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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本刊物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中东欧国

家及相关国家最新的多样化资讯，所摘译

文章不代表本刊物观点。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是由中国—中东欧基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发起成立的研究

机构，内设于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研究所定位为专业、开放的现代化智库，旨在通过对中东欧 17 国及相关国家的宏微

观经济、金融市场、产业发展、贸易投资、热点问题、人文知识等进行介绍、解读、分析，

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机构的合作伙伴分享信息资讯，向国家有关

部门针对中东欧国家合作提供研究支持。

丽笙酒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旗下拥有 7 个酒店品牌，运营及开发

1400 多家酒店，是中东欧经济研究所的支持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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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希腊餐厅开展“空椅子”抗议活动 1 斯洛伐克解封丽笙酒店重新开业 22020

05/07
2020

05/14

5 月 6 日晚，希腊各城市参加了欧洲“空椅子”活动，以抗议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实施关停餐

饮场所的强制措施，这一系列措施对希腊餐饮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

代表餐饮业主的全国餐饮及相关从业人员联合会 ( 简称 POESE) 周二宣布，将敦促政府找到解

决方案，以帮助餐饮业及其从业人员渡过此次危机。

公告声明：“本次抗议是餐饮和娱乐行业象征性的静默行为”。

参与这次“空椅子”抗议活动的城市和地区包括 ( 但不仅限于 )：雅典 ( 宪法广场 )、克里特岛

的哈尼亚 (Chania) 伊拉克里翁 (Heraklion)、纳夫普利翁 (Nafplio)、塞萨洛尼基 (Thessaloniki)、拉

里萨 (Larissa) 和帕特雷 (Patras) 等。

5 月 14 日，随着斯洛伐克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政府逐渐放松对人员出行等方面的限

制，因此布拉迪斯拉发的丽笙卡尔顿酒店重新开业，并在夜间使用客房灯光组成“OPEN”字样，

欢迎住客再次光临。

丽笙酒店将健康、安全与保障视为最高优先事项，与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公司——

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共同制定了《雷迪森酒店安全规程》，为客户的用品实施深度清洁和

消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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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中东欧国家每 10 万人口的 
新冠病毒致死率远低于西欧国家 3

2020
05/05

欧洲新冠病毒疫情地图表明，富裕的西欧国家受疫情的影响无一例外地均较中东欧国家更大。

对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简单比较显然不够严谨，而且许多因素亦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但是，

根据一系列衡量新冠疫情影响程度的指标，西欧与中东欧地区所存在的明显差异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在中东欧地区，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每百万居民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也远低

于西欧国家。例如，斯洛伐克仅有 1,413 例确诊病例，其中 25 例死亡。对比其邻国奥地利，人口

不到斯洛伐克的两倍，但感染人数却是斯洛伐克的 10 倍以上，死亡人数更是斯洛伐克的 20 倍。而

外界普遍认为奥地利已是成功遏制新冠疫情蔓延的典范。

希腊政府希望该国应对疫情的

良好表现能帮助其扭转多年来被视

为欧元区“害群之马”的印象，重

获国际声望。目前，希腊和捷克已

加入由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

尔茨 (Sebastian Kurz) 发起的成功应

对新冠疫情的七国联盟，以共同分

享抗疫经验。

不过，也有人认为，欧盟对中

东欧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出色表现

并未给予足够的肯定和认可，并将

其归因于“老”西欧对“新”欧盟

国家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塞

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

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谈到：“事

实上，类似情形在过去 30 年接连不

断地发生着。但凡涉及关于东欧事件，

‘老’西欧都认为是不够好的：‘看

看我们，我们很棒，而你们很糟糕。’

然而，面对目前民众死亡的重大危

机时人们却发现，‘老’西欧大多

处于完全混乱，而‘新’欧盟 ( 大部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东欧国家预期寿命更短 ( 意味着相对更少的老年人口 )、人口密

度更低、飞往中国的航班更少、测试率更低，以及纯粹的运气等。如今，欧洲大部分国家均要求在

户外佩戴口罩以阻止疫情的蔓延，而捷克和斯洛伐克很早就实施了这一政策，这可能也是中东欧国

家感染率和死亡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在疫情爆发初期均实行了封锁政策。在 3 月的

