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德堡

大学生自建宿舍

在德国海德堡市郊的一家前美军医
院的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木箱子 。这个
14平方米的建筑配有窗户和家具，乍一看
，它更像一个花园小屋，而不是家。这其实
是一个四层学生宿舍的模型———当地一个
大学生团队为了解决同伴们负担不起宿舍
租金的问题，决定自建宿舍房屋。

和世界上许多城市一样，海德堡正吸引
更多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学生到来。这创造了
一个利润丰厚的租赁市场，并引发了住房短
缺。自 2010 年以来，大学城的租金涨了近
1/4。为了缓解全国住房危机，德国政府承诺
在 2021 年任职第四届任期结束前在全国
新建 150万套公寓。

面对西南部城市飙升的租金，25 名大
学生自己动手， 决定建立自己的学生宿舍：

Collegium Academicum。“我们希望创造一
个价格合理的生活空间，学生们可以在一起
生活， 一起学习。”22岁的心理学学生和宿
舍项目成员 Ina Kuhn 说。 目前，Collegium

Academicum 的租金平均每月 300 欧元，未
来价格可能会更低。

据悉， 宿舍房屋配有三层玻璃窗，完
全由木材建成，完工后将成为德国最大的
没有金属支撑的建筑。 现场工作坊还将允
许租户进行小型维修。但是，由于造价高达
1600万欧元，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并不容易。

（摘编自：东方新闻）

马德里
虚假新闻“扫盲课”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为了避免西班牙
大学生成为“媒体文盲”，一些大学已经开
始提供鉴别虚假新闻的培训课程。

报道称，60％的西班牙人认为他们知
道如何将真实消息与虚假消息区分开来，

但实际情况是，只有 14％的人能做到这一
点。这是“简单逻辑”市场调查公司和马德
里康普顿斯大学联合进行的关于虚假新
闻在西班牙造成的影响的研究结论。

报道认为，谣言、半真半假的信息、恶
作剧消息等在“后真相时代 ”迎来了大爆
发。人们点击链接带来的兴奋之情推动着
各种商业利益在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上快
马加鞭，说谎这门“古老艺术”正在全速前
进，并且不会在真相或批判性思维面前做
丝毫停留。

在这些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中，西班牙
年轻人成了信息操纵行为的受害者 。“对
此我很担心，” 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副校长、

新闻学教授拉蒙·萨拉韦里亚说，“现在的
年轻人并不是在寻找信息， 而是在海量信
息面前跌跌撞撞，摸不着头脑，而年轻人与
信息之间的这种‘偶然遭遇’往往会为劣质
信息甚或谣言的滋长提供温床”。

目前， 包括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在
内的许多西班牙大学已经开设专门课程，

为大学生和未来的新闻记者提供有关辨别
虚假新闻的指导。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滋贺
小型犬有大能量

说起活跃于搜查现场及搜索失踪者
领域的“特约警犬”，德国牧羊犬及金毛猎
犬等大型犬通常是主流，因为它们长相精
悍、看上去很强大。但据日本媒体报道，日
本滋贺县警于 2019 年春天交付的 22 条
犬只中，夹杂着 1 条外形可爱的玩具贵宾
犬。这也是县警首次选择小型犬。

据报道，此次成为特约警犬的玩具贵
宾犬名叫“Maru”，是条 3 岁的雄犬。刚出生
时，它性格胆小且经常团团转或咬东西。作
为训练的一环，Maru 被送到了驯犬学校。

不久之后， 同时担任县警警犬指导员的驯
犬教练注意到，Maru 拥有与其他犬只相比
嗅觉更加灵敏这一特性。

“说不定它有成为警犬的才能 ”。自
2017年春天起，Maru 正式开始了以成为警
犬为目标的训练。走、坐、趴等基本动作的
“服从训练”； 嗅闻并分辨气味的训练……

渐渐地， 它胆小的性格也得以改善。2018

年 11 月， 它首次挑战了警犬审查会并合
格。县警表示：“如果 Maru 的能力被认可，

今后会继续选择小型犬作为特约警犬”。

（摘编自：中新网）

◇ 搜城记 ◇

“节庆之城”的“小而美”艺术节
今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 日，上海将迎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这是中国艺术节开办以来首次在沪举办。

大城市丰富的艺术资源为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南半球，有一座人口少、面积小的城市同样“撑”起了
全球知名的艺术盛会。它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绿色产业缘何享有世界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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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晚，长城脚下，妫水河畔，2019年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隆重开幕。 这是继
1999年昆明世园会后， 中国时隔 20年再度举
办国际最高级别的园艺博览会。

本次园艺博览会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为主题，旨在倡导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
求美好生活。

