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钢琴的伴奏下一位女
高音为大家献唱一曲又一曲
的俄罗斯经典歌曲，其中有
我所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
夜晚”那婉转美妙的歌声在
优美琴声旋律陪伴下在宫厅
中悠扬，美美陶醉！侍者到
每个桌位，将每盘的俄罗斯
晚餐送上，并用熟练的动作
打开了用一块雪白的餐巾包
裹着俄罗斯白兰地的酒瓶。
然后，把冒着珍珠般泡沫的
酒倒进杯子里。在这种高雅
的氛围里，我们仿佛置身另
一个世界里。“为我们的健
康”，“为我们首次来到莫斯
科，干杯！”大家说道并举起
杯子碰杯。笑声伴着频频的
碰杯声，是晚宴渐入意境，步
入高潮，很美。以此体会一
段当下时光，不得不说这是
一种莫大享受。

次日，我们还在莫斯科
市区继续游览。来到莫斯科
步行街，十里长街众多的古
建筑都那么美观，古色古
香。街道两旁路灯古朴典
雅，造型优美，人声鼎沸……
当我们漫步在街上，有一股
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我顿
觉，意境的美真令人心旷神
怡。

莫斯科地铁站，一直是
被公认世界最漂亮的地铁，
其建造的历史是最早的，享
有地下的艺术殿堂的美称。
我们乘手梯下 50 米来深的
地铁站，坐上地铁去基铺、共
青团等站。车很快，前后两
班车的间隔只有一两分钟，
几乎不需要等。我们徜徉在
地铁站内，夹杂在行色匆匆
的俄罗斯下班人群中等，只
见人潮汹涌，川流不息，这正
是莫斯科人生活的一部分。
看四处满是艺术气息的装
点，巨大明亮的豪华吊灯悬
挂在长长的狐型顶上，两面

各处的门均为圆拱形，到处
都有精美的五颜六色的大理
石，花岗岩、陶瓷、五彩玻璃，
嵌出各种浮雕、雕刻和壁
画。各站建筑造型都具有独
特的风格，有的站每一个圆
拱形柱子两边站立着描绘工
人，士兵和妇女儿童等精湛
青铜的大雕塑，在明照灯具
的照射下，华丽典雅，生动活
现十分别致，如同地下富丽
堂皇的宫殿，让人完全没有
置身于地下的感觉。诗情画
意，美伦美奂，实属世所罕
见。地铁年已“古稀”，青春
依旧，依然世界地铁史上的
璀璨明珠，精美的地下艺术
宫殿，让我们大大地打开眼
界。

观览完几处地下铁，我
们回到莫斯科地面。晚餐
后，去一家大剧院看节目表
演。可惜，因行程安排期，这
次无缘观看享誉全球莫斯科
芭蕾舞原汁原味的表演盛
况，不远万里到来了，如何都
是一种遗憾。更换当晚的节
目是在一家剧院看歌剧《人
鬼情未了 》。在豪华的大剧
场开幕前和休息片刻过程
中，我惊讶地发现有几个服
务员胸前抬着四方块木板，
上面装满了各种饮料果干面
包等小吃，敲打着瓶子在剧
场走道来回走动去卖。这竟
然和我年少时代在印尼各大
电影院见到的四处走动吆喝
叫卖的小商贩一般，而今印
尼早已见不到此番情景。却
出现在今日高科技时代的莫
斯科剧院得以持续保存，实
在让我匪夷所思，浮想联
翩。竟成了我今晚来到剧场
所发现的一大亮点和风景
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酒店用完俄式自
助早餐后，我们随团队带着
全部行李上车去莫斯科机场
飞往下一个目的地——圣彼
得堡，一个神奇，不可思议的
城市。有着俄罗斯“北方之
都”和“北方威尼斯”等美称，
是欧洲最具有历史感的城市
之一。古老的街道，辉煌的
宫殿，奢华的教堂，浪漫的河
流贯穿着这个城市……我们
从机场出来乘旅游车一路直
奔到彼得夏宫，给我第一个
印 象 就 是 终 于 到 了 欧 洲
了。 整洁的小洋楼，富有设
计的橱窗，墙壁上的精美的
石雕，穿着考究的行人……
这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城市，
弥漫着奶油和面包的香甜的
气味，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如
果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前
者代表了摩登的现代；后者
代表了古典的过去。而在我
看来古典比摩登更具魅力，
更为难能可贵。

