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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卡瓦 (Sulkava) 赛艇赛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赛艇比赛之一。环绕帕塔
兰岛 (Partalansaari) 的比赛路线全长超
60 公里。针对团体的教会赛艇赛极受
欢迎，但单人划及双人划赛事参与者
也很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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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
岛屿委员会
农林部

Sampo Kiviniemi / Vastavalo
Esa Oksman / Vastavalo
Risto Puranen / Vastavalo

这本小册子描述了芬兰无固定道路交通和有固定交通的群岛
以及群岛上人们的生活、生计和自然环境。
芬兰是世界上内陆水域占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欧洲
岛屿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 76,000 个 0.5 公顷以上
的岛屿、56,000 个 1 公顷以上的湖泊、 36,800公里超 5米宽
的河床和 336,000 公里长的海岸线。芬兰的各个城市都有水
域，很难找到没有岛屿的城市。大约20,000个岛屿长期或暂
时有人居住。个个岛屿、片片湖泊、条条河流在芬兰人心中
均占有一席之地。您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就介绍了我们这种独
特的财富。
芬兰的岛屿众多，水域丰富，这给芬兰的经济、国家和地
方都造成了额外的费用，但它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资源。这
个世界的繁荣兴旺日益依赖于独特新奇的体验资源，而我们
的岛屿、海洋、湖泊、河流、海岸线皆为优良的区域发展因
素。即便这些年行业的结构变化减少了就业岗位，但行业范
畴在岛市和半岛市依旧非常广阔。
通过度假（有两百四十万人拥有小木屋）、划船（有一百
万艘船）、钓鱼（有一百六十万钓鱼爱好者）、户外运动和
旅行等活动，岛屿和水域与整个国家息息相关。
有许多公共部门在岛屿和水域上运作，其中包括国防军、
边防队、警察、地方救援机构、运输当局（提供通勤、领
航、航道、港口、制图、冬季导航协管、救生艇、渡轮、
道路）、环保部门、自然资源中心、渔业管理部门和国家
文物局。
芬兰的岛屿政策弥补了其零散地域的一些弊端，并有效利
用岛屿和水域作为区域发展因素所带来的优势。《岛屿发展
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调控利器。对生物多样性以及文化、
景观因素的关注是岛屿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芬兰政府的目标是将岛屿和水上旅游业发展成欧洲的一大
亮点，并将度假住宿转变为农村发展的一个基点。我们具备
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条件。芬兰向本国公民和外国游客提供
安全舒适的环境，使其在众多的岛屿、广阔的水域中体验明
媚春光、绚烂盛夏、爽朗金秋和冬日白雪。

Eemeli Peltonen / Vastavalo

亲爱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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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绿岛碧水之国
我们先来介绍岛屿情况。希腊约有 1,400 个
岛屿，丹麦约有 500 个。这些国家虽然因
其岛屿而闻名遐迩，但与挪威、瑞典、芬
兰这三个北欧“大陆国家”相比却相形见
绌。在瑞典有近221,831个岛屿，芬兰有
178,947个，挪威有117,116个岛屿。地球
上定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有超过50万个岛
屿的地区！
芬兰的淡水岛屿有98,050个，海上岛
屿有80,897个。有超过十万的岛屿面积
不到半公顷，超过半公顷面积的岛屿有

76,000个。瑞典最大的岛屿——哥特兰岛
（Gotlanti）大约是芬兰最大的岛屿索伊萨
洛（Soisalo）、挪威最大的岛屿——欣岛
（Hinnøya）面积的二倍，而哥特兰岛恰位
于二者的中间地带。
同样，芬兰常住和非常住岛屿的数量也
在岛国中名列榜首。虽然很多岛屿都是通
过桥梁与大陆相连，但芬兰仍有550个常年
居住的岛屿没有固定道路连接。在希腊，这
样的岛屿有200多个，在丹麦有约100个。
配有道路连接的岛屿居住着超过200,000芬

海事顾问尤哈·努尔
米宁（Juha Nurminen）
拥有的Boistö岛之前属
于罗维萨市瑞典皮赫泰
镇的引航站，在2014年
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
方法时成为舆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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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各地区的岛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总计

芬兰西南
萨沃南部
拉普兰
奥兰群岛
乌西马
萨沃北部
卡累利阿北部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
芬兰中部
皮尔坎玛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北部
萨塔康塔
卡累利阿南部
凯努
凯门拉克索
派亚特海梅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中部
海门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南部

