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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堡花园
欧洲的古老城堡灿若星辰，它们似乎总与权位、

爱情、阴谋等各种传奇故事紧紧相连，但人们常常会忽略

了它们另一个美妙的组成部分：花园。事实上，再坚硬冷

酷的城堡，通常也有或浪漫温柔、或典雅大方的花园相

伴，以下几座便因其最骄傲的花草景观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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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只在 最 美的一 个月间 对公众

开 放，使 得 格 鲁 特 - 拜 加 登 城 堡（Groot-

Bijgaarden Castle）似比荷兰著名的库肯霍

夫花园还要珍贵几分。城堡幽隐于葱郁森林

中，距离布鲁塞尔市区仅 7 公里。14 公顷的土

地上聚集了几乎所有春天的花朵，尤其是球茎

植物，据说多达 100 万株，而仅仅是郁金香的

品种就超过 400 种。1000 平米的现代温室内

展出比利时和荷兰的花卉等植物，可供欣赏到

众多鲜切花和观赏植物。

城堡的佛兰芒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建于

17 世纪，美丽而纯粹。在数百年间几易其主

之后，如今城堡内居住的是 Xavier Pelgrims 

de Bigard 先 生 及 其 夫 人 Nicole De Smet

女士。几年前，他们在整理城堡文件时找出了

一张百年前的迷宫图案（植物迷宫是西方园林

景观的代表之一，很多宫殿、城堡内均有设计，

通常用树篱灌木来制作），于是女主人用这张

古老的迷宫图案设计了一个别致的郁金香迷

宫。在迷宫中探索相当有趣，不过因为郁金香

低矮，所以路径实际上一目了然，走起来也就

非常简单。

 格鲁特 - 拜加登城堡

www.kasteelgrootbijgaarden.be

格鲁特-拜加登城堡：
郁金香迷宫

      比利时·格鲁特 - 拜加登

    4 月 6 日～ 5 月 5 日

拜加登城堡在每年开放期间承办布鲁塞尔国

际花展（Floralia Brussels），今年展览期间还

将特别推出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作品回顾展，以纪念这位 16 世纪尼德兰地区

最伟大画家的 450 周年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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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登·比尔森城堡不仅是风光宜

人的历史遗迹，它还作为一处文化

与活动中心，时常组织音乐会等演

出，举办国际故事节以推广正在复

兴的欧洲故事艺术，另有适合年青

人与老人的“Bilzen Mysteries”日

间探索及夜间声光互动体验。

在欧洲的历史遗迹宝库中，奥尔登·比尔森城堡（Alden Biesen）

无疑占有一席之位。它的历史始于 1220 年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德国

骑士团在此创立了修道院，后来陆军指挥官留了下来。最初他们将获得

的所有收益都献给十字军东征的理想，后来则用于满足奢侈的生活。城

堡在 16 ～18 世纪发展最为鼎盛，直到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结束后，

城堡建筑群被公开出售，之后的 200 年间一直归私人所有。“二战”

后，城堡开始萧条，在 1971 年一场大火后被比利时买下，并成为了佛拉

芒政府的欧洲文化中心。如今古堡秩序井然，当年设计的英国风景花园

依然美丽，还会举办国际花艺展示等各类世界级文化活动，俨然恢复了

活力。

城堡漫长曲折的历史令游人痴迷，而其有趣的名字也值得一提。

“Biesen”其实是当地的一种水生植物：蔺草（又名灯芯草）。这种植

物修长柔韧，一般生长在沼泽湿地或沟渠附近的浅水处。它的草杆为

圆柱形，内部充满海绵状的轻髓，这使它在吸收大量水分后变得非常柔

软，可向各个方向弯曲。当地人常收割它的秸秆，待干燥后作为编织物

奥尔登·比尔森城堡：
以蔺草之名

       比利时·比尔森

     全年

的原料—一般是捻在一起形成厚度相同的草绳，并且可以编出种类

繁多的装饰性图案。直至现在，城堡附近的很多湿地中还生长着这种植

物，想来城堡修建时应该更为繁盛，城堡也因此得名。“Alden”的意思

则是“老的”—在城堡落成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城堡拥有者又在约 20

公里开外的马斯特里赫特城建了一座新的城堡，所以这座旧堡自然就

成了“老蔺草城堡”。

 奥尔登·比尔森城堡 www.alden-bies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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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根 宏 城 堡（Meggenhorn Castle）坐

