了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人

民的生活状况：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政府长期禁售的商品涌入市

场，但是高昂的价格成了对“市场自由化”的讽刺。据她所言，近二

十年俄罗斯总体生活水平有所好转，尤其是１９９８年金融危机以

后。可是她也提到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群则远不如苏联时期，贫

富差距严重，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莫斯科这座当今世界的二线城

市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拥有亿万富翁的数量却位居第一。飞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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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绿地，莫斯科城掩映在了绿

色之中，真不愧其“森林中的首都”之美誉。飞机落地，乘客开始鼓

掌。俄罗斯学生告知，因为俄罗斯航空的飞机由于失修，前些年事

故较多，所以乘客在飞机安全降落时就养成了鼓掌的习惯。

入海关时，周围一种陌生的气氛还真的让我有些许紧张，来俄

罗斯前，从朋友、媒体那儿了解到，英语和美元在俄罗斯不太受欢

迎。幸运的是，过海关排队时遇到一位曾留学莫斯科大学、常年往

来中俄之间的中国商人凡女士，她和她的俄罗斯合作伙伴让我搭

便车前往他们下榻的宾馆。那位俄罗斯朋友非常友好，中文名叫

吉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一个高速路的入口，吉巴竟然走出轿

车前行五米左右付高速公路费。高速公路上堵车非常严重，吉巴

说不堵车的时候司机开得非常快，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天色渐暗，

我们还堵在莫斯科的郊外，于是自然聊起了这首在中国家喻户晓

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吉巴说那首歌是俄罗斯的乡

村音乐，不是大多数俄罗斯年轻人的风格。可有意思的是，我在读

中学时，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引进一些外国的老

歌，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以及《红梅花儿

开》等，而正是那些老歌反映了一个国家真正的文化，不像很多现

代音乐有趋同美国风格的倾向。

由于堵车，我们在莫斯科的郊外行驶了大约９０分钟才到了一

家近郊的宾馆。他们把我放到宾馆，我等了很长时间才能登记入

住，凡女士曾告诉我，在俄罗斯办事效率很低，等很长时间算是正

常的。这是家三星级宾馆，但大厅看上去像四星级，而房间似乎连

三星级标准都不到，床尤其小。我有些不解，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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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块头体形。后来在我参观圣彼得堡的冬宫时才发现，原来

即使俄罗斯皇帝也用很小的床。冬宫的导游告诉我，睡小床是俄

罗斯的传统。晚上，为了表示感谢，我请凡女士吃了佐治亚风格的

晚餐。然后我们散步在莫斯科的郊外。其间，有些醉鬼手里拿着

啤酒瓶边喝酒边漫无目的地逛着；还有一辆破旧的轿车，开得非常

快，但突然在我们身边戛然而止，企图吓唬我们，然后又飞快地开

走了。

虽然，我绝大多数旅行都是自由行，但在俄罗斯，我还是参加

了一个当地的旅行团。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坐地铁到了市中心。

莫斯科地铁的深度让你感觉是在走向地球的中心。莫斯科地铁还

是一个水晶烛台、黄金屋顶、雕梁画栋的地下艺术博物馆。可是地

铁站只有俄语，没有英语。莫斯科的大学生告诉过我，俄罗斯人非

常自大，不愿在公共场所标示英语。出了地铁站，如同凡女士告诉

我的那样，很难找到真正的出租车，我等了５分钟，一辆旧车在我

身边停下，司机摇开车窗问我目的地并跟我用手势讨价还价。最

终，３００卢布成交。我坐着这辆所谓的出租车和其他游客汇合了。

我想，俄罗斯的出租车状况，优步公司应该很有市场吧！我们一起

参观了列宁山上的全俄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列宁山顶其实是个

大高台，有公路横贯。公路一侧是百花争艳的超大花圃，花圃尽头

是一座中央主塔高楼、左右非常对称的辅楼，整体雄伟壮观，让人

肃然起敬———这就是俄罗斯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莫斯科大学；公

路的另一侧是瞭望台。我们参观完大学，走到瞭望台俯瞰远眺，莫

斯科城尽收眼底：莫斯科河在山下蜿蜒流过，新圣母修道院的塔

楼高耸，而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芭蕾舞曲灵感就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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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后院的天鹅湖。