先是来到彼得大帝夏宫
前花园游览，即刻被眼前的
景色迷住，震撼。花园真的
好美，波罗海湾就在宫殿的
尽头，海天连成一线，十分平
静写意。园内笔直的林荫大
道，树木灌木丛，石砌花园和
珍禽；清新的空气，如同步入
仙境，惬意无比。我们沿梯
形水池多极台阶而下，一路
分布有百余座金色雕塑像，
150 座喷泉，2000 多个喷拄
及两座梯形瀑布。有上至下
分多级台阶，每个喷泉各有
风采，人物或动物的雕像各
个造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各自述说着自己的传奇。这
些小金人的造型引起我浓厚

的兴趣，有的妩媚妖娆，有的
甚至还有点激情四射。雄伟
壮观的夏宫主宫殿就耸立在
喷泉群后。我伫立在原地，
尽情地观赏着，尽兴地体验
着，尽心地享受着这慑人心
魄的美。在蓝天白云阳光沐
浴下交相辉映，闪耀着鎏金
的光辉，流光溢彩，多么的壮
美。广阔的大草坪，海浪般
起伏，带来清纯的色彩和勃
勃的生机，似乎生命的气息
由此喷发而出。我第一次见
到如此壮观的“喷泉王国”，
此情此景，十分动人，令人陶
醉，流连忘返。吸引游人纷
纷驻足观赏留影。

彼得大帝夏季宫殿豪华
壮丽，内外装饰宏伟的两层
建筑，两翼的镀金穹顶在灿
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副
皇家气派。宫内特色鲜明的
建筑，精美的装饰，宫殿内有
庆典厅堂，礼宴堂和皇家宫
室，富丽堂皇，全都诉说着过
去俄罗斯皇室的辉煌。

我们走出夏宫，环绕宫
殿的四面，浏览了四周的教
堂。一路赏心悦目地穿过一
片茂盛的树林，下午的太阳
透过大树的枝叶晒落在林间
地上，斑驳光影中夹着零星
黄色落叶，是这片林地的色
彩分外清新美丽。这美丽的
俄罗斯深秋就是上帝馈赠人
类的一副画圈，美的气势磅
礴，淋漓精致。我们不禁停
下来在此拍照留念。

晚间，我们去圣彼得堡
尼古拉宫殿，观赏在世界享
有声誉俄罗斯传统民俗舞蹈
表演，俄罗斯小伙子很帅，姑
娘很美，他们以群舞为主，非
常专业，轻松活泼，富有趣

味，具有独特的民间舞蹈艺
术天赋及深刻的历史文化内
涵。进场时有宫廷迎宾舞及
鸡尾酒相迎，中场休息时还
准备鸡尾酒及鱼子酱等点心
让我们品赏，表演节目结束
后享用宫廷式的晚宴，体验
当年皇室的奢华风。

翌晨，我们来到圣以撒
大教堂，这是圣彼得堡最大
的教堂，建于 1818 年，耗时
40 年建成。进入教堂之前，
首先跳入我眼帘的是被精美
绝伦的教堂巨大的门廊山墙
上表现耶稣生平的漂亮青铜
深浮雕而感到惊叹不已 。
一进教堂堂内气势磅礴，十
分壮观，奢华至极又让我瞠
目结舌。用宏大，华美等词
汇都无法形容我内心那种强
烈的震撼！教堂内部装饰异
常华丽，巨大惊艳大吊灯，大
理石，黄金，青金石，孔雀石
和打造的穹顶于壁画之多，
制作之精美。圣以撒大教堂
是世界第三大大教堂，仅次
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和
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但教
堂内部的辉煌和给人的感
觉，与两个教堂是完全不同
的。这里的教堂有如凌空而
立让人不得不惊叹千年工匠
门的奇思妙想和难以置信的
艺术品还有大量的黄金。