落于卢塞恩湖的一片岬角上，四周环绕着浪漫

的大公园，静谧如仙境。这座优雅建筑灵感源

自法国卢瓦尔河谷香波堡，最早是一座建于

1240 年的庄园城堡，其后数百年间陆续兴建

了一栋乡间别墅、钟楼、花园与哥特式教堂。

城堡的花园位于半山坡，由 19 世纪末时

的主人 Edouard Hofer 扩建。法国花园的规

则图案与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相匹配，另一

处自然风格的英式花园则与新哥特式的城堡

小教堂相呼应。置身园内，皑皑的阿尔卑斯山

和湛蓝的卢塞恩湖仿佛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

使人心旷神怡。700 多年来，这处仙境就这样

安静地望着阿尔卑斯雪水流入森林湖，看着青

空中的白云点燃绯红的花朵，观察着草坪由绿

变黄、又转为绿色，如此年复一年。难怪这里

会成为瑞士人举行婚礼的圣地—将一生最

幸福的时刻凝固在这里，想必是意义非凡。

我拜访时，整座城堡被重重绣球包围，在

欧洲普遍干旱的年份，这里的绣球依旧开得如

火如荼。自 2012 年以来，这里收集了40 多种

瑞士传统绣球花，可以说是一座绣球集合地。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瑞士人喜爱的古老绣

球品种消失，梅根宏城堡特别对老品种绣球做

了不少保护工作，以便瑞士园艺学家利用它们

进行新的育种工作。

 梅根宏城堡 

www.meggen.ch/de/schlossmeggenhorn

梅根宏城堡：
绣球仙境

      瑞士·卢塞恩

    全年

冬季闭园过后，因玫瑰闻名的阿森城堡

（Kasteeltuinen Arcen）在 4 月初重新敞开

大门。这座始建于 17 世纪的城堡历经战争、

火灾，外表不再恢弘如昔，但在巴洛克风格的

古堡和装饰性庭院之外，城堡的多功能花园和

植物园已成为人们造访的另一重要理由。32

公顷的土地包含 15 座独特的花园及一座历史

悠久的乡村庄园，每个花园的大小和风格各不

相同，在春、夏、秋三季都值得一游。

夏天最美的当属整个城堡最大的主题花

园—巴洛克式玫瑰园（Rosarium），这里拥

有 10 个主题玫瑰室和一间百年历史的酒吧。

纷繁美丽的玫瑰、月季、蔷薇被高大的绿篱分

割成相对独立的小花园，有的玫瑰园中还矗立

着著名玫瑰育种家的雕塑。玫瑰园周边长达数

千米的鹅耳栎绿廊同样令人惊叹，这条一直在

生长的绿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神秘空间，其中

两座螺旋式楼梯可供人们登高俯瞰整座中心

花园。

城堡内还有一片东方水上花园，充满异域

风情，花园内种植着甘蔗和盆景树，其中一个

池塘中建有泰国渔民的美丽住房—它们曾

在荷兰十年一届的 Floriade 花园展上亮相，

后来搬来此处正式落户。此外，城堡花园中还

收集了很多竹子品种，有些高度超过 7 米，沙

沙的竹叶摩挲声让人感受到安宁和平静。这些

原产于中国的竹子在 19 世纪时被引进于此，

这在当时的欧洲可谓独一无二。

 阿森城堡  www.kasteeltuinen.nl

如果有机会拜访梅根宏城堡，不妨在来去途

中尝试坐船这一方式。城堡花园中的一条步

道绕过葡萄园通往山下，山脚下有两座遗世

独立的漂亮船坞，静静坐落在卢塞恩湖畔。可

在此处等待船只，有一站可达卢塞恩市区。

阿森城堡：
巴洛克玫瑰

     荷兰·北林堡

    4 月 6 日～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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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著名的城堡有一千多座。卢瓦