我对每一次旅游的设计如同吃一顿精美的西餐：首先是头

台，然后是正餐，最后是甜点。这次莫斯科的旅行，如果莫斯科大

学是头台的话，那么正餐自然是红场了，到了莫斯科不到红场，等

于没去过莫斯科。红场的意思是“美丽的广场”，它是俄罗斯举行

各种大型国事庆典阅兵活动的中心。世界上没有一张明信片或者

旅游手册能让你真正拥有身临红场的感觉，站在红场中央，似乎站

在世界中心，这是一座充满力量的广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占地

９万多平方米，比天安门广场小很多，但是其宏伟程度与祖国的天

安门广场不相上下。广场地面全部用厚重条石铺成。红场西面是

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克里姆林宫、列宁墓和三座高塔。南面是

著名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北面则是国家历史博物馆，而东面则是世

界十大百货商店之一的古姆商场。这些广场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克里姆林宫和圣瓦西里大教堂了。克里姆林宫紧贴红场，

号称俄罗斯的心脏，同时也是俄罗斯的发源地，记载着俄罗斯在世

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辉煌时代。克里姆林宫始建于１１５６年，最初

不过是莫斯科河畔山丘上的小农庄，却奠定了克里姆林宫的位置

和莫斯科的基础，日后成为历代沙皇的宫殿。经历过风云变幻的

克里姆林宫，又经过多次的重修和扩建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和艺术

的瑰丽宝库。

在旅游者的心目中，处在红场南侧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的风头

似乎强过克里姆林宫，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俄罗斯标志，出现在各

种旅游杂志和明信片上。这座由九个洋葱头圆顶组成的教堂色彩

艳丽、构图多变、古拙雅致。在红场散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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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都美轮美奂，充满童话色彩。如果不知道那是个教堂，还以为

是欧洲历史上哪位王子和公主的城堡呢！可又有谁知道，在这个

美丽的洋葱头背后，却有一个“恐怖伊凡”的残忍故事。当初教堂

建成，举国上下欢欣鼓舞的时候，伊凡皇帝这位暴君却下令把两位

建筑师的眼珠挖下来，暴君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他们再为别人造出

同样华美的宫殿。如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博得了无数的赞誉；“世

界建筑史上的绝版美丽”“华丽的协奏乐章”“用石头描绘的童话”

等不一而足，召唤着全世界的游客。

如果说红场是这顿莫斯科旅行盛宴的正餐，那么接下来的甜

点还不止一道呢！我们参观了二战胜利广场，气势宏大；我们徜徉

在莫斯科的灵魂：古老、优雅的阿尔巴特街上，欣赏俄罗斯各式各

样的街头艺术；我们感受了普希金诗歌的真诚、朴素和优雅；我们

观赏了活力四射的俄罗斯民族舞蹈。

莫斯科旅行除了头台、正餐和饭后甜点以外，乘坐前往圣彼得

堡的火车本身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的火车站

根本没有安检，我们进了火车站就径直走向站台内等待火车。俄

罗斯这个国家整体并不那么安全，常听闻火车上时有扒窃事件发

生，火车站的宽松管制更令人不解。登上火车，进入卧铺，整体感

觉如同同国内的软卧，四人一间，门可以锁起来。俄罗斯的火车非

常注重节能环保，火车不启动时，空调不开。更有意思的是在洗手

间，你必须用一根手指向上按住水龙头中间的一个小柱子，这样水

才能流出来，你一松手，水立刻停住。常年在莫斯科生活的导游告

诉我们，在火车上你最好买他们的茶水，否则，列车员或许会想办

法找你的麻烦。这点让我想起导游带我们参观莫斯科国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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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了不排队，和门卫握手时直接把现金塞给门卫，于是我们堂

而皇之地走了绿色通道。莫斯科的平均工资只有１２３１美元，可

我在机场买一个橙子就花了６美元。同时该城市在世界亿万富翁

排行榜上超过纽约居世界第一，莫斯科的腐败和贫富分化可见

一斑。

在俄罗斯的两大城市中，如果把莫斯科比作伟岸大气而又有

点暴戾的男性，那么圣彼得堡便是雍容典雅的贵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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