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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问我，你此行克罗地亚印象 深的是什么？我会即刻回答：

看天、看海、看人，美不胜收。朋友反问我：“难道美国的天还不够

绚丽？海还不够蓝？人还不够美？”，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的”。

地中海《蓝色的雅德里亚海湾》，就像一双美丽的蓝眼睛，摄住了我

的灵魂，永远不会忘记。 

 本应十二月九日下午三点搭乘德国航空公司班机，前往富兰克林

的， 可是因为德国下雪的缘故，班机延误了。也许是因为退休了，

不再需要匆忙赶路，性情也随之悠然了。是否赶得上转机、会不会耽

误后面的行程……呵呵，将这一切交由我们相约十二人同行的领队爱

丽丝·王去替我们操心了。 

 德航班机上十小时的飞行，乘客们都在享受着欧式的餐饮和各类

人种散发出来的体味儿。我依然保持着“高空飞行不进饮食”的德性，

贪婪地欣赏着德航的空姐和空少，可谓“俊男美女秀色可餐”啊。看见

空姐脖子上的丝巾，突然发现，原来黄色与黑色可以配搭得如此美丽。

又意外地发现，德航的班机上居然有中文频道可以消遣，也就不觉长

途飞机的寂寥了。 

刚品完审美大餐，即刻就尝到德国海关“严苛”检查的滋味。好在

我是懒人一个，行装简单很快过关。眼见人们脱鞋、除衫、解裤 



带…… 满耳尽是抱怨之声。在等候诸团友之际，联想起新闻报道中，

曾经有游客投诉某海关，使用 X 光进行检查，触犯私隐之例。我倒

是不以为然，反正我从头到脚的“零件”都是原装的。不过想建议海关，

凡乐意接受 X 光全身检查的客人，都出具一份身体检查报告：看看

体内各器官是否依然各就各位、或是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也顺便检

查一下，为心血管架起的“桥梁”是否还保持着“巍然屹立”……嗨，岂

不两全其美。扯远了，扯远了。不过我发现，自退休以来，常常会出

现这种遐想联翩、天马行空的失常状态。 

 当我们转乘“城市专线”飞行一个半小时后，就到达克罗地亚的首

都萨格拉布，到机场迎接我们的是美丽丰满的导游小姐---派翠。一路

上白雪皑皑，南加州来的朋友们都缩进了皮衣、皮帽、大围巾之中，

跟随巴士行驶在陌生的路上。莫约四点钟的辰光，夜幕已经降临。等

我们住进市中心有 110 年历史的《皇宫酒店》（Palace Hotel）时已

近晚饭时分。我们这个团一共五十人，当晚就在皇宫酒店里享受了一

次“宫廷式”的欢迎晚宴。用银质的餐具、侍者右手背在身后、左手的

手臂上搭着一条雪白的餐巾、则着脸、微弯腰、听侯吩咐。红酒、白

葡萄酒、各种果汁应有尽有。我们一行人也就绅士、淑女般地享用着

连萨拉、汤和 后咖啡在内的共六道菜式。因为仪式太隆重了，害得

我仅记得喝了一杯美味无比的桃子汁、一条香喷喷的意大利香肠和一

杯巧克力冰激凌…… 。在此顺便告诉诸君：那夜，在这 110 年历史

酒店的房间里睡得很好，没有什么“汉姆雷特”等贵客光临。 



这是个来自美国各地退休人的团，晚餐后团员们互相介绍着自己，

我算是 “年轻”的新兵了。有的团员跟随这一家专为退休人士服务的

旅行俱乐部，玩了十几次了，可见信誉不错。组织者按照退休人的特

点来安排行程，“节奏”与大家的心跳、体力、和意愿都很合拍。晚餐

后去逛萨格拉布的夜市，步行街热闹的市场和绚烂的圣诞灯饰，已经

表现出这个城市节日来临的兴奋和人们的喜悦。寒冷并没有阻挡萨格

拉布人的兴致，广场上搭起了大舞台，摇滚、流行、民族与古典，融

洽地呈现给熙熙攘攘的市民们。可惜天色已晚时间太短，还来不及好

好地看看这个城市，好在我们回程时还会再来。 

给大家一点关于克罗地亚的信息：克罗地亚位于欧洲中南部，全

称为克罗地亚共和国。面积 5．65 万平方公里。人口 444 万。主要

是克罗地亚族，还有塞尔维亚、匈牙利、意大利等民族。居民多信奉

天主教，官话为克罗地亚语，货币叫库纳，首都萨格勒布(Zagreb)。

我听当地人读 Croatia 是“克若西亚”，而官方的翻译为克罗地亚，且

按照官方的读法吧。   克罗地亚国旗 

 