第二周甚至第三周，当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仍在举行公共活动和聚会时，中东欧各国政府在观察到

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后，迅速采取了封锁措施。

由于大部分中东欧国家担心本国资金不足、医疗系统会很快不堪重负，各国的封锁政策得以很

快落地。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 

(Johns Hopkins CSSE)，截止 2020 年 5 月 4 日。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 (Johns Hopkins CSSE)，截止 2020 年 5 月 4 日。

英国数据是截至 5 月 5 日的数据，摘自英国统计局和路透社的计算。部分国家每10万人口的新冠肺炎病毒导致的死亡率

各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对比

03

分中东欧国家 ) 却表现得更好。这不

应该引起更多的思考吗？”

华 沙 社 会 科 学 与 人 文 大 学

(SWPS 大学 ) 的政治学家本·斯坦

利 (Ben Stanley) 也表示，尽管他认

为某些圈子里关于西欧对欧洲大陆

其他地区存在“殖民心态”的说法

言过其实，但媒体对该地区的大量

报道和态度中确实存在一种“低期

望值的软偏见”。

中东欧地区某国政府官员亦谈

到：“人们并不习惯将中东欧国家

视作积极的榜样。这一方面来自于

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则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匈牙利

朋友在此次疫情危机期间所实施的

限制措施过于激进，受到欧盟谴责，

这导致中东欧地区的其它国家亦不

可避免地遭受连坐。”

匈 牙 利 总 理 维 克 托· 欧 尔 班

(Viktor Orbán) 在此次疫情期间，推

动了一项饱受争议的立法，即无限期

执政合法化议案。与此同时，波兰政

府则计划在本周末通过邮寄投票的

方式举行一场备受争议的总统选举。

斯 坦 福 大 学 的 罗 马 尼 亚 政 治

学 家 维 罗 妮 卡· 安 格 尔 (Veronica 

Anghel) 表示，中东欧地区的一些国

家“得到了远高于其应得的信任”。

她认为：“强制封锁是一种过于生硬

的措施，若仅仅以此来衡量有关当

局抗击疫情的成功与否难免有失公

平。”她赞赏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

在内的一些国家对新冠疫情所采取

的应对措施，但前提是捷克和斯洛

伐克两国医疗资源都相对充裕，“而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医

疗资源岌岌可危，目前，任何额外

增加的病例都将颠覆整个系统”。

中东欧地区的官员都在警惕新

一波的感染风险。许多国家在考虑

放松封锁的同时，继续实行严格的

边境管控，拒绝外国游客入境，或

至少对所有新入境者实行必要的隔

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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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将获得欧盟 1.1 亿欧元援助 4 2020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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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波兰副总理：应设立新法规限制欧盟以外的 
投资者收购本国公司 5

2020
04/24

波兰副总理雅德维加·艾米莱维奇 (Jadwiga Emilewicz) 近日表示，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来

自欧盟地区以外的投资者可能会借机寻求以较低的价格收购波兰企业，若发生上述情形，波兰政府

希望能够获得第一手相关资讯。

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波兰政府宣布了一项高达 3300 亿兹罗提 ( 合 784.3 亿美元 ) 的救助计划。

其中，保护国内企业的最新提案也纳入了该项援助计划。

艾米莱维奇表示，受此次疫情影响，许多波兰家族企业市值下跌，已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目标。

但她并未透露任何具体基金或来源国。“另一个解决方案涉及波兰公司的财务困境和来自欧盟外的

公司或基金的巨大利益。我们并不希望这些公司成为他国资产。目前，此类收购要求必须通知反垄

断办公室”。她还表示，周四提出的反收购方案并不涉及上市公司的收购。目前，尚不明确政府是

否会区别对待。

波兰政府期望保护本国企业免于不必要的收购，相关行业包括能源、医药、食品、运输、物流、

数据处理和电信等。

她的提议与其他欧洲国家采取的保护措施相近。4 月初，德国政府同意收紧收购政策，以保护

本国企业免于遭受非欧盟国家投资者的“恶意收购”。

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在欧洲关键领域的投资持续加码，欧洲正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前述两国