9,687
8,918
8,594
8,014
5,448
5,229
4,386
4,187
3,971
2,897
2,570
2,493
2,151
1,933
1,618
1,318
623
512
480
75,029

145
21
9,853
101
5
9,024
60
3
8,657
77
14
8,105
43
6
5,497
46
1
5,276
42
5
4,433
51
11
4,010
37
2
4,010
9		2,906
12
1
2,583
12
1
2,506
29
4
2,184
14
1
1,948
16		1,634
14
1
1,333
3		 626
1		513
1		 481
713

76

75,818

位于皮赫泰 (Pyhtää) 的
美丽岛 (Kaunissaari) 渔
村在上世纪中叶曾经是
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
整座岛屿上全年有 200
多居民，远远超过今
天。岛上于 1982 年开始
通电，在1989年开始有
自来水供应。在夏季，
村中的集市是活动的
中心。

Antero Aaltonen

Juha nurminen

兰人，其中有近50,000赫尔辛基人。非常
住岛屿中无固定道路连接的岛屿19,600个。
芬兰内陆水域占国土面积的比例高于其
他任何国家。湖泊和河流面积占33000平方
公里，占芬兰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加拿大
的内陆水域面积与之相比较低，不足9%。
此外，芬兰还有82000平方公里的海域。

Hannu Huttu / Kuvaliiteri

0,5 公顷 — 1—10
超过10
总计
1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椅子雪橇是群岛地区居民的一项发明。
这是十九世纪从瑞典发展起来的一种冰
上交通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椅子雪
橇成为渔民、海豹狩猎者和邮递员的常
用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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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大海岛
名次

名称

城市

面积（平方公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奥兰大陆
基米托
海卢奥托
利普罗特
阿斯拉/奥塔瓦
雷姆兰德
埃克罗
奥加
斯托兰德特
阿隆
凯尔克兰德特
基维马
派哈马
维索兰德特
基尔加隆
沃克斯康加/滕莫/维摩
利兰德特
斯托特沃兰德特
卢奥托
考利萨洛

7 市		685
基密图恩、萨洛		524
海卢奥托		195
科斯		160
楠塔利		105
雷姆兰德		92
埃克罗		91
科科拉、卢奥托		90
帕拉伊宁		72
帕拉伊宁		70
帕拉伊宁		64
库斯塔维		57
乌西考蓬基		53
珀沃		52
帕拉伊宁		49
沃拉		46
帕拉伊宁		38
帕拉伊宁		37
卢奥托		37
库斯塔维		36

芬兰的大淡水岛
名次

名称

1.
索伊萨洛
		
2.
克里马恩岛
3.
哈里萨洛
4.
帕塔兰岛
5.
维利亚堪岛
6.
玛纳曼萨洛
7.
埃特岛
8.
莫伊涅门撒利
9.
奥拉维萨洛
10.
基尔克岛
11.
崴萨兰岛
12.
维尔迈拉
13.
奎崴嫩
14.
派林岛
15.
瓦帕萨洛
16.
帕拉斯马
17.
萨罗岛
18.
尤丁萨洛
19.
林图萨洛
20.
凯拉涅米

城市
海纳维西、库奥皮奥、
勒帕维尔塔、瓦尔考斯
埃农科斯基、萨翁林纳
米凯利、普马拉
普马拉、苏尔卡瓦
普马拉
瓦拉
鲁奥科拉赫蒂
萨翁林纳
拉凯拉
泰帕尔岛
希尔文萨米、米凯利
帕达斯河
萨维泰帕莱
海纳维西
拉凯拉
尤卡
鲁奥科拉赫蒂
卢汉卡
普马拉
泰帕尔岛