8 世纪末到 9 世纪初，克罗地亚人曾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1 0 世

纪，建立了强大的克罗地亚王国。1102—1527 年，克罗地亚处于匈

牙利王国统治之下。1527—1918 年，克罗地亚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直到奥匈帝国崩溃。1918 年 12 月，克罗地亚与一些南部斯拉夫民族



联合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 年改称南

斯拉夫王国。1941 年，德意法西斯入侵，扶持建立了“克罗地亚独立

国”。1945 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同年 11

月 29 日宣告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5 年改称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克罗地亚成为六个共和国之一。还记得铁托吗？

还记得 早的修正主义吗？还记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这下

不那么陌生了吧？1991 年 6 月 25 日，克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而独立。1992 年 5 月 22 日正式被被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

2009 年成为北约成员国之一。国歌是：我们美丽的祖国。抱歉，我

不会唱。        克罗地亚地图 

 

第二天一早就要搭乘巴士去波斯尼亚的内乌姆和赫赛哥维那了。

巴士开在萨格拉布的街上，白天看起来又是一番情趣。老房子的古典



美、新建筑的现代美、橱窗的设计和色彩、人们的衣帽穿着，都体现

出萨格拉布人的艺术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阳光下让我看清楚了萨

格拉布人，长腿、高鼻子、白皮肤、蓝眼睛。克罗地亚的儿童简直就

是瓷娃娃小天使可爱至极、女人的皮大衣穿得雍容华贵、竖起领子的

长呢大衣让男士们显得英俊潇洒，噢，还有那些男男女女头上戴着的

漂亮帽子……。蓝色的有轨电车里坐着从容的上班者，我发现这个民

族的人喜欢接吻，清晨的电车里频频出现这美丽的场景。我在想，他

们那高鼻子还真的挺碍事儿的呢。 

前两天刚下过雪，如此美景让我目不暇给。一路上如痴如醉地吸

纳着美景，懒得听导游喋喋不休地讲述克罗地亚的历史和政治，自顾

自地神游起来。白雪装扮的山和树，不时地给我一阵阵地惊喜。哎哟，

雪地里、山坡上那一座座各色各样的小房子，冒着炊烟的景象，像画

片、像卡通、像仙境，让我雀跃不止，满心欢喜。 

目的地波斯尼亚的内乌姆，比较贫穷，以山地为主。目前的失业

率高达 40%。城市里的房屋明显陈旧，墙上弹痕累累。然而，仁慈

的上帝赐给了这块土地一条名为内瑞特瓦河，从山腰的一个特大岩洞

里滚滚流出清澈见底的水，这条滔滔不绝的河，成为波斯尼亚人世世

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只要没有战争、只要人心不浮躁，依

然会显现一派祥和。我深深地感动：地球上各人种肤色长相差异很大，

而所有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蔬菜水果却是一模一样，因为那是上帝赐

予的。如果一定要找出区别的话，勤劳的地方会更加丰硕一些。 



 

我在内乌姆小有斩获：第一，我知道了“阿尔巴利亚”是与内乌姆

接壤的一个山国。从小不关心时政，只知道那是“山鹰之国”，领袖叫

“喝茶”。导游说克罗地亚人可不喜欢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

是国民缺乏教育，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而殃及邻居。阿国的国民基

本生活都很贫困，为了省电，晚上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老乡们早早

地就熄灯了，于是就生产出很多孩子。孩子缺乏教育，跑下山来干坏

事，名声狼藉仅次于吉普赛人，这样看来“山鹰之国”即出山鹰也出山

贼呀。收获之二，我看到猕猴桃的果树了，它像葡萄藤那样生长在架

子上，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一直以为“猕猴桃”是长在高山峻岭，

只有猕猴才能采到的高树上呢。哈哈，笑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少

见多怪了吧!之三则是一餐让我难以忘怀的异国风情的午餐。中午我

们在内乌姆的一家穆斯林餐馆享用了从未尝试过的烧小牛肉餐。看起



来一块不起眼的烧牛肉，但是肉质鲜嫩、香味扑鼻、入口即化，是那

种吃到嘴里忍不住眯起眼睛笑在心里的口福，加上一碗不带一丝油却

又鲜美无比的牛肉清汤，再加上刚刚烤出来的发酵面饼，看似简单却

让你回味无穷。诸君，“好吃鬼”原形毕露了。 

 