投资收紧措施均是在该背景下出台的。

不过，部分分析人士和批评人士表示，虽然上述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措施旨在应对疫情危机并促进

经济增长，但结果可能是波兰民族主义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利用其推出的政策加强对私营经济的控制。

自 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执政以来，便逐步加强了对能源公司和银行的控制，并批评前政

府达成的私有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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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 佩拉斯特

波兰 华沙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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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经济部长：建议政府延长对旅游业的财政支持 6 2020
05/05

斯 洛 文 尼 亚 经 济 部 长 兹 德 拉

夫 科· 波 契 瓦 尔 舍 克 (Zdravko 

Počivalšek) 周一表示，受新冠疫情

影响，斯洛文尼亚旅游业停滞的时

间较多数其他行业都长，政府正考

虑延长对旅游公司的临时紧急援助，

延期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到

今年年底。

波契瓦尔舍克指出，“此次新

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而

旅游业首当其冲。由于该行业的某

些部门对海外游客依赖程度高，可

能要到更晚些时候才能恢复运营。”

具体援助政策中，政府为临时

裁员提供的资金支持将在 5 月底结束，

但对旅游业的援助可能会继续延长

四个月，甚至到 2020 年年底。波契

瓦尔舍克表示他将正式向政府提出

这一建议。

由于旅游业需要适应新的市场

形势，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可以延

长补助和优惠贷款的基金来资助该

行业的运营和融资。

尽管当前新冠疫情的控制形势

总体表现积极，呈现出“乐观的基

础”，但根据降级管控的步伐，今

年旅游业的收入预计仍将收缩 25％

至 70％以上。

与此同时，斯洛文尼亚与克罗

地亚就重新开放两国边境旅游的具

体细节仍在磋商谈判中。波契瓦尔

舍克表示，双方的公共卫生部门负

责人将在本周讨论过境协议。

不过，他也警告称，随着人们

对健康的进一步重视，旅游业将发

生永久性的变化。“我相信，在斯

洛文尼亚，整个旅游行业以及主管

部门都知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使我

们继续保持在旅游业的领先地位。”

斯洛文尼亚酒店业协会会长葛

利格尔·亚姆尼克 (Gregor Jamnik)

则表示，目前，流动性对于酒店经

营至关重要。酒店业需要更长的时

间才能恢复，而且由于新冠病毒可

能持续存在，“酒店、酒吧和餐馆

的服务可能需要前所未有的改变”。

爱沙尼亚在工作场所测试使用数字免疫护照 7 2020
05/20

爱沙尼亚已开始测试世界上第

一批数字免疫护照。该护照由高科技

初创公司 Transferwise 和 Bolt 的创

始人组成团队开发创建，使员工在新

冠疫情过后更安全地返回工作场所。

数字免疫护照收集测试数据，使

用数字身份验证后生成的临时二维

码，使人们能够向第三方 ( 例如雇主 )

共享其免疫状态。

“数字免疫护照旨在减轻人们

的恐惧，使全球民众在病毒大流行时

继续生活。”Transferwise 公司创始

人大卫·辛里库斯 (Taavet Hinrikus)

说，他也是开发护照的非政府组织

“重返工作岗位 (Back to Work)”的

成员。

许 多 国 家 和 企 业 正 加 大 力 度，

开发用于跟踪人群接触情况的应用

程序。

除技术企业家外，“重返工作

岗位”组织还包括当地的医疗专家

和政府官员。爱沙尼亚丽笙酒店和

食品生产商 PRFoods 是最早开始测

试该护照的公司。

塔林的丽笙酒店首席执行官凯

多·欧雅佩夫 (KaidoOjaperv) 表示：

“我们正在寻求所有解决方案，以

使我们的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并使

客户再次光临我们的酒店。”