面积（平方公里）
1,638
1,069
174
170
115
76
74
53
49
47
35
35
33
28
27
27
26
25
25
23

平均每位居民享
有60米的海岸
芬兰水岸线分散，岛屿林立。湖泊充满岬、
湾、岛。河流蜿蜒流淌。由此看来，土地和水
流描绘的海岸线要远超预计。
芬兰的海岸线共计336,000公里，其中超五
米的河床面积也考虑在内。芬兰的海岸线几乎
可以绕地球8圈半。
对于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态而言，海岸线的
类型和形状都是重要因素。芬兰的整个海岸线
并未经详细分类，但其海岸早经透彻分析。大
部分海岸（约 43％）由冰碛构成，冰碛在波
的尼亚湾的岸上和岛屿上最为常见。一个类似
的比例（42％）为岩岸，后者多见于群岛海和
芬兰湾。肥土、粘土、软土质的海岸占 10％，
沙、砾石质的海岸占 5％。只有 1％ （约 550
公里）是人造海岸，这包括了堤岸、港口、桥
梁和水坝。
在休闲价值方面，平坦、稳固、倾斜角度
小于 10 度的海岸被认为最具价值。此外，海
岸也应畅通无阻、水生植物稀少、水深中等。
这些海岸最高仅占整个海岸线的几个百分点。
水位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可用性。在很长一
段测量时间内，不到十分之一的芬兰水岸水位
变化小于一米，而这些水位变化小的水岸都是
湖岸。在所有水岸中，大约一半的水位变化超
过两米；这些水岸包括全部海岸。奥纳索基河
(Ounasjoki)、托尔尼奥河 (Tornionjoki) 和一些
管制湖泊的水位变化通常超过五米。
但是，和挪威、希腊的陡峭悬崖相
比，芬兰的水岸高度更适合娱乐和建筑
用途。在法国、英国和爱尔兰，浪潮高
度变化在一天内可达五米以上。此外，
那些国家的潮滩宽度可达数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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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别的海岸为
我们所热爱。”芬兰
国歌的第一节唱出了
这种情怀。

Jari Kostet

特诺河 (Teno) 及其支
流伊娜里河（Inarijoki）
流经芬兰和挪威边界
的一段长 294公里。此
外，挪威与芬兰两国边
界总长442公里。芬兰
与瑞典的边界长 555公
里，几乎都是以河流
为界。

水岸的构成
公里

%

全部海岸
–大陆海岸
–岛屿
–岛上湖泊
–岛中岛

46,198
6,299
39,675
96
128

14

全部湖岸
–大陆湖岸
–岛屿
–岛上湖泊
–岛中岛

214,896
171,506
39,443
2,242
1,705

63

全部河岸 *
–大陆湖岸
–岛屿

76,000
73,600
2,400

23

336,000

100

全部水岸
* 这里包含超过5米的河床。

Seppo Alatalo / Vastavalo

海卢奥托 (Hailuoto) 是芬兰
海域第三大海岛。近几十
年，居民的数量有所增加，
如今在岛上定居的居民有
近1,000人左右。此外，外
省市的木屋所有者约 2,3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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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粼粼的蓝
色黄金
萨卡里•托佩里乌斯（ Sakari Topelius ）
在他 1875 年的著作《我们的国土》
(Maammekirja) 中就言之凿凿。过了一个多
世纪确切数字才统计出来，即为 187,888，
其中最小的一些池塘只有 500 平方米大，
而超过一公顷大的湖泊和池塘则有
56,012 个。
托佩里乌斯也有失误的时候。1838
年，一个拉普兰男子曾告诉他一个故事。
故事中说，任何人都无法测量伊纳里湖
(Inarinjärvi) 的深度。据此，托佩里乌斯写
了一首诗，该诗断然指出：“湖有多长，水
有多深。”而一个伊纳里当地的居民很可
能会说“Nuuvt kukkelii ko čieŋâl-uv”。
1961 至 1962 年对伊纳里湖进行了回声
测深，结果发现最深处达 95 米。二十年后
又进行了一次验证测量，测得的最大深度少
了三米，也就是说，伊纳里湖的深度仅次于
派延奈湖（Päijänne），排名第二。

Aarno Isomäki / Vastavalo

“芬兰被称为千湖之国，但这一数字远未
准确反映出实情。”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芬兰湖泊拥有良好或
优异的水质，但许多浅水湖泊富营养化，
需要引起注意。近数十年来，已经完成了近
1,000个湖泊的恢复工程。最常见的方法是
清除水生植物，改善食物链，施以氧气。在
清除城市污水、工业废水中营养物质上做出
的重大投资是水质得以改善的另一个因素。

欧盟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湖泊有 93
个。其中有 47 个在芬兰。这意味着在这
些湖泊中，我们拥有的数量比所有其他欧
盟国家拥有的总和还多。鲜有统计数据表
明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出类拔萃。
芬兰的大湖大多形成于冰河时期，形状
受到陆地抬升的影响。派延奈湖 (Päijänne)
和其他一些主要湖泊均由一些在上亿年
前形成的基岩的裂隙形成。拉帕加维湖
(Lappajärvi）和帕西维希湖（Paasivesi）
跟天空有渊源，因为它们系陨石所赐。
就池塘数量而言，芬兰与瑞典可谓旗鼓
相当，均有超过 十万个小于一公顷的小
湖。欧盟其余国家只能对其北方邻国的水
域财富叹为观止。芬兰超过一半的池塘都
在伊纳里（Inari）、乌茨约基（Utsjoki）
两市。芬兰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是著名的“
湖区”，因此它们也可称为“池塘区”。