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大力发展园艺产业，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园艺能给一座城市带来怎
样的改变？ 这个绿色产业为何受到人们的欢
迎？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试验田

海尔布隆是德国南部内卡河畔的一座工
业城市。近日，两年一度的德国联邦园艺展在
那里拉开帷幕。

沐浴明媚的春光，脱下冬装的人们扶老携
幼，纷至沓来，行走在内卡河两岸，漫步于花卉
绿茵之间，或赏花、或观景、或切磋园艺、或欣
赏文艺演出，惬意地享受着这场以园艺为主题
的聚会。

16年前，海尔布隆市就有意筹办联邦园艺
展，但直到 2013年以后，该市才在其中央火车
站东北侧、 内卡河与威廉运河交界处选址，对
一片工业区进行改造，挖掘土方 60万立方米，

其中清理了约 300吨工业废料，还种植了几百
棵树，挖掘两个人工湖，兴建 22 栋建筑，从而
形成了占地约 40公顷的联邦园艺展园区。

园区内，各色花卉苗圃、现代装置艺术品、

展览厅、露天舞台、运动场等沿内卡河两岸绵
延数公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公园。人工
湖边的沙滩、河岸的亲水栈道、分布园区内的
滑梯、蹦床等设施，成了孩子们嬉戏的乐园。

“很庆幸海尔布隆多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公
园，我的孩子可以来这里玩耍。”海尔布隆市民
塞巴斯蒂安·马库斯表示。在他看来，正是以举
办联邦园艺展为契机， 让当地工业区换了新
颜，也给海尔布隆增添了新的城市景观。

海尔布隆曾在二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现
任市长哈里·默格尔说， 因举办联邦园艺展

而修建的园区为海尔布隆愈合了“二战最后的
伤口”。

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联邦园艺展园区与海尔
布隆市的基础设施衔接，一些居民的家就在园区
里。在园区东南部，几栋新建的楼房构成了一个
没有围墙的居民小区。站在阳台上看风景的人似
乎也成了游客们眼中的风景。

今年的联邦园艺展从 4 月 17 日至 10 月 6

日向公众开放，持续近半年，贯穿整个夏季，在此
期间将举办超过 5000场各类活动，涉及音乐、文
化、创新、体育等。主办方表示，人们可以在园区
内观赏各类花卉以及园艺师的杰作，可以和专家
交流园艺技巧，还可以购买花卉和绿植，但园艺
展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园艺本身。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开幕式上说，联邦园
艺展是一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试验田。德国园
艺总会主席于尔根·默茨认为，只有“绿色城市”

才能带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者愿意为“生态溢价”买单

在荷兰，从事农业和园艺种植是让人“脸上
有光”的事。

这个国家人口只有 1600多万， 却创造了全
球第二的农产品出口量， 园艺产业也是 “尖子
生”。尤其是在花卉贸易、品种研发、设施园艺方
面，世界各地园艺界都少不了荷兰货、荷兰人。

荷兰园艺产业对于“量”与“质”的到位把握，

离不开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稳定的政策环
境；其次是稳定的社会需求；第三是稳定的流通
渠道；第四是稳定的人事结构。

在荷兰，低成本、高效率成了大部分园艺企
业的追逐点。它们认为，整个行业的形势现已不
适合企业单打独斗，而是应该拥抱“全产业链协
作”。“全”的范围可以很广，广到石油公司能与花
企发生关系。比如，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的荷

兰壳牌公司，通过所铺设的管道，把二氧化碳卖
给了荷兰温室花企。

各行业的反哺、互补亲密无间，成为荷兰园
艺行业机械化与现代化的基础。荷兰农业机械企
业 MDE，与包括荷兰尤登豪特苗圃、德国 ley 苗
圃等在内的大型苗企长期信息互通，为这些企业
提供订制服务。

除了优化生产外，全产业链协作也在与消费
群体互动，让产业链延伸至消费端。这方面，行业
协会身先士卒。 荷兰南方种植者协会 ZLTO会长
汉斯介绍说，ZLTO很大一部分功能，是通过社会
舆论力量打造“爆款产品”，且帮助企业维权。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环保”、“安全保障”在荷
兰园艺产业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商业噱头。在
全产业链协作的基础上，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被
灌输了生态、环保、安全理念。早在 20年前，为了
让土壤中不含有重金属，荷兰石油公司就做出了
整改，汽油中铅的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

理念也在需求端盛行。荷兰景观设计大师尼
克是一名环保人士，他不仅在设计中表达环保理
念，而且组织相关领域大咖们一起做“绿色标签”