迄 今 为 止， 爱 沙 尼 亚 已 出 现

1791 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其中 64

人死亡。本月开始，爱沙尼亚已经

放宽封锁措施，并于上周与立陶宛

和拉脱维亚一起成为欧盟内部首批

相互开放边境的国家。

希腊开始出售四个港口 8 2020
04/29

希腊正推进四个区域的私有化，

这是其继比雷埃夫斯港和塞萨洛尼

基港成功私有化之后，努力成为东

南欧运输和物流枢纽的重要举措。

希腊负责私有化的机构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政府将出售亚历山德

鲁 波 利 斯 (Alexandroupolis)， 伊 古

迈尼察 (Igoumenitsa)，伊拉克里翁

(Heraklion) 和沃洛斯 (Volos) 等港口

的多数股权，目前正寻找合适的财

务顾问。

据悉，希腊目前正投资数十亿

欧元用于建设新的公路、铁路、港口

和机场项目，以使该国成为巴尔干

和中欧的物流门户。自中国航运巨

头中远海运集团接管比雷埃夫斯港

集装箱业务以来的十年中，该港口

一跃成为地中海最繁忙的集装箱码

头，也成为欧洲五大集装箱码头之一。

中远海运集团后来还接管了比

雷埃夫斯港口的其它业务，并正在

实施一项 611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2018 年，德国牵头的一个财团收购

了塞萨洛尼基港 67％的股份，并提

出了一项 1300 亿欧元的扩建工程，

该工程目前正在进行中。

待出售的四个区域港口各自代

表独特的发展机会。北部的亚历山德

鲁波利斯港口正在崛起为能源枢纽，

并计划建造新的天然气设施。西北部

的伊古迈尼察港则是希腊出口商进

入欧洲其他地区的门户。东部的沃

洛斯 (Volos) 港口传统上为附近的塞

萨利 (Thessaly) 平原提供希腊农产

品出口服务。但因其紧邻希腊重要

的文化遗址迈泰奥拉 (Meteora) 修道

院，已日渐发展为游轮目的地。最后，

克里特岛上的伊拉克里翁港口也已

成为地中海东部游轮的主要停靠港。

财讯

07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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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太阳能板生产商计划成立联合体 9 2020
04/28

据报道，波兰太阳能行业正计

划采取联合措施以抢占国内光伏市

场的更多份额。该设想由一位来自

私营可再生能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提出。

一位部长级发言人表示，新冠

疫情危机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一个从中

国企业手中夺回市场份额的机会。包

括 Bruk-Bet Solar 和 Easy Solar 在内

的波兰光伏制造商正在讨论联合行动，

以支持本国光伏产业发展。

气 候 变 化 部 可 再 生 能 源 行 业

代 表 伊 雷 纽 斯· 兹 斯 卡 (Ireneusz 

Zyska) 在最近的一次电台采访中表

示：“来自太阳能行业的波兰公司

正在计划利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供

应商无法履约的机会，采取联合行

动抢占本国市场份额。”