尔河谷一带就群星闪耀，座座都有着显赫的

历史和传奇的故事，当然也不会缺华丽庄严

的花园。其中，瓦 勒梅尔城 堡（Chateau de 

Valmer）常常会被同以植物花园闻名的维朗

德里城堡（又被称为“蔬菜城堡”）盖过风头，

但前者运用蔬果（尤其是葡萄）来设计花园的

境界，同样令人惊叹。2004 年，瓦勒梅尔城堡

花园被法国文化部授予“卓著花园（Jardins 

remarquables）”称 号 — 在 法 兰 西 全 部

1500 座公园和花园中，只有最美丽的 300 座

荣膺此称号。

瓦勒梅尔城堡的故事始于 500 多年前，

彼时弗朗西斯一世的顾问 Sieur Binet 决定在

城堡内建造一流的花园。1888 年，圣维南家

族买下了这里，他们对瓦勒梅尔充满热情，连

续几代人对花园进行恢复并继续修缮。现任

主人艾玛尔（Aymar）接管了废弃的葡萄园并

决定重新种植，他的妻子艾莉克斯（Alix）则在

城堡中发现了早期城堡花园的设计图纸，在重

建的过程中，她俨然成为了一名景观专家，现

在人们能看到的花园都源自她的努力。

葡萄园和花园是这里数百年来的骄傲。

通常城堡的葡萄园会修建在外围，但瓦勒梅尔

城堡却将葡萄园中的 6 公顷土地划在围墙之

内，并成为花园的一部分。城堡本身不大，却拥

有占地 32 公顷的葡萄园，围绕着文艺复兴时

期的意式台地花园而建。这里拥有石灰岩质粘

土和河谷的绝佳地理位置，怎能不酝酿出闪亮

的高品质葡萄酒？

  瓦勒梅尔城堡  www.chateaudevalmer.com

瓦勒梅尔城堡：
葡香沁人

沃尔默城堡：
王太后的水仙花园

      法国·卢瓦尔河谷      英国·肯特

    1 月 3 日～ 12 月 20 日    全年

建 于 16 世 纪 中 期 的 沃 尔 默 城 堡

（Walmer Castle），最初是一座军事堡垒，

由亨利八世为应对西班牙入侵威胁而建造。从

1708 年起，它成为五港总督的官邸，后来惠灵

顿公爵、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伊丽莎白王太

后都先后成为这里的主人。

400 多年过去，战火早已成为往日风云，

沃尔默也从都铎王朝的防御堡垒变为一座

乡村住宅，花园也随之发展起来。现在这里

有 3 座花境和花园—主花境、厨房花园和

王太后花园。其中王太后花园（The Queen 

Mother's Garden）是当时的主人沃登勋爵为

了纪念伊丽莎白王太后 95 岁生日而创建，王

太后非常高兴地说道：“我收到过很多礼物，

但还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花园呢！”