的生态环保行动。

在荷兰，进入市政项目的植物产品供应商需
要通过“有机认证”，还将面对严苛的标准及每年
两次的不定期抽检。因此，每家生产企业对于化
学制剂的使用都是谨小慎微。若在特殊情况打算
使用化学制剂，需要生产负责人、养护专家、总经
理一起坐下来， 郑重其事开会讨论。“生态认证”

的苗圃更是严格，但受到从业者尊重。生态苗圃
的苗木价格比市场价有过之无不及，但是仍有一
大批消费者愿意为“生态溢价”买单。

此外， 荷兰园艺企业十分注重技术创新。

Delphy是世界级设施方案服务企业，智囊科学家
超过百人；Crum苗圃虽然不大，但其研发的长排
控根容器设施育苗技术让 Crum备受瞩目； 被冠
以皇家企业的玫瑰生产企业 Jac， 百年间储备了
700多个月季品种， 其中规模化量产的有六七十
个品种。与此同时，荷兰高等学府瓦格宁根大学
与园艺产业结合密切，输送了大量专业技术和管
理人才。

（吴越 综合自《中国花卉报》、新华网、中国
园林网）

南半球的“后起之秀”

一个好的艺术节会给一个城市和它的居
民们带来喜悦与自信；反过来说，一个有自信
的城市才能真正办好一个艺术节。位于南半球
的阿德莱德就是一座这样的城市。

虽是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但阿德莱德人
口不过 100万左右，全城被环形带状的公园及
绿化带所包裹，离海边只有 20分钟车程。最主
要的一条商业街蓝道街，从东往西半小时就能
走到头。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城，却拥有全世界
第二大的边缘艺术节， 仅次于世界上最早、最
大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如果说英国的爱丁堡
边缘艺术节集中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最精华
的表演艺术人才和力量打造而成，那阿德莱德
则可以说是亦步亦趋的后来者中最成功的。

1947年，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艺术节爱丁堡国际
艺术节和边缘艺术节在爱丁堡先后诞生，与之
同期诞生的还有阿维尼翁国际艺术节， 以及
1966年才出现并到 1980年才真正壮大起来的
阿维尼翁边缘艺术节，当时，全世界已经有 13

个边缘艺术节了。

起步于 1960 年的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

可以算是这个领域不折不扣的“后起之秀”。它
由利诺依德·杜玛斯爵士与阿德莱德大学教授
约翰·毕肖普以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为雏形构
思创立。1960 年创立初期， 两年一届， 直到
2012 年，才正式转为一年一届。之后，阿德莱
德举全城、全州之力，以艺术作为城市品牌和
营销的重器，在全世界艺术节市场展开了强有
力的冲刺。

2016年， 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的票房收
入、参与人数、演出剧目，已经令其成为全世界
继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之外的第二大边缘艺术
节，把同国的悉尼边缘艺术节、墨尔本边缘艺
术节以及全世界其他 200 多个边缘艺术节远
远甩在身后。

高使用率的帐篷剧场

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它“小而美”的特征。虽然在总的演出数
量和票房数字上，它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如
果深入艺术节现场，会发现大部分演出都在各
种小型剧场（30人至 150人）中发生。

除了这些位于教堂、大学、酒吧、宾馆中
的各种室内小型剧场， 在几个主要的户外公
园集中搭建的各类移动剧场、 帐篷剧场，更
是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的一大特色。奇悦花
园、饕餮园和 RCC 这三个绿意环绕的市政公
园， 在艺术节期间变身为巨大的游乐场，搭
满了各种大小不一、形式各样的帐篷和游乐
设施，帐篷里从下午到深夜，轮番进行各种

不同的演出。

下午可以看到很多拖家带口甚至手抱婴儿
的家庭观众和学生团体，傍晚时分则是白领观众
和中老年人群。过了晚上 10点，就是清一色的青
年男女。剧目的不同定位，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
观众，也使得帐篷剧场这样一个看似简陋的临时
建筑，有比正规剧场高数倍的使用率。在热门的
场地，一天演出 5部至 6 部剧是常有的事。最紧
张的时候，一个戏结束下一个戏演出开始，只有
20分钟的时间供两个团体撤场、入台和各种技术
切换，包括快速完成的观众进场。

这三个公园里帐篷剧场的演出占到了整个
艺术节演出总量的 57%。艺术节结束之后，帐篷
撤掉，公园恢复绿树与草坪的原样，既减少了大
量剧场在非艺术节期间的空置浪费，又令艺术节
期间的观众可以在工作或休息之余，在市中心最
容易到达的场地欣赏艺术表演，同时享受公园的
自然风光。