不过，要让相互竞争的公司携

手合作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波兰

光伏产业协会主席博格丹·西曼斯

基 (Bogdan Szymanski) 在接受《光

伏》杂志采访时表示，其所在组织

对上述倡议不承担任何责任。

  组织者

总 部 位 于 扎 布 诺 (Żabno) 的

Bruk-Bet Solar 公 司 表 示， 拟 议 中

的合作由私人研究机构可再生能源

研究所所长格热哥兹·维希涅夫斯

基 (Grzegorz Wiśniewski) 提 出。 维

此前曾向波兰媒体表示，2017 年，

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组件市场所

占 份 额 为 68 ％，2018 年 为 72 ％，

2019 年据称约为 75％。其声称，受

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将无法全额交

付今年的订单，即 100 GW 面板中

的 20％至 30％。

维希涅夫斯基指出，波兰制造

商去年仅提供了本国太阳能电池板

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约 30％的光

伏项目使用了中国产品，25％使用

了德国组件，其余组件由越南和意大

利供应。他表示，未来几个月，波兰

生产商将有机会从中国、越南和意

大利企业手中夺回一定的市场份额。

2020 年第一季度罗马尼亚私营医院 MedLife 营业额同比
增长 14.3%10

2020
05/18

罗马尼亚私人医疗服务市场的

领导者之一 Med Life 集团的报告显

示，今年第一季度其营业额为 2.641

亿列伊 ( 合 5390 万欧元 )，比去年

同期增长 14.3％。

根据该公司的财务报告，其净

利润增长166％，达到640万列伊(合

130 万欧元 )。

  前景乐观

Bruk-Bet 公司强调了其业务在

此次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最小，因

为它并非单纯依赖中国供应链。

该公司表示：“疫情延长了产

品交付周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大

大减少了波兰光伏产品分销商的库

存，这其中 70％以上是依赖中国公

司。由于采用欧洲和中国供应商网络

的多元化组合以及量身定制的仓库

管理，Bruk-Bet Solar 公司的交货暂

未受到疫情影响。毫无疑问，某些

海港的关闭，尤其是航班数量的限制，

阻碍了后续生产。但是，这种影响

是暂时性的，3 月初产量便出现了迅

速回升。”

总部设在奥尔什丁 (Olsztyn) 的

制造商 Corab 公司也显示出产量增

长的迹象，并推出了三种转变模式

来满足对其太阳能电池板不断增长

的需求。

  应对措施

负责中国太阳能生产商正信光伏

(Znshine) 波兰市场的负责人克里斯

托弗·多里内克 (Krzysztof Dorynek)

表示：“中国春节 (1 月 25 日 ) 之后，

不仅太阳能组件的生产中断，其他

零部件的生产也已停产。这导致欧洲

交货出现延迟，最多达两个月。但现

在已恢复正常，工厂正以 70-100％

的产能加速生产。不过，没有工厂能

生产出光伏系统所需的全部组件，所

以，并不是全部组件都可以立刻运往

欧洲。”

波兰能源智库论坛 ( 波兰能源

论坛 ) 指出，该国可再生能源制造商

的收益可能有助于缓解新冠疫情导

致的经济阵痛。来自该智库的专家

亚历桑德拉·高里科夫斯卡 - 菲克

(Aleksandra Gawlikowska-Fyk)表示，

制造商、电网运营商和政府应共同

努力，最大限度地为清洁能源行业

保驾护航。该智库建议将 10 亿兹罗

提 (2.2 亿欧元 ) 的 Mój Prąd 补贴计

划涵盖范围扩大到发电容量为 2-10 

kW 的家用发电系统，通过发展居民

住宅太阳能市场促进波兰光伏产业

发展。

不过，也有反对者对波兰公司

提高市场份额的想法持保守态度，并

指出，虽然中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其产量触底后已迅速反弹。

该集团旗下诊所的销售额增长了

24％，而医院则增长了 8.2％。公司

部门的销售额增长了 5.3％，实验室

部门的收入增长了 13.9％。

Med Life 发言人说：“出现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集团所有业务部门

都实现了增长，并在 2019 年完成了

收购。”

2020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增

长了 21.8％，达到 1830 万列伊 ( 合

377 万欧元 )。

不过，自年初以来，该公司的

股价已下跌 4％，市值为 7.22 亿罗

马尼亚列伊 ( 合 1.49 亿欧元 )。

09

波兰 天文学家著名雕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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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中东欧 17 国经济自由指数排名 11

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国遗产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了世界各国最新经济自由指数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的排名结果。其中，中东欧 17 国排名如下：

从上述 17 国的排名可以看出，波罗的海三国、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排名靠前，而在西

巴尔干地区，除北马其顿排名相对靠前外，其他国家排名均靠后。希腊排名垫底。

“经济自由指数”基于 12 种定量和定性因素来衡量，这些因素分为四大类：

1、法治 ( 财产权，政府诚信，司法效力 )

2、政府规模 ( 政府支出，税收负担，财政状况 )

3、监管效率 ( 企业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 )

4、开放市场 ( 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务自由 )