Aarno Isomäki / Vastavalo

称冠欧洲的大、 小 湖 泊

Pälkänevesi 湖跻身芬兰
百大湖泊之列。湖上有
许多岛屿，每一座岛屿
上都不乏幽静的自然栖
息地。沿海地区历来蕴
含着丰富而宝贵的农业
资源。

在 Töysä 村，Hakojärvi 湖上的冰开始融化。由于春天气候变暖，在过去三十年间，
破冰日期提早了一至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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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水框架指令》于 2000 年生效，
其目标是到 2015 年实现地表水的高生态状
态。在芬兰，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合作关系比
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同类合作关系更为紧密。
由于湖岸居民热爱当地湖泊，加之公共资金
匮乏，他们自发地成立湖泊保护工作组，共
同保护自己的湖泊。

湖区内其他许多小湖形成了延伸数百公里
的数条湖链。这些湖链被短的河流或狭窄
的通道打断，在那些地方水位可能下降数
米。运河和船闸往往建在这些地方以便船
只通过。沃克斯河、凯米河、科克马恩河
总共有近 40 个船闸、30条明渠。

形式的多样性

芬兰的大湖

芬兰的湖泊在特征上几乎与所有其他欧洲湖
泊迥然不同。人们很难界定一个湖的终点以
及下一个湖的起点。最有趣的是大塞马湖
(Suur-Saimaa)，它可被视为一个或一百个
湖泊。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一个湖泊，因
为从拉彭兰塔（Lappeenranta）到约恩苏
(Joensuu）和瓦尔考斯（Varkaus）的水位
几乎都保持不变，只在萨沃林纳 ( Savon
linna) 有几厘米的差别。然而，若按冰、
温度、流量这些指标来衡量，大塞马湖的
许多小湖也可被视为单独的湖泊。
1933 年，诗人兼地理学家阿罗·海拉科
斯基（Aaro Hellaakoski）建议将大塞马湖
命名为“萨塔宁”或“萨塔加尔维”，但
这些名字并未获得支持。同塞马湖一样，

湖泊

地区	  面积（平方公里）

苏尔/塞马湖

卡累利阿南部
萨沃南部、
卡累利阿北部
芬兰中部、
派亚特海梅
拉普兰
卡累利阿北部
萨沃北部
凯努
芬兰中部
拉普兰
皮尔坎玛
萨沃南部
拉普兰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北部
萨沃北部
卡累利阿北部
拉普兰
萨沃北部
皮尔坎玛

派延奈湖
伊纳里湖
皮耶利宁湖
伊索/卡拉湖
奥卢嘉维湖
凯泰莱湖
洛卡湖
朗格玛维希湖
普拉韦西湖
吉特卡加维特湖
尤欧加维湖
霍伊泰嫩湖
克米加维湖
皮耶拉韦西/尼拉卡湖
纳西加维湖

最大深度（米）

4,380

86

1,100

95

1,060
960
900
890
500
417
410
325
305

92
60
90
35
65
12
73
60
34

297
293
288
278
265

67
54
40
2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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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o Aaltonen

芬兰南部的湖泊会有五个月左右的结冰期，而在拉普兰，湖泊的结冰期长达七至
八个月。早春的阳光好似一种邀请，邀请人们来此享受冰上活动。

至少有 100,000 芬兰人有冬泳的爱好。男女比例大体相当。自1989 年起，
芬兰每年都会举行冬泳锦标赛。

最大的泛舟网络是北至努尔梅斯和伊萨
尔米的沃克斯河水域。它包括近 600 公
里、4.2 米深的水道、约 1,000 公里、 2.4
米深的水道和数百公里 、1.8 米、2.1 米深
的水道。借助塞马运河，它在维堡湾汇入大
海，这使得该湖泊网络——欧盟最大的湖泊
网络，对芬兰东部经济非常重要。在凯米河
与大海之间以及凯米河水道与沃克斯河之间
也计划建立新的运河连接。
瞥一眼芬兰地图，你可以看到标为蓝色
的湖区宛如一个大迷宫，其中的湖泊难以
区分。再往北，您的视线就落到伊纳里、
奥卢耶维这两个大湖上，接着是西欧最大
的人工湖——洛卡湖和珀提帕塔湖。地图
上，库萨莫地区也含有大量蓝色区域；而
由中型湖泊带构成的一条湖泊带则贯穿南
部的拉普兰。在西部，最引人注目的水域
是皮海湖和拉帕湖；而南部吸引人眼球的
则是洛扬加维湖。但沿海许多较小的水域
并不含有湖泊。
如果要评选芬兰各省的代表性湖泊，大
小可能不是主要标准。例如在乌西马，由
于图苏拉湖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意义，
它有望获此殊荣。