这些成功的演出离不开专业化的保障团队。

作为艺术节的运营方，阿德莱德节庆中心下设 12

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其中， 项目部负责中心的项目运营和管理，

统筹协调中心的全部演出项目；负责与所有演出
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开展联络，统管所有项目的运
作执行。视觉艺术部负责登斯坦剧场艺术长廊的
展览项目策划。市场营销部策划执行中心所有的
宣传推广营销活动，执行与中心演出相关的全部
媒体宣传工作。合作发展部负责维护中心所有投
资人、赞助人以及其他合作方的关系。制作部负

责相关演出项目的布景维护与制作，确保演出顺
利进行。 剧场营销部负责与场地租赁方沟通对
接， 在中心的演出淡季向外租赁节庆中心的剧
场，并确保场地使用档期不冲突。

此外，还有 IT 服务部、资产设施部、票务销
售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和 CEO办公室通力协
作，保证中心有条不紊的运营发展。

不同审美偏好和谐共存

如何让更多艺术家登上艺术家舞台？

在阿德莱德，有一个专门帮助本土艺术家将
作品推上舞台的 “阿德莱德艺术家基金”。2017

年，基金总共收获了 45000 多澳元的捐赠，均来
自到场观众的捐助，它帮助了 9名澳大利亚艺术
家在艺术节期间完成演出。

更著名的是“蜜罐计划。”据悉，这个旨在吸
引全球艺术节策展人和剧目挑选者的项目，专门
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那些真正的“买家”，并邀请
他们来体验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如今，每年受
“蜜罐计划” 之邀参加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的国
际代表人数达到近 200人。

正是这种买家和“成交量”的存在，使得越来
越多的国际表演艺术团体把阿德莱德边缘艺术
节放到重要的评估地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更
大的代价，来阿德莱德长时间驻场表演，以期遇
到更多的艺术家策展人和国际买家。而更多的观
众，更多的国际买家，更多的表演团体，又共同促

进了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的爆发式成长，形成了
一个良好的市场循环。一向有歌舞、新马戏和喜
剧传统的澳大利亚表演艺术界，也因为这个艺术
节获得了更多的世界巡演机会。

在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的节目册和官网上，

人们会不断看到这样的宣介：“在这无比奇妙的
31个日日夜夜里，艺术节掌控了一切，这是阿德
莱德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和时光，气氛无与伦
比！这，是邀请你外地朋友和亲人来玩儿的最佳
时机。”

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纯粹由移民组
成的城市。那里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瑰宝，品
尝到各种不同风味的美食。 多元的文化和开放
的姿态， 也使得不同的艺术品位和审美偏好和
谐共存。2018 年的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期间，

总共有 6000 名艺术家， 在 442 个地点上演了
1223 场活动，演出类型包括喜剧表演、音乐演
出、剧场演出、歌舞表演、儿童专场演出、视觉艺
术等等，涵盖了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
极为多样化的作品构成， 为不同偏好的观众和
国际买家提供了相当广泛的选择空间。2018年，

艺术节总票房销售量达到了 70 万张，较前一年
增长了 7.6%，总销售额突破 1660 万澳元，再创
历史新高。

跑出自己的独特捷径

和世界其他一些主要的艺术节和戏剧节相
比，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格外友好。机场离城区
只要 20分钟， 接机的司机直接走到行李转盘边
上来接人。无处不在的英文提示，有时还会有中
文。艺术节主要场地外的网约车停候专区，相对
距离较近的几大主场，赶戏十分便利。再有就是
几大公园主场里都遍布各种美食摊点，一直营业
到深夜。

与之相比， 世界第一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

就有点 “太大了”。 每年 3000至 4000个戏的体
量，让不少人产生力不从心的感觉。法国阿维尼
翁体量刚刚好， 小小的教皇城也非常古朴安逸，

但极其难寻英语信息， 让不会法语的人颇为苦
恼。德国柏林戏剧节，内容上还是以戏剧为主，形
式相对单调，而且也是清一色的德语戏，并且不
是每个戏都有字幕，外国观众看得比较辛苦。东京
艺术节和日本横滨舞台艺术大会， 基本都是亚洲
剧目，国际化程度还不太够。

所以，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就这样在如林
的世界艺术节竞争场上， 跑出了自己的独特捷
径。它的成功，也使得其所在的南澳大利亚州成
为“节庆之州”，每年文化、旅游、艺术类的节庆绵
延不断，此起彼伏。直接带动的航空、餐饮、住宿、

零售、交通等各项收入，对于当地经济和就业，都
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对于城市的知名度增
长、留学生增加等方面，也有助推之力。

（吴越 综合自《北京青年报》、凤凰艺术、网
易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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