这些类别中的十二个经济自由指标均以 0 到 100 的等级进行打分。每个国家的总分是通过对这

十二个指标平均后得出，每个指标都给予同等的权重。 

2020
04/14

排名 国家 2020年全球排名 2019年全球排名 排名变化

1 爱沙尼亚 10 15 +5

2 立陶宛 16 21 +5

3 捷克 23 23 0

4 拉脱维亚 32 35 +3

5 保加利亚 36 37 +1

6 罗马尼亚 38 42 +4

7 北马其顿 41 33 -8

8 波兰 46 46 0

9 斯洛文尼亚 52 58 +6

10 阿尔巴尼亚 57 52 -5

11 斯洛伐克 60 65 +5

12 匈牙利 62 64 +2

13 塞尔维亚 65 69 +4

14 波黑 82 83 +1

15 克罗地亚 84 86 +2

16 黑山 91 92 +1

17 希腊 100 106 +6

丝绸之路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波黑签订水电站项目合同 12 2020
05/16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已与位于波

黑南部的达巴尔水电站签署了建设合

同。这一装机容量为 160 兆瓦的设

施是近年来在波黑塞族共和国建造的

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塞族共和国

是组成波黑的两个政治实体之一。

达巴尔是波黑特雷比什尼察河

流域的大型水电项目“高层地平线

(Gornji Horizonti)”系统的一部分。该

项 目 由 Elektro privreda Republike 

Srpske 及其子公司 Hidroelektranena 

Trebisnjici 实施。据报道，整个项目

的总成本预计为 2 亿欧元。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属于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驻波黑大使季平与波黑塞

族共和国总理拉多万·维斯科维奇

(Radovan Viskovic) 分别通过视频链

接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和塞族共和

国首都巴尼亚卢卡出席了签字仪式。

季平大使表示，“新冠疫情爆发并未

阻止中国与波黑加深合作。”

波黑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

一直未进入候选名单。目前正式的候

选国有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

塞尔维亚和土耳其，波黑仅为潜在候

选国。

去年秋天，在成员国之间发生

争执之后，欧盟暂时搁置了扩大计划，

但目前这一进程已走上正轨，欧盟已

同意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开始

入盟谈判。

对于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影响

力的日益增长，欧盟非常敏感，但

鉴于欧盟扩大的步伐极其缓慢，该

地区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正在加强与

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上寻求中国支持。

波黑 莫斯塔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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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音乐之父”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十几年前，一部名为《金婚》的中国电视连续剧红遍大江南北。其中，有一首令男主角梦牵

魂绕的交响曲音乐在剧中反复播放。许多观众对这支曲子的旋律念念不忘。这首曲子名叫《伏尔

塔瓦河》，来自于一部交响诗组曲：《我的祖国》，作曲家是捷克的贝德里赫·斯美塔那 (Bedřich 

Smetana)。

斯美塔那生活在 19 世纪的捷克地区，被后人誉为“捷克音乐之父”。他继承并发扬了捷克民

族传统文化，并且与捷克的民族独立密不可分。他的交响诗组曲《我的祖国》细腻地演绎了捷克的

历史、传说故事和自然景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就是《伏尔塔瓦河》。

在捷克，《伏尔塔瓦河》可以被称作“第二国歌”。曲中所描写的伏尔塔瓦河由南向北纵贯美

丽富饶的国土，是捷克最大的河流，是捷克民族的摇篮。曲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引子”和“河

流奔腾主题”。在引子部分，先由两支长笛轮奏出波动的音型，而后加入两支单簧管，生动逼真地

描绘出沃尔塔瓦河两支源头山泉潺潺流水的景象。随后，小溪逐渐汇入大河，响起了作品中最为著

名的主题——河流奔腾，刻画出伏尔塔瓦河瑰丽、庄严的景象。这支曲子充分展现了捷克人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

万花筒

∕2䲪㣣 /杛鎶侱㱱菗穋箽 24

∕3䲪縛濱杛鎶侱㱱嘼…訊慦踠誠囖菗䊦納 26

1824 年，斯美塔那出生于如今捷克东北部的利托米什尔城 (Litomyšl)，早年即接受钢琴教育。从 1843 到 1847 年，

他在布拉格担任音乐教师，同时继续深造。他和一些音乐家组成一个音乐爱国小组，并参与了 1848 年革命，同年还在布

拉格开办了自己的音乐学校 14。

1856 年，他因政治原因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瑞典哥德堡成为当地爱乐协会的指挥。后来，他于 1861 年返回布拉格，