我们来到了作为“世界
四大博物馆之一”华丽的冬
宫。戴上导游分发给我们的
耳机，来到冬宫这座富丽堂
皇，优美壮观的沙皇宫廷建
于18世纪中叶，俄国新古典
主义建筑艺术最伟大的纪念
物，边听边介绍边看展厅。
只见入口处立着阿特拉斯巨
神群像，宫殿四周两排柱廊
气势雄伟，宫内以各色大理
石，孔雀石，斑石，碧玉镶嵌，
以包金，镀铜装潢，以 各种
质地的雕塑，壁画，绣帷装

饰。走在这里。满眼金灿
灿，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
做“金碧辉煌”，真正的“金碧
辉煌”。

看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
雕像，花瓶等文物，看了复兴
时期的绘画，素描，雕塑包括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看了
世界上最大的伊朗银器及金
孔雀，金钵，金樽，金盘……
看了皇后的客厅，宝座厅，还
有红色宝座之上金色双头鹰
图案……看了伦勃朗，达芬
奇，保罗。高更，毕卡索，马
蒂撕等画家的世界名画珍品
……还有一座法国启蒙思想
家伏尔泰的巨大汉白玉坐像
十分引人注目。从精神饱满
到精疲力竭，直看我们眼累，
走到腿累，累到真正大饱眼
福。

冬宫广场上有几辆古老
的马车，烘托出这里些许的
历史年代感。我们环绕广场
的四面，以冬宫为背景，以亚
历山大纪念柱为背景，拍下
张张图片留念。我伫立在栅
栏前的高坡处，观赏这前面
宽阔的错落有致的绿茵茵的
草坪，让人的思绪宛如穿越
时空隧道几个世纪前这个军
事要塞炮火纷飞的情景，感
到时光倥偬交汇在历史长河
中，物是人非景变，世界上的
一切竟是多么的奇妙。

下午，我们依依惜别俄
罗斯，在圣彼得堡乘着高速
列车，迎着冰冷刺骨的寒风，
向着北欧第一站——芬兰驶
去。别了，莫斯科；别了，圣
彼得堡；别了，广袤美丽的土
地；别了，金碧辉煌的宫殿；
别了，精美绝伦的雕塑。若
不是亲身来过，你永远无法
想像和不敢相信那博大精深
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所有的
传说。别了，令人惊艳的俄
罗斯！ （全文完）

■ 万隆：池兴瑞

2022 新年伊始，新冠肺
炎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欧
美大陆如热汤泼雪，闹得疮
痍满目。而亚洲国家大多
数都能有效压制疫情蔓延；
只不过，印度与日本的表现
令人担忧。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 在 1 月 3 日 达 到 33750
例 ，至 10 日 已 飙 升 为
179723 例，此后一直在高位
盘旋。由于疫苗接种率较
低、卫生医疗设施不足，加
上竞选活动、宗教仪式有大
量民众不按防疫要求而聚
集；专家担心奥密克戎对印
度造成的影响比其他国家
更严重。

再看日本，据《共同社》
20 日报道，日本国内确诊
新 冠 病 例 单 日 新 增 46199
人，连续三天创新高，累计
确诊超 200 万人。在奥密
克戎毒株肆虐下，日本“第

六波”疫情不断扩大。自
2020 年 1 月首次确诊新冠
病例，到累计 100 万人用了
19 个月，而突破 200 万人则
只用了 5 个半月。检测出
疑似感染奥密克戎的比例
在截至 16 日的一周期间高
达 93%。

疫情迅速蔓延，各国都
严防死守，生怕自己成为下
一个风暴中心。美国开年
后就以日增百万人，打破记
录，稳居全球第一。因驻日
美军的特权，日本的疫情也
紧随美国猛增。

日本冲绳县 1 月 3 日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 130 例，较
前一天的 51 例大幅增加，
时隔 3 个月后首次日增超
过 100 例，累计确诊病例增
至 50895 例。冲绳知事玉城
丹尼怒斥驻日美军无视防
疫规定导致疫情急速蔓延，
呼吁取消美军可以不配合
日方防疫措施等“特权”。

