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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0年间，阿伯丁的市内建筑统一采用

灰色花岗岩为原料，因而享有“花岗岩之

城”（Granite City）的美誉，又因花岗岩中

云母的银色光泽而被称为“银城”（Silver 

C i t y）。除为本市提供建筑材料外，阿伯

丁还向英国各地（主要是伦敦）出口花岗

岩，伦敦著名的议会大厦、滑铁卢大桥、

海德公园的阿尔伯特纪念像底座等都是

使用阿伯丁出产的花岗岩建造的。到19世

纪末期，阿伯丁已成为花岗岩贸易的世界

中心，而阿伯丁港为成千上万吨的花岗岩

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广泛应

用，阿伯丁的花岗岩开采业逐渐衰落，

但这段历史留下的遗产和痕迹仍清晰可

文/熊琳 Violet Li  图/除署名外由张伟星提供

小城大事阿伯丁

  不知不觉，来阿伯丁（Abe rdeen）已

6年有余，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踏进这

座城市时的情景。那天我乘火车从英格

兰出发，过邓迪(Dundee）后，火车一直沿

着海岸线行驶，随身带的读物骤然变得

无趣起来，因为窗外有着英国最壮观的海

岸美景。火车到站后刚一停稳，我便迅速

拖着行李箱奔向出站口，迫不及待地想看

一下城市的风貌。没想到，就那一眼，便

让我与阿伯丁结下了6年情缘。

  记得，初来乍到的我站在阿伯丁火车

站前的广场上拿着地图，故作镇静地研究

着路线。“需要帮忙吗？”一位路人主动

且及时地走过来关切地问道，我感动得

一个劲儿地Nod——在以后的6年里，阿

伯丁人的质朴与善良让我深为感动。

  原来，火车站离我订的旅馆很近。我

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旅馆、办好入住后，便

背上挎包冲进了街头。

花岗岩之城

  阿伯丁位于英国苏格兰东北部，唐

河（River Don）和迪河（River Dee）的河

口之间，是北海海滨的主要海港。阿伯丁

给我的第一印象除整齐干净外，就是与

众不同的色调——城中建筑多为清一色

的银灰色，个别新建筑大胆尝试了彩色，

反倒显得突兀又轻佻。这独有的银灰调

来自格兰扁山脉（Grampian Mts.）出产

的花岗岩。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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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一座由花岗岩砌成的城市，

阳光明媚时，每座建筑都会闪闪发

光，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美丽画卷。   

             熊琳 Violet Li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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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站在全市最繁华的联合大街（Unio n 

Street）上，环顾四周，尽是银灰色的花岗

石建筑，煞是整齐美观：庄严的市政厅、

巍峨的尼古拉教堂、壮观的马修学院……

天晴的日子，阳光洒在云母粒上折射出的

光亮，令这些建筑更加熠熠生辉。

  其实，阿伯丁的美远不只花岗石建

筑。在这片不到2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有着众多的公园和花园，缤纷的花卉、绿

色的草木点缀在闪烁的岩石间，让人流

连忘返。市中心的联合台地花园（U nio n 

Terrace Gardens），被称为阿伯丁的“隐藏

的珍宝”。花园里不仅保留着1888年建造

的维多利亚式高架桥，还遍植玫瑰花，伴

着不同主题的花卉展、临时音乐会等各式

休闲活动，使这里成为市民们放松身心

的好去处。迪河河畔的杜丝公园（Duthie 

Pa r k）建于1883年，占地约0.8平方千米，

种植着大量的奇花异草，其中包括英国

最大的仙人掌种植地。杜丝公园还提供

了划船、球类活动等设施和场所，每到周

末，这里便会上演温馨的家庭聚会。约

翰斯通花园（Johnstone Gardens）相比而

言显得格外僻静，清澈的小河、精巧的木

桥、寂静的池塘、偶来觅食的海鸥……漫

步其间，总能令我心旷神怡。

  阿伯丁的夏天特别惹人喜爱，天气有

如初秋，凉风习习，令人精神爽快。滨海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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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北海油田的开发，阿伯丁逐渐

成为欧洲的石油中心。  全景 供图

2.皇家蓝勋酿酒厂的蒸馏车间。如

今，酒厂是苏格兰仅有的三家皇家酒

厂之一，被集团作为内部员工与顾客

的麦芽威士忌教育中心。

              熊琳 Violet Li 供图

3.联合大街是阿伯丁最繁华的地方，

路的两侧是清一色的花岗石建筑，煞

是整齐美观。

4.高地运动会充满浓郁的苏格兰风情

5.阿伯丁大学的马修学院（Marischal 

College）建于1593年，是英国最大的

花岗岩建筑，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

花岗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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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滩长达3千米，浅草平沙、碧水蓝天，