并且不知疲倦地投入到捷克音乐的发展中去。1874 年，他担任捷克临时剧院的乐队长。不幸的是，那一年夏天，他因嗓

子患病，连累了耳朵，而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导致其双耳在当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失聪，这使得他淡出了公众视野。但失

聪并没有让斯美塔那停止为祖国创作。就在这一年 11 月到 12 月间，他完成了《伏尔塔瓦河》的创作 16。

∕4䲪掋掃䕬㳋娖戨欸娕暥葤菗杛鎶侱㱱䏇鼹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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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䲪娖戨欸菗杛鎶侱㱱䊦納 2:

捷克人非常敬重斯美塔那。他的忌日是 1884 年 5 月 12 日。1946 年，捷克指挥家拉法埃尔·库

贝利克 (Rafael Kubelík) 创办了“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定于每年 5 月 12 日开幕，目的就是纪

念斯美塔那。音乐节的传统开场曲目是斯美塔那的交响诗作品《我的祖国》，其中包括著名的《伏

尔塔瓦河》。

实际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与中国音乐艺术家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947 年，中国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周小燕参加了第二届音乐节，演唱《神女》、《大河》、《杨柳》等中国歌曲，被誉为“中

国之莺”。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曾经由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携北京电影乐团在音乐节上演出了马

思聪、贺绿汀的音乐作品，以及莫扎特、李斯特的古典音乐。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种

原因，中国艺术家很少出现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直到 2001 年 5 月，上海民乐团参加了该音乐节，

在布拉格城堡老皇宫，马晓晖、罗晶和钱军等民乐演奏家们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李云迪、

郎朗等一大批中国音乐界代表都曾经亮相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为捷克观众带去了高水平的作品，也

为中捷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增光添彩。

今年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由于新冠状疫情的影响而改为网络直播，这是它 75 年以来的

头一次，但开场曲目、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无法进行直播，所以主办方选择播出以往演出的视频。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遭遇怎样的风险与困难，捷克人都永远不会忘记斯美塔那。

∕5䲪犢囖侱肔犡㮆菗杛鎶侱㱱鄔篵䕜 29

https://greekcitytimes.com/2020/05/07/greece-joins-european-empty-chairs-protest/

丽笙集团公关部。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05/why-has-eastern-europe-suffered-less-from-coronavirus-than-the-west

https://europeanwesternbalkans.com/2020/05/12/drljevic-montenegro-will-get-e110-million-in-aid-from-the-eu/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conomy-jobs/news/poland-launches-new-rules-to-prevent-takeovers-by-non-eu-investors/

https://balkaneu.com/slovenia-govt-considering-providing-additional-help-to-the-tourism-sector/

https://in.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estonia-digital/estonia-starts-testing-digital-immunity-passport-for-workplaces-idINKBN22W0GE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images/public/APR20_1.pdf?utm_source=MailingList&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chenjin%40sinoceef.

com&utm_campaign=Newsletter_29_3_2020_11_39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0/04/28/ministry-representative-says-polish-solar-manufacturers-could-benefit-from-covid-19-disruption-to-take-

market-share-from-chinese-rivals/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medlife-growth-rate-q1-2020

https://www.heritage.org/index/download

https://www.sarajevotimes.com/china-gezhouba-group-has-signed-a-construction-contract-for-160mw-facility-hydro-power-pla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d%C5%99ich_Smetana#/media/File:Smetana.jpg，上传者用户名为：Smeira，该图片属于公共领域作品，2020 年 5 月 20 日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d%C5%99ich_Smetan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onaldjudge/43683345334/in/photolist-29y9yEs-Nw5vdm-27TFQju-7vBsKw-2bwz7Eq-LTAC8x-t2PeU9-8WQ1mV-LTAo7B-

6Zbiju-2azadUs-2aDybt4-Nw5u5u-2az9NXQ-2azaxMs-2azajUU-2azaEdJ-27TGmCL-27TGD8u-LTAX9i-27TGq4y-LTAPqx-29gktmT-2aDyMwk-Nw6GAu-

Nw6iL1-LTABJ6-LTAGC4-29y9WQQ-7RaCL3-7RaCTm-29gjHBD-27TFiV3-sKtmhd-sKucqH-sZHqNb-2hAkonp-5svzK-2aza5j1-Nw5EtW-2az9ePA-