位于冲绳县的驻日美
军汉森营地上月报告出现

新冠聚集性感染。数据显
示，从去年 12 月 31 日至本
月 3 日，冲绳驻日美军人员
4 天内新增确诊 419 例。至
此，冲绳县与美军基地相关
的确诊病例累计 3699 例；
而驻日美军的病例数没被
列入冲绳县疫情统计数据。

冲绳知事玉城丹尼 2 日
在记者会说，驻日美军营内
的疫情外溢，显示美军防疫
措施和管理缺失。研究证
实，驻日美军已把变异奥密
克戎毒株传播至冲绳县。
他怒斥：“不要把美国的疫
情带到日本，更不要带到冲
绳。”《时事通讯社》10 日报
道，日本一周内新增感染
32081 人，比前一周增加 10
倍，而美军集中驻扎的冲绳
最多，增加了约 25 倍。

驻日美军是日本防疫
措施的巨大漏洞。自去年
11 月底，日本为防疫情扩
散而限制外国人入境。但
驻 日 美 军 凭 借“ 特 殊 地
位”，以美军已接种疫苗为

由，自恃拥有“治外法权”，
全不遵守日本的规定。日
本和冲绳县政府已敦促驻
日美军禁止外出，但美军士
兵仍成群结队在营地外的
商业街逛夜店酒吧，在餐厅
吃饭。不仅不戴口罩，还在
街上大声喧哗。

首相岸田文雄在得知
冲 绳 疫 情 严 峻 后 表 示 愤
怒。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6 日请求美国国务卿安东
尼·布林肯对驻日美军基地
实施宵禁。日本广播协会
（NHK）报道，美日双方 9 日
发布联合声明，在两周内，
驻日美军士兵及人员的非
紧急性外出活动将受到限
制。并将实施防疫措施，在
美军基地区域内外要求佩
戴口罩，进出基地时对美军
士兵进行检查。

《国防时报》于 20 日刊
登《“超疾大国”的驻外美
军》评论，岸田文雄上任后
全力控制疫情以彰显治国
能力，但没想到，驻日美军

就像防疫大坝的一个漏洞，
让其努力付诸东流。暴发
聚集性感染后，不受约束的
美军士兵依旧三五成群地
在营地外的商业街游荡，但
日本能怎样？驻日美军超
脱于日本法律，纵使当地民
众、县政府抗议，日本又能
怎样？

最让日本难堪的是，驻
日美军进日本时无需检测，
但离开日本时必须检测。
日本缴保护费第一、防疫措
施被无视，这样的卑微待遇
让心态敏感的日本颇受刺
激。但日本政府忍住了，只
让日本媒体舆论发声，以

“时至今日，《日美地位协
定》还是殖民地协定。”煽
动民众情绪，抗议美军带来
的各种负面影响，以推行
《日美协定》的修改，争取
“地位”。

美军“斯托克代尔”号
驱逐舰请求 2 月 6 日至 11
日停靠北海道小樽市港口，
北海道知事叫苦连天，恳求

美 方“ 考 虑 ”军 舰 停 靠 事
宜。美舰若停靠，每日有
240 名舰员上岸。相邻的札
幌市于 2 月 5 日至 12 日举
行冰雪节，也要求美舰推迟
停靠，但美方没有答复。

前些时，退位的安倍晋
三跳出来叫嚷着“台湾有事
情，就是日本有事情，美日
联盟不会袖手旁观”。日本
最近还频频作出挑衅中国
的举动，据媒体报道，日本
和美国开始制定新的联合
作战计划，大搞海上夺岛军
演，应对台海的突发情况。
日本将允许美军在西南诸
岛等岛屿上建立临时军事
基地，日本将会负责承包这
些基地的武器弹药供给和
后勤服务。

日本右翼以“防卫”为
由，提升海空军备，增加国
防预算，死心塌地与西方沆
瀣一气。反观在“防疫”方
面，日本研制不出疫苗，还
让疫情肆虐，其民众的命
运，让人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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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17）