Antero Aaltonen

Timo Vuoriainen / Vastavalo

在普马拉 (Puumala) 举办的塞马湖 (Saimaa) 蒸汽帆船赛。超过 80 艘蒸汽帆船在芬兰蒸汽游艇协会注册，其中三分之一的帆船会在塞马
湖上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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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环境研究所于2014年对河流做了现况
调查。我们总共拥有72,500公里的溪流和河
流，其中超过一半的河床宽度超过五米，共
计36,800公里。
芬兰大部分的河流都与湖泊相连。新的
河床登记信息中河流部分是24,880，湖泊
部分是16,659。位于北博滕区泰麦斯河流
域的、最长的、完全与湖泊不相关的河流
部分仅为41公里。
芬兰最长的河流有几百公里长。凯米河
从凯米哈拉自然保护区上部到大海的长度
正好是500公里，里河是306公里，奥鲁河
是107公里。雨水从哈尔蒂亚峰南坡，沿上
部的溪流和四条河流（普罗埃诺、莱泰赛
诺、姆奥尼恩河、托尔尼恩河）流入波的
尼亚湾，沿线共计550公里。
在自然环境的划分上分为粘土、针叶林
和山区河流。大的粘土河流例如有波尔沃
河、万塔、奥拉河和洛伊米河。多个针叶林
河流在下游变为粘土河，例如屈罗河和拉普
安河。大的山区河流仅位于拉普兰地区。
芬兰的河流公里数中有五分之一从水质
上来看状态良好。分为优质的占45%，满意

Hydrological Archive / SYKE

芬兰亦是一
个河川之国

的为24%，合格的为10%，差的为1%。最
后两个等级最主要位于沿海河流。

河流的力量
首批设厂权于 1352 年授予奥拉河哈里斯滕
科斯基激流段的主教 Hemming。水力驱动
的锯木厂自 16 世纪后期以来就在运行；而
第一批配有轮锤的炼铁厂于 1616 年建于卡
疆河畔的穆斯蒂奥。
在十九世纪中叶，芬兰约有 4000 家水
磨厂、近 200 家水力驱动的锯木厂。芬兰
造纸业之父 Fredrik Idesta 于 1865 年在坦
佩雷市的阿拉科斯基开设了首家纸浆厂。

伊马特拉 (Imatra) 水电
站于 1929 年 5 月 25 日
投入使用，是芬兰最大
的水电站。伊马特拉科斯
基 (Imatrankoski) 急流当
年也首次干涸，露出了河
底的石质河床。如今，
每到夏季的夜晚，急流一
泻而下，美景令游客流连
忘返。
库科兰科斯基 (Kukkolan
koski) 急流是托尔尼河
最大也最有名的急流。
800 年来这里一直是捕捉
白鲑的好地方。秋季是钓
鱼的好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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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河流

拉普兰

凯米河
托尔尼奥河
帕茨河
特诺河
奥卢河
里河
西卡河
奇希玛河
珀鸿河
凯容河
拉普安河
皮耶利斯河
列柯杉河
武奥克希河
科克马恩河
派米翁河
卡疆河
珀冯河
凯米河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北部

Antero Aaltonen

凯努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中部
奥斯特罗波斯尼亚南部

库萨莫 (Kuusamo) 地区的急流是橡皮艇漂流的好
地方。芬兰各地都有众多旅游公司提供漂流探险。

坦佩雷也于 1882 年见证了芬兰的首次灯泡
照明。
当伊马特拉水力发电厂的首批涡轮机于
1929 年启动时，人们均持怀疑态度：“芬
兰将来会需要这么多电力？”涡轮机的输
出功率为 56 兆瓦，而如今电力消耗峰值近
15,000 兆瓦。伊马特拉的输出功率现在已
是之前的三倍。
虽然芬兰的激流现只生产全国电力的约
六分之一。凯米河生产电力最为高效，其
发电站的输出功率几乎是全国所建水力发
电量的40%。水电还是因其迅速的适应能
力而受到高度重视。发电厂支付的企业所
得税是一些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芬兰
北部尤为如此。