当春天崭露头角的时候，园中最先闪耀的

就是黄水仙了—数万株黄色洋水仙，构成城

堡里最美的一幕。这里的黄水仙和中国的水仙

虽然同属石蒜科水仙属，但景观效果却很不一

样：中国水仙的花朵较小，花色比较单一，以白

色花瓣和黄色花芯为经典，有浓郁的芳香，在

我国北方多为水培，被誉为“凌波仙子”；欧洲

的洋水仙则不适合水培，它们通常群植或和草

坪一起搭配种植，花色品种很多，虽然芳香较

淡，但花朵大而挺拔，而且可以反复开花，所

以在景观中可以以量取胜。

 沃尔默城堡  www.english-heritage.org.uk/
visit/places/walmer-castle-and-gardens

瓦勒梅尔城堡的“葡萄酒周末”提供探索酒

窖和葡萄酒的独特机会，今年 4 月 27 日至

28 日酒窖将对公众敞开，访客有机会与酿酒

师见面，并在春季市场品尝和选购葡萄酒。

沃 尔 默 城 堡 现 由 英 格 兰 遗 产 委 员 会

（English Heritage）管理。这个著名的慈善

组织掌管着英国全境 400 余处历史文化遗

迹，其中城堡就有 66 座，独立的历史花园有

23 座。它还提供海外游客通票，以供免费参

观 100 多处景点。英国类似的慈善组织还

有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英国皇家园

艺协会（RHS）等，不妨多多参考这类机构

的官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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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们来说，

照顾花园不仅仅

意味着激情和工作，

也是一生的热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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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湖畔的莫尔日是一座安静恬美的鲜花小城，赫本在这里居

住了 30 年后终老于此。小城的郊外有一座城堡，但凡提到鸢尾收集，

全世界的花园爱好者都能说出它的名字：威耶宏城堡（Château de 

Vullierens）。

鸢尾是这座城堡最重要的闪光点。这里生长着 400 多种鸢尾植

物、13,500 种萱草、400 多种玫瑰，还有牡丹郁金香等其他花境植物，

其中的 600 多种鸢尾和萱草可供购买，很多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品

种。每年五六月，鸢尾开花最盛，城堡也最美。

城堡的花园分为数个部分，其中几座主题花园的名字与城堡的历

任女主人相关。对她们来说，照顾花园不仅仅意味着激情和工作，也是

一生的热情所在。

主花园叫作“朵琳的花园（Doreen's Garden）”，朵琳（全名为

Doreen Bovet）是现任城堡主人的母亲，也是在古堡花园中种植鸢尾

的创始人。她酷爱鸢尾，于是从旧金山购买鸢尾根茎，并于 65 年前种

下了第一批。此后她每次去往美国旅行，都会带回许多最新品种，同时

也收集来自其他各国的鸢尾品种，精心研究和培育。几十年后，她拥有

了欧洲数量最大、品种最全的鸢尾。除了是一名敏锐的园丁，朵琳还具

有相当高的创业天赋：1955 年她向公众开放了城堡的花园，以此补贴

维系城堡遗产的各项高昂开支。

多莉安（Dorianne）是朵琳的儿媳和事业继承者，来自布拉格。作

为一名著名的艺术家和色彩领域的实践者，多莉安用更多的艺术感来

装饰这座古老的城堡。她翻新了城堡周围的建筑和露台，并在庄园中引

入大型雕塑—至今城堡花园内已有 24 位艺术家的 80 件雕塑作品，

为花园带来了独特的氛围。达莉亚（Daria）则是朵琳的女儿，她继承了

母亲对花园和鸢尾的热情，据说她能辨认出 400 多种鸢尾。

这座城堡历史可追溯至 18 世纪，花园的前身其实是为贵族们的餐

厅提供菜蔬的地方，被称作“厨房花园”，采用了非常典型的菜园式结

构，横平竖直。建成后的 1 个世纪中，这里被重新设计成英国风景园林

的风格，增加了很多花坛和花境，以及一条金链花覆盖的廊道，引导人

们穿过花园到达橘园。围墙处则有浪漫的玫瑰步道。

 威耶宏城堡   chateauvullieren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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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耶宏城堡：
女人的鸢尾

     瑞士·莫尔日

    4 月 21 日～7 月 28 日；9 ～ 10 月 周末

蔡丸子 热爱旅行、乐于传递花园生活美学的作家，著
有《我的世界就是一座花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