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度假者。

欧洲石油之都

  初到阿伯丁时，感觉它就是个典型的

英国小城，街道不算宽但错落有序，没有

太多现代时尚的气息，宁静和传统充满了

每个角落。曾看过一张阿伯丁市中心百年

前的照片，与今天的样子竟然差别不大。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如此“低调”的阿伯

丁，却是除伦敦市中心以外英国最富裕的

地方，人均年收入约3.2万英镑（约合人

民币30万元），城里及邻近地区的失业率

还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后来才知道，

阿伯丁这种不可动摇的经济地位源自北

海的石油。

  北海是大西洋的边缘海，在大不列

颠岛和欧洲大陆之间，面积约50多万平方

千米。北海油气资源丰富，海底石油藏量

仅次于波斯湾和马拉开波湾而居世界第

三位，这对于贫油的西欧来说具有重大

意义，所以尽管北海地区气候条件十分恶

劣，全年2/3以上的时间是阴雨天，风大

浪高，沿岸国家仍下决心开采。由于海岸

线的关系，北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被诸

多欧洲国家划分，北部及西北部只分属于

英国（苏格兰地区）及挪威两个国家，而

在北海大陆架大量开采的油气也主要集

中在这两个国家所属的海域。

  英国勘探北海油气始于上世纪60年

代，1975年开始产油，1984年产量突破亿

吨。据统计，北海承担着英国近一半的能

源供应，其中石油储量相当于30亿至40

亿桶。苏格兰拥有世界闻名的北海油气田

布伦特产区——全球超过2/3的现货原

油交易以伦敦洲际交易所(IC E)上市的布

伦特原油期货作为基准参考价，且世界

石油市场约6.4%的供货来源于此，而布

伦特原油在英国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阿伯

丁的港口运输。于是乎，许多英国包括欧

洲的石油公司，如BP、Shell、Subsea 7、JP 

Ke n ny等都先后将总部设在了阿伯丁，或

以其作为转运母港。

  海边距离阿伯丁市中心只有15至20

分钟步程，站在岸上就能望到远处进行

石油开采的设备。狭窄的港口内，昔日的

渔船已被刷着亮漆的大型油田船舶取代，

不分昼夜地进进出出。今天的阿伯丁，早

已从以渔业、花岗岩开采及造船业为支

撑的小城，华丽变身为“欧洲石油之都”。

难怪苏格兰独立派在去年公独前是那

样的信心满满——他们相信，繁荣发展

的石油产业足以支撑起一个独立的新国

家。基于资源和技术优势，自2014年起，

阿伯丁市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正致力

于向低碳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领域的研

究，为向“欧洲能源之都”转型而努力。

城外景如画

  迪河与唐河静静地贯穿阿伯丁市。

沿着迪河驱车北上，一路风景如画，城堡

林立，其中最著名的是隐秘于丛林间的巴

尔莫勒尔城堡（Balmoral Castle）。自1852

年以来，这里就是英国皇室在苏格兰的

家。每年，“这家人”都会来城堡小住一阵

子，享受一下垂钓、打猎、野餐的乐趣。维

多利亚女王在日记里曾写道：“巴尔莫，于

我心里，是高地的天堂。”由此可见，“这

家人”对巴尔莫的情有独钟。城堡在大部

分时间都是对外开放的，闲逛其间，总是

惊叹于它的郁郁葱葱，古老苍劲的树林、

湍急清澈的河水、城堡前和常青树相映

衬的绿油油的草地……经常见到游客们

或躺在草地上悠闲地晒着太阳，或去茶

室喝喝茶尝尝点心。城堡里的很多花卉和

蔬菜都是女王亲自栽种的。如果幸运的

话，能远望到女王散步或骑马，甚至拍到

菲利普斯亲王垂钓的照片。

  从巴尔莫城堡再往北行车约15分

钟，就来到小镇布雷马（Braema r）。每年

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这里都会举行高地

运动会(The Braemar Gathering)。这个盛

大的集会始于1832年，参赛项目有举石

块、抛树干、跳麻袋、高地舞，等等，令“现

代观众”大开眼界。这个代表着高地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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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传统和凝聚力的运动会，自维多利

亚女王1848年首次参加以来，一直受到

英国皇室的关注和支持，执政君主和皇

室成员早已将定期出席这项活动视为惯

例，也因此，每年9月，都有众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斯通黑文（Stonehaven）也是个不能