焦 油和木材
除了能源以外，河流还以很多方式服务芬
兰社会。几世纪以来，它们是连接沿海和
内陆的通道和交通路线。内陆重要的产品
是两个多世纪的焦油，19世纪中期以后，
芬兰年出口多达200,000桶焦油。最后一艘
焦油船也就是Paltamo于1927年沿奥鲁河顺
流而下。
在屈罗河和拉普安河等地有船舶交通。
最近几年船舶交通在屈罗河复兴，游客可以
选择例如“谷仓海巡游”。但芬兰很多河流
都有急流区，以至于令游客交通无足轻重。

卡累利阿北部
卡累利阿南部
萨达昆达、皮尔坎玛
芬兰西南部
乌西马
凯门拉克索

面积（平方公里）

平均流量（立方米/秒)

50,910
39,820
14,570
13,780
22,920
14,320
4,440
8,700
2,690
4,900
4,110
21,770
8,260
61,560
27,100
1,090
2,010
1,260
37,230

538
378
146
165
254
173
40
102
20
45
32
240
94
554
216
9
18
13
304

几乎所有芬兰的河流都有浮木，特别是
原木。木材漂运在18世纪非常普遍，但在
19世纪中期以后因蒸汽锯木厂的缘故而
激增。在20世纪初，木材漂运雇佣了多
达70,000名男性，但时间每年只有1–3个
月。20世纪30年代，木材漂运依旧是最便
宜的运输木材的方式。铁路运输当时是其
价格的四倍，汽车运输甚至要贵10倍。
为了进行木材漂运，对众多河流进行了
清理，并建造了木材漂运渠。在芬兰，所
有的木材漂运航线约长13,000公里。很多
急流和河流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恢复了
木材漂运的路线。最大的河流木材漂运于
1991年夏在凯米河结束。

斯塔赛米宁 (Seitseminen)
国家公园有一处焦油窑
仍在燃烧。数百年来焦
油一直用来保护船只和
建筑。自 1770 年后的一
个世纪，焦油是芬兰最
重要的出口产品。要获
得 30 升焦油，需要一立
方米的松林。

Hasse Härkönen

芬兰的大河（按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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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约 2,000 处急流得以恢复。铺设砂石，整理产卵场地，阻碍鱼类产卵的障碍已被去除。芬兰水资源协会
(Virtavesien hoitoyhdistys) 在努力改善芬兰南部洛皮 (Loppi) Hunsalanjoki 河上的 Vääräkoski 急流。

Timo Nieminen

木材浮运在武克希河 (Vuoksi) 流域依然很重要。赛玛运河的租赁期的延长会
带动芬兰东部水道货运的发展。

iin kunta

鲑鱼是早期人们沿着河流（特别是汇入波
的尼亚湾的那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主要原
因之一。官方早已获知这种粉红色洄游鱼
类的经济意义，遂宣布捕捞鲑鱼是国家的
专有权利。这实际上意味着会对所有捕捞
鲑鱼者征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芬兰电力行业和
河流渔民数百年来享有的特权之间发生了冲
突。这种冲突在奥卢河和凯米河尤为突出。
现今，鲑鱼通过海洋、沿海、内河这三
种途径捕捞。托尔尼奥河每年提供 50–100
吨鲑鱼；在泰诺河，捕捞量一般要掠夺。
垂钓旅游是河流沿岸的企业家的主要收入
来源。
许多芬兰河流都在实施相关项目以恢复
迁徒鱼的数量。这些河流包括凯米河、万
塔河、奥拉河、奥鲁河、凯米河、里河以
及皮埃里斯河-科伊塔河。
垂钓不是河流娱乐的唯一形式。广阔的
河床是独木舟爱好者的理想场所。可以选
择清洁的溪流，也可以选择更为丰富的河
流和湖泊的组合。有些路线含有湍急的河
流，其他的则适合初学者独木泛舟。
在库萨莫和里埃科撒河，可以在经验丰
富的导游带领下进行漂流。在芬兰一些东
部和北部的急流附近，依然举办木材采运
比赛。