内乌姆的内瑞特瓦河 



 

内乌姆山城与河流 

11 日晚上就开始住进了埃塞娜号（Athena）邮轮的豪华房间了，

除了浴室没有泡澡的浴缸之外，其他的设施够五星级的了。船上除了

有船长外，还有一位美丽的酒店经理。这条船就像一个在海上漂浮的

酒店一样，在我们的安睡中，她就悄悄地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我

在想，如果在睡梦中，悄悄地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也挺不错。 

科尔丘拉（Korcula）是我们到克罗地亚的第一个港口城市。马

可·波罗就出生在这个岛上。因为这个地区当时受到威尼斯这个国

家的统治。又由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所以世

人都以为他是威尼斯人，或意大利人。我们像朝圣一样去参观了

他的故居，崇敬克罗地亚祖先的航海历史。晚间，有五位民歌手

到船上来表演，仅仅一架小小的手风琴和美妙的四个声部，就将



欧陆的风情和爛漫表现得淋漓尽致。 

 

登上埃塞娜号（看船吧别看我，是受行头所累变圆脸了） 

 
科尔丘拉港的早晨 



科托尔（Kotor）是全世界 美丽的 25 个海港之一。飞翔的海

鸥、湛蓝的天、深蓝的海、古城堡、美丽的人们，让我彷佛置身

于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的情景之中。适逢科托尔城市管乐团每

年一度为市民表演的日子，晚饭之后，我们就与当地的市民一起

欣赏了他们的表演。虽然是业余的，但是水准很高，特别是那位

首席圆号，一曲《桑塔露琪亚》……噢，难于形容被他陶醉的幸

福。 

  

 
黑山共和国的科托尔海滨夕阳西下 

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老城是欧洲中世纪风貌保存 完整的一

个城市。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被誉为“雅特里亚海的明珠”。歌德时

代的教堂和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金碧辉煌的皇宫，都是 

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不朽。 



赫瓦尔虽然在众海港城市中稍稍逊色一些，但是她那 2000 公尺

高的山脉却是克罗地亚的“高度”。漫山遍野天生天养的从石头缝里长

出来的薰衣草，是赫瓦尔女人的财源。手工制成精巧的薰衣草香包和

精油，销售到世界各个地方。我酷爱薰衣草的香味，于是就在一个美

丽的赫瓦尔姑娘的小货摊上，尽情地购买了我的心爱。橄榄树、山葡

萄也是上帝赐给这块贫瘠土地的厚礼。赫瓦尔人每家都会自制橄榄油

和葡萄酒，团友们到当地人家里做客，品尝私人酒窖里酿造的葡萄酒、

樱桃酒、黑莓酒，配上新烘焙出来的松饼沾橄榄油吃，无以伦比。 

 

 

杜布罗夫尼克街道的夜景 



 
赫瓦尔港口的晨曦 

船在开向斯普利特时，天气变了，风大浪高。好在斯普利特是个

避风港，我们的埃塞娜号与其他大大小小的船只，躲进了斯普利特的

港湾。对于我们第一次远航的人来说，港湾就像一个温暖的怀抱，无

比安全、无比深情。嗨，朋友们，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是你的港湾”

时，这应该是 珍贵的承诺了，因为性命攸关啊。 

斯普利特的魅力足以让我流连忘返，如果真的能赖在这儿慵懒地

度余生，将是何等美妙。我对她有独钟，是因为避风港让我安全温暖，

以及那条世界著名的斯普利特海滨大道，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美丽的商

业步行街，不是奢华，是一种感觉。冬日的阳光下，步行街的酒吧和

餐馆，坐着斯普利特的俊男美女，我就如同在好莱坞片场看明星拍戏

那样，置身度外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斯普利特人 吸引我的是那



优雅的气质，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高贵。我对声音尤其敏感，听他们

谈笑风生时发出一种天然的混声和共鸣……这种“鸟语”真的好听又

迷人。斯普利特的海杜克是闻名于欧洲的足球俱乐部。在 1998

年法国世界杯上，他代表克罗地亚的足球队成为这场赛事的黑马，

取得了第三名。说到体育还要介绍曾经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国手

的谭瑞午，现在代表克罗地亚参赛。在 2008 北京奥运会获得乒

乓球男子单打八强，成为克罗地亚人民家喻户晓的英雄。 

 
 