错过的小镇，离阿伯丁市区大约半小时

的车程。小镇的港口停满了各种奢华的游

轮，有时游艇旁系泊着一些破旧的渔船，

几只划桨的小船也在其中随着海浪起伏

不定，这种现代与古老交织在一起的景

象带给游人别样的趣味。在岸上，还可以

买到全苏格兰最好吃的冰激凌和全英国

排名第一的炸薯条，还有奇特的炸巧克

力条。小镇边上的邓诺塔城堡（Dunnottar 

Ca s t l e）坐落在一处悬崖顶上，俯瞰着苏

格兰的东北海岸。尽管这座中世纪的城堡

现在已是一片废墟，但它的历史与很多苏

格兰传奇人物相关联，如威廉·华莱士、

苏格兰玛丽女王，以及成为君主之前的查

尔斯二世。历史上，这个小小的要塞抵抗

了克伦威尔军队历时8个月的进攻，使得

苏格兰的王冠权杖得以保全。天气好的

时候，沿着长长的台阶漫步下山，欣赏沿

途风景，悠闲惬意。

1

2 3

1.闪烁的岩石间点缀着众多别致的

花园，一如阿伯丁的性格——刚毅中

带着温柔。

2.邓诺塔城堡位于斯通黑文镇南部

海岸旁，、一段伸出陆地的悬崖上，

孤独地注视着海面。尽管城堡的遗址

已经残破不堪，旧时精巧的格局仍旧

依稀可见。

3.位列“世界百佳高尔夫球场”之一

的特鲁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对

阿伯丁人来说，高尔夫是一种运动，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阿伯丁旅游局 供图

4.每年的6月底到9月底，英国王室都

来巴尔莫城堡消暑度假。

              熊琳 Violet Li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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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距离阿伯丁市区仅1小时车程的范

围内，还有一些小巧精致、历史悠久的威

士忌酿酒厂，吸引了不少来自各地的麦芽

威士忌嗜好者。几乎所有的酒厂都有向导

引领着游客们参观，我曾慕名参观过皇家

蓝勋酿酒厂(Royal Lochnagar)。这家酒厂

是由阿伯丁人约翰·贝格于1845年成立，

如今隶属帝亚吉欧酒业集团。1848年，维

多利亚女王夫妇在巴尔勒莫尔城堡度假

期间参观了这家酒厂，大加赞许其出品

的威士忌品质与口感俱佳，并当即授予其

“皇室御用”的称号，酒厂的名字顺理成

章地加上了“皇家”二字。其后，爱德华七

世和乔治五世也都授予这家酒厂“皇室

御用”称号。如今，皇家蓝勋酒厂是苏格

兰仅有的三家皇家酒厂之一,惯用高级西

班牙雪莉桶进行熟成，因此威士忌风味

混合了苹果、香料及蜂蜜的香气，又带有

强烈雪莉风味，是帝亚吉欧旗下尊尼获

加蓝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温莎XR苏格兰威

士忌的重要基酒之一。在2个小时的酒厂

深度游后，不仅让我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历

史与制作多了几分了解，对它的味道也多

了几分偏爱。

  据说，高尔夫球界的第一球是由苏

格兰的一个牧民击出的，因为在放牧时

实在无聊，他便拿着手中的木棍对准远

处的一个野兔子洞，用力将石子击出。石

子进洞与否不得而知，只是这以后，世界

上多了一项运动——高尔夫。但不管起源

于哪儿，苏格兰都是高尔夫球界绕不过的

名词——“高尔夫”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4

世纪苏格兰的议会法案中（詹姆斯二世在

1457年3月6日的一项议会法案中，将足球

与高尔夫列入了黑名单，因为这两项运动

的风靡大大影响了苏格兰卫兵们射箭技

术的操练)，而且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现

代高尔夫比赛、设备、管理和竞赛规则，

高尔夫这项运动也由此传播开。

  在苏格兰，有近600个高尔夫球场，

人均拥有的球场面积为世界之首，其中

包括了许多世界闻名的高尔夫球场，如

圣安德鲁斯老球场（The Old Course St 

Andrews），已有600年历史，至今仍是这

项运动的裁判团及高尔夫球博物馆的所

在地。而仅在阿伯丁郡（行政上，阿伯丁

市是苏格兰地区32个一级行政区之一，但

它同时也是阿伯丁郡的首府，不过市内事

务不受郡政府管辖）就有70个高尔夫球场

之多，以至于球迷们常会为是去风景如画

的海边，还是陡峭险峻的悬崖边，亦或一

眼望不到尽头的森林里的球场打球而举

棋不定。大街上，琳琅满目的高尔夫球用

品店早已成为阿伯丁亮丽的商业风景。对

阿伯丁人来说，高尔夫也早已融入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与其说它是一种运动，不如

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文化。

  在阿伯丁的海岸线上，又新建造了

一座近乎完美的高尔夫球场——特鲁普

国际高尔夫林克斯（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Links，林克斯是高尔夫球场的一种

类型，通常指一侧临海、一侧为内陆耕

地的形状狭长的球场）。R&A认可的设计

师、足够长的距离（超过7400码）、完备

的大赛设施（包括巨大的练习场、3000平

米的练习果岭、合理布局且隐藏起来的

便道网络、足够宽敞的观赛空间和停车

场），等等，使这个年轻的林克斯一建成，

就入选美国《高尔夫》杂志评出的“世界

百佳高尔夫球场”之列。这座球场的投资

人是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鲁普，他期

望将来能够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

尔夫球场，举办英国公开赛或莱德杯赛

（高尔夫球顶级赛事之一，每两年举行一

次，由美国队与欧洲队对抗）。这座新球

场的建成，使阿伯丁地区在高尔夫球版图

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责编 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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