Rauno Pelkonen / Vastavalo

鲑 鱼和娱乐

伐木比赛至今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在芬兰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一传统开始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Lieksanjoki 湖。传统的比赛项目包括立杆、滚木、
伐木工宣誓和原木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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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起初是一个岛屿，在冰河时代后从海上
升起。没有人确切知道芬兰的原始位置。它
可能位于提里斯玛之巅，提里斯玛是当今
芬兰南部的最高点（海拔 222 米）。自那
以来已经过去了大约 12,000 年。
这第一个岛屿不仅周围环水，也可能同
朝西北方向退去的大陆冰川的边缘接壤。
一千年后，芬兰已由数百个岛屿构成。大
陆逐渐在今天的东部边界显现。此时的芬
兰已不再是个完完全全的岛屿。
约 10,200 年前，波罗的冰川湖的水位突
然下降了近 30 米，尤迪阿海从此诞生。许
多岛屿变得更大，芬兰最大的岛屿位于目前
南部的海梅地区。几个世纪后已可在海浪中
瞥见奥兰岛。
大陆冰川的最后残余于大约 9,000 年前在
当今芬兰所在的地区消融。波罗的海当时是
一个湖泊，湖中最大的岛屿从加穆萨延伸到
索门赛尔卡；湖的面积是西兰岛（当今波罗
的海最大的岛屿）的四倍。
大约 7,500 年前，波罗的海再次成为一片
汪洋大海。与今天相比，当时波的尼亚湾要

Tomi Muukkonen

芬兰——天然的
岛屿之国

比现在凹进内陆 50–100 公里，波的尼亚海
比现在凹进内陆 30–60 公里，芬兰湾比现
在凹进内陆 20–40 公里。当时尚无许多岛
屿，但有数万个未来即将成型的岛屿正在
大海深处蓄势待发。随着地壳不断抬升，
它们开始在一大片海域中凸显。就在海岸线
的移动使得之前的岛屿与大陆合并时，芬兰
的群岛逐渐在西南地区形成最大的群岛海。
今天，该群岛有近四万个岛屿。如今面积超
过 100 平方米的芬兰海岛共有 80,897 个，
其海岸线绵延 39,803 公里。

在芬兰湾的多处岸边岩
石上都有细香葱 (Allium
schoenoprasum)。细香
葱在内陆是时间的印记，
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紧靠
大海。

克瓦尔肯 (Kvarken) 是
一个狭窄区域。在靠近
芬兰的波的尼亚湾海岸
每年会出现 300 公顷的
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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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9,000 年前的芬兰
岛屿波罗的海当时是安
塞鲁斯淡水湖，其径流
出口在如今瑞典的维纳
恩湖的西侧。当时湖岸
线要比目前波罗的海南
岸的海岸线高六十米，
在波的尼亚湾那部分
甚至要比现在高两百
多米。

高出
楯螺湖湖面
的米数
1200 m

700 m

资料来源：
赫尔辛基大学 Matti Tikkanen
芬兰国家测绘局版权所有 192/
Mar/98

Rovani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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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lu

Kajaani
Kokk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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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pio

Seinäjoki

Jari Kostet

Jyväskylä

Pori

翻石鹬在外群岛燕鸥和海鸥的领地繁衍生息。如今，
这一物种已经几乎在内群岛消失。为数不多的几对在
较大的内陆湖筑巢。

Hämeenlinna
Turku

Mikkeli

Tampere

Lappeenranta

Kotka
0 km

100 km

Timo Nieminen

Pertti Malinen / Municipality of Korsholm

Savonlinna

Lahti

HELSINKI

我们的一些淡水岛屿要比其所在水域更
年久，它们在湖从大海分离之前就已经是
岛屿了。数千年来，地壳隆起使得湖盆倾
斜，从而造成岛屿出现、消失。新排泻通
道的出现一举极大地改变了许多大湖（包
括塞马湖、派延奈湖）的大小和岛屿构成。
小岛已被冰、海浪湮灭；而当湖泊变得过大
时，其岛屿自然也被淹没。人类已抽干了许
多湖泊或降低了湖泊水位，从而造成岛屿显
现出来或与陆地融为一体。
今天，我们有 98,050 个淡水岛屿。它们
中的近一千个为岛中岛，坐落在岛屿上的湖
泊中。此类“岛中湖”约有 2,000 个。淡水
地区岛屿水岸线共绵延 43,496 公里，其中
有 2,400公里属于河流中的岛屿。因此无论
就岛屿数量还是海岸线长度来看，我们的淡
水地区都超过了海洋区域。岛屿总面积亦如
此：内陆岛屿总面积约为 7,200 平方公里，
而海岛则为 5,800 平方公里。