斯普利特海滨的步行街，看那蓝天吧！ 
 

早晨还在下雨呢，午间时分太阳出来了，让我好好看看斯普利特



风光。天空是不是很美？街道是不是很干净？人们是不是很悠然？ 

 

斯普利特步行街的人们 
 

 船停泊在希贝尼克港时下雨了，前一晚外出时吹了寒风，我的

双眼因过敏肿了起来，就留在船上休息了。团友们兴致高啊，撑着伞

顶着风上岸游玩去了。邮轮旅行就是这点好，可以选择游玩也可以选

择休息，完全看自身的状况来决定。晚餐后希贝尼克市的民族舞蹈团

小分队来船上表演克罗地亚民族舞蹈，表演场地虽然小，年轻舞者的

奔放与热情不减。美妙的音乐和欢快的节奏把我带到的年轻时代，身

体随着节拍情不自禁地摇摆起来...... 。 

扎达尔（Zadar）是埃塞娜号停靠的 后一个港口。这是一个商

贸发达的大港，人口也较其他城市多。天气好、阳光明媚， 我们这



群关心民生问题的女士们结伴“考察”市场去了。农夫市场的商品很丰

富， 让我们吃惊和羡慕的是他们的肉店，简直太漂亮了。店面虽

然棒、卖肉的伙计也很帅，但我说的“漂亮”是指那些挂着的肉， 整

齐干净、色泽粉嫩，绝对的“放心肉”。有个团友说：“看着就想咬一口”， 

真的不夸张。有图为证！我大可放心吃当地的各种香肠啦。 

 
 

 



 

怎么样？没夸张吧？看见这样的肉是不是很开胃啊？可惜不能带一

些回家。 

 在扎达尔的 后一餐非常隆重，船长陪同客人共进晚餐，全船的

服务人员都到场亮相。前面我只顾着介绍各地风光，还没来得及介绍

他们呢。除了几位高管和卫队是白人外，其他的服务人员清一色的印

尼人，他们在船上工作得极为开心，也非常专注。同在一条船上的员

工，就像一家人，可能是因为“同舟共济”的关系吧。其实我们大家生

活在一起整整十五天，彼此之间也很亲近了。他们照顾我们一日三餐

和生活起居，真的很像一个大家庭。我极为佩服厨房的大师傅，每天

的早、午自助餐和晚上的大餐，要想着法子变化让大家不那么乏味。

本来西餐的花样就有限，而且是同一批人，就更难伺候了。好在厨房

有两位大菜师傅，一位是意大利厨师，另一位是法国厨师，让我们享

受了非常正宗的意大利餐和法国大餐，想不增磅真难。为了克服“难

题”，避免恶性膨胀，我采取每天只用两餐的方式防患于未然。 



 
这位印尼服务生一日三餐地照顾我们

 
同舟共济的姐妹们 



 
扎达尔古城的新貌

 
扎达尔的海港 



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就在海边的《海之风琴》广场上 

翩翩起舞一番，留作纪念吧。

 

脚下的那些蓝色的玻璃砖，到了夜晚就五光十色的衬托着 

夜幕中的海港，再配上《海之风琴》发出的天然声响可称一绝。 

结束了海上的航行我们又回到了萨格拉布。因为天气好，节日气

氛更浓了。我与几位同道中人像当地人那样，拿着“热狗”和披萨在路

上边逛边吃。累了就坐在广场的椅子上休息，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

市面上没有瓶装水买卖，是因为他们有引以为傲的洁净的自来水。 



 

 

 
萨格拉布的街头艺人 



《雅特里亚海湾》就像个美丽的“女人”，蓝色的眼睛、性感的身材、

是阅历与文化使她优雅、是温柔与知性使她迷人。我第一次见她就难

以忘怀，何况那些“雄性”的侵略者们。从 10 世纪开始就有了克罗地

亚王国，至今已几经易手。“争取自由”一直是克罗地亚人永远不变的

信条，直至 1992 年才被联合国承认，我为她庆幸。 

我以克罗地亚诗人的著名诗句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美好、珍贵、

甜蜜的自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厚礼。所有的金钱和一切世俗的生活

都无法与这 神圣、 美丽、 珍贵的自由相比。”这就是克罗地亚人

的追求，这就是克罗地亚人生活的真谛。 

 

注：一篇流水帐，绝不可登大雅之堂。为了留作纪念、为了与之

情好友分享，见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