2hAodxM-2hApb6G-29yajh7-2hApaZp-rrzAJR-29gj22F-LTzwyP-27TFxg1-29y9FaS，上传者用户名为：Donald Judge，该图片在 CC BY 2.0 证书下发布，

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legalcode，2020 年 5 月 20 日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á_vlast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wang_dunga/8583955037/in/photolist-e5x1LM-e5x1Hn-e5CDto-23jVFf-e5wZVv-e5x1ag-e5wZZv-e5x2in-23jVD5-

e5CDnL-e5x1iZ-e5x1ga-e5x1sF-e5CDqW-e5CDvL-e5CDgh-e5x1PF-e5x2kg-e5CCWW-e5x2g2-e5x2br-e5CDHY-e5x146-23jVBb-e5CD4s-e5CDU5-

e5CE1w-e5x1VK-23jVUq-atyPip-bz6fR5-p4DqxW-23fxbk-pJ1mDi-8xR74c-WbHUmF-23fwQ2-e5CDds-e5x2p4-e5x2dV-e5x24V-e5CDQC-e5wZSV-

23jVRj-23fwVn-e5CEeS-2gnc1pS-2gnc1uB-pJ595a-2gncrdR，上传者用户名为：Twang_Dunga，该图片在 CC BY 2.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legalcode，2020 年 5 月 20 日获取。

https://unsplash.com/s/photos/smetana，上传者用户名为：Rodrigo Ardilha，该图片在 Unsplash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unsplash.com/license，2020

年 5 月 20 日获取。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helmsfordblue/6822621750/in/photolist-boTHKu-uZmz14-fj9J5e-Nw5vdm-27TFVEQ-LTAJwz-GCBih-EZ7AyJ-4zM2Lp-

64UoaN-d57Vx-7S4apL-2gnc1pS，上传者用户名为：fourthandfifteen，该图片在 CC BY 2.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by/2.0/legalcode，2020 年 5 月 20 日获取。

11

12

13

14

15

10

9

8

7

6

5

4

3

2

1

16

17

18

19



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四十一期。为了更好的了解读者的想法，进一步提升期刊

的水准。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与此次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表中东欧  视界

4. 您对中东欧视界的建议？

建议：

1. 您对中东欧视界介绍的内容是否满意？

您的意见或评价：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很满意

3. 您比较像了解中东欧地区在哪些方面的信息？

如选其它，可以在此处填写：

政治

民生  

投资机会 

经济 

人文艺术 

其他 

2. 您对中东欧视界哪部分内容更感兴趣？ ( 画出您的兴趣指数 )

原因：

专访

读图

数据

言论

财讯 

丝绸之路 

二八纵览

有问有答

万花筒 

读者可关注“中东欧经济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并于每月 15 日前以留言方式提 出关于中东欧

国家经济的疑问，我们将从中选择一个问题，在当月末发布的《中东欧视界》中进行解答。

提问方式：

自 2017 年 1 月中东欧经济研究所成立以来，持续专注于对中东欧国家及相关国家的经济研究，

积累了不少信息和经验，连续两年出版了《中东欧经济研究报告》，定期发布《中东欧视界》，为中

国读者提供关于这些国家最新的多样化资讯，成为读者了解中东欧地区经济的一个特色窗口。不过，

对于不少中国读者而言，相对于西欧地区，中东欧仍然比较陌生，尤其是经济领域。中东欧经济研究

所希望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经验，回答读者有关中东欧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增进中国读者对中东欧

的了解。

因此，我们推出了“有问有答”栏目，用以回应读者关于中东欧经济领域的疑问。欢迎读者围绕

经济话题踊跃提问，可涉及中东欧 17 国宏观经济、产业、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

扫码关注公众号

有问有答

AQ



联系电话 : +86 21 6888 2460
Email: ericee@ceibs.edu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调查表请回寄至如下地址 :

上海市浦东陆家嘴滨江大道 2525 弄 15 号 ( B 栋别墅 )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陈老师 ( 收 )

2 0 0 1 2 0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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