在她早期的一部定格动
画作品《敲门声》（2002）中，
丁婷讲述了她父母误将壁虎
的叫声听成敲门声的故事。
但是，凯瑟琳·索姆（Cathe-
rine Somze）写道，这个微电
影实际上营造了一种缺席和
出现之间的紧张感。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这个作品考虑
的是“记忆的短暂性”，是为
了满足“给依然不见天日的、
被压抑的现实提供容身空间
的需要。”

与艺术家层层叠叠的、
充满诗意的记忆有关，《敲门
声》是“ 对 苏 哈 托 将 军 从
1965 年开始实施的反共血
腥清洗所造成的创伤性缄默
的一种隐喻。那一年，丁婷
的爷爷‘失踪’了。”（Zomze，
2008）

丁婷曾经为“失踪”的爷
爷写过这样的诗：

惊觉身处无序乱世中，
他们编织秘密的碎片，
谎言，恐惧，梦想，然后

用信仰的胶水粘贴完
整。（Zomze，2008）

“无序乱世”指的是什
么？在哪里？地球上的每一
寸土地不是都已建立政权，
并且明确了各自的领土界限
了吗？

青少年时期，小丁婷曾
经十分渴望与彼得·潘（即小
飞侠）有个约会，以释放她天
马行空、漫无边际的想象
力。到了成年，护照和签证
意味着政治权力，让她马上
明白了国籍的意义。在一个
名为国家的区域里，每个人
被限制入境同时又被规定何
时离境。简言之，公民身份
实际上同时也是非公民身
份。

在她另一个系列作品
《诱惑》（2012）中，丁婷提出
了以护照这一神奇本子为象

征的关于身份和国籍的批判
性问题。这一系列装置艺术
作品是由一本本护照、象征
每个主权国家堡垒的徽章，
根据墙或展览空间的线条和
形状排列组合而成。

2010 年，丁婷在雅加达
方舟画廊（Ark Gallerie）上展
出了互动表演作品《打洞》。
在这个作品中，她创造了对
一块领土进行讨价还价的事
件，类似于商行或拍卖行。
参与者如能准确冲破领土墙
将获得胜利。获胜者在墙上
打出一个开口的洞，同时宣
称一定界限的区域统治权。

她更早期的装置艺术
作品《侵入》（2008）是一些
由 印 尼 共 和 国 国 籍 证 明
（SKBRI）复 印 件 做 成 的 风
筝。这些文件都是她向华
裔朋友一一收集而来的。

每一个风筝下面都牵着一
根线，被拴在地板上的小盆
上。在线的中间悬挂着刀
片和磁铁。任何危险的摇
晃都会导致刀片割断线，风
筝被磁铁拉倒在地。这是
丁婷充满想象力的象征符
号和游戏空间，主题是关于
身份的羁绊、对自由的渴望
和创造区域壁垒的政治。

2013 年，丁婷受邀参加
何香凝艺术博物馆的展览，
这是中国深圳数一数二的
博物馆。许多重要的策展
人策划了这个展览，包括曾
经捧红过著名艺术家艾未
未的策展人冯博义。

在准备展出材料的时
候，博物馆方询问她的中文
名字是什么。就在那个时
候，丁婷给自己起了个中文
名字：廖丁婷。她隐约记

得，廖是她父亲的姓，尽管
她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
写，但她最后通过谷歌和维
基百科找到了这个字。

她还记得另一个汉字，
即 可 以 理 解 为“ 坚 强 ”的

“丁”字。在享誉全球的埃
尔热的系列漫画作品《丁丁
历险记》中，她发现了这个
关键字。婷婷（Tintin）就是
丁丁，是她的小名，从“克
莱蒙婷”而来。“婷”的另一
个意思是“小巧玲珑”，发
音和丁字很像。丁婷说，这
个字在中国是常见的女孩
名字。显然，和克莱蒙特节
日没什么关系（电邮采访，
2013 年 10 月 25 日）。

这就是丁婷（乌利亚）
的“历险记”。在一个个壁
垒不断地被建立又不断地
被推倒的时期，她努力找寻
她自己的身份。

（原 载《华 人 在 印 尼 民
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
二册）》。本篇完）

日本重“防卫”而轻防疫
■ 廖省 : 林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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