Joensuu

芬兰沿海地区海藻的数量也在下降。对于很多物种来说，海藻不仅是食物，也起
着重要的保护作用。人类在食品、医药、肥料和染料中也在大量利用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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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民
踏上现被称为“芬兰”的土地上的第一批
人发现自己身处在岛上。我们确凿无疑地
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知道：他们上岸的那
个地方现已位于内陆深处。这些先驱者发
生了什么事？
他们可能发现生存条件太严峻，于是落
荒而逃。他们也许只打算成为我们岛屿有
史以来的第一批夏季度假居民 ——捕获几
只海豹、对午夜时分的太阳啧啧称奇。然
而，其他新的开拓者确实纷至沓来；可能
在约 8,000 年前，建造了第一批适合全年
居住的住宅。在芬兰出生、长大的第一个
人居住的是寒舍。

萌 发的农业
在至少 4,000 年前，芬兰南部和西南部沿海
就接纳了其历史上第一个较大的移民潮。
使用轴孔尖斧头的战斧人来自大海对面的
爱沙尼亚。他们发起了一场生计革命，农
业、畜牧业开始出现并与狩猎活动并驾齐
驱。北方的芬兰人和南方的爱沙尼亚人大
力互动；在今天，这一点体现在两种语言
的相似之处上。

已在西南部的纳古岛上发现了可以追
溯到四千年前的畜牧业遗迹。气温已从
大约 5,000 年前达到的大西洋最适宜气候
水平大大回落。尽管农业日趋重要，海洋
仍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大海的含盐量比今
天更高，出产大量鳕鱼和其他鱼类。环
斑海豹（学名：Pusa hispida）、灰海豹
(学名：Halichoerus grypus）、斑海豹（学名：
Phoca vitulina）及提供羽绒的许多水鸟均
被捕猎。
在青铜时代（约公元前 1000 年），波
罗的海已成为它的岛屿居民与海岸居民之
间的主要桥梁。航海和贸易是维持生计的
重要手段。在铁器时代（公元前 500 年至
公元1000 年），由于岛屿因地壳隆起而变
大，定居点也进一步扩大。即使最小的岛
屿也在牧羊。
在 12 世纪，瑞典人的定居点在群岛海
域扩张。 13 世纪晚期来自瑞典的第二波
迁徙与该伟大王国向东扩展的愿望相关。
这便使东新地区的海岸、岛屿获得了致力
于牛养殖、捕鱼、耕作的大范围的定居
人口。

赫尔辛基从1743年起举
办波罗的海鲱鱼市场。

如今，作为帕拉伊宁市
(Parainen)的一部分, 乌
特(Utö)是芬兰最靠南有
人居住的岛屿。该岛现
有约五十户固定居民，
岛上有学校和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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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流行病

Juha Laaksonen

岛屿的沉浮与重 新 崛 起
芬兰几乎所有岛屿地区的生活都在 19 世纪
变得坚实而稳定。在该世纪中叶，群岛海域
地区的人口开始扩散到外岛；数十年间人群
开始入住约300个岛屿。
19 世纪的农民航海黄金时代增加了许多
岛屿地区的财富，其中包括奥兰岛、塔米
奥。在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航行的船舶系在
岛屿上建造并获得装备。帆船渐渐被汽船取
代。芬兰的第一座灯塔于 1753 年在吴拓岛
建成，第二座于 1800 年在波尔卡拉竣工。
各群岛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一直持续
到 20 世纪上半叶。生活上一派欣欣向荣：
许多岛屿都有自己的教堂（配有牧师）、
学校及许多商店、协会。与爱沙尼亚的贸
易蓬勃发展：出口鱼类、进口农产品。例
如，岛屿向圣彼得堡运送鱼类以及建筑用
石。斯德哥尔摩是西部和西南部的一个重
要出口目的地。
然而，大千世界，变化万端。正在工业
化的芬兰大陆开始吸引岛民，所有农村地

梅利玛斯库(Merimasku)
教堂建于十八世纪二十
年代。是芬兰最古老的
木制教堂之一。梅利玛
斯库于 2009 年初成为
纳塔利(Naantali)市的一
部分。

区也在演绎着同类变化。陆路交通开始取
代水上运输。尽管岛屿在进行道路建设，
但还是成了边缘地区。人口开始下降。人
们选择移民——先是去美国，后来是芬兰
大陆或瑞典。
移民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愈加
广泛。在战争期间，有将近 10 万人仍然生
活在没有道路或渡轮与之相连的岛屿上。
1970 年，这个数字是 30,000； 而今天只有
10,000。移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桥梁建设。
岛屿并未消失，但仅依靠永久性的道路连接
来延续其存在。
还有另外一种看待人口趋势的观点：由
于流动人口增长迅速，今天生活在岛屿上
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先进的数据连接
和远程办公技术促进岛屿人口增长，我们的
岛屿因此而正经历着新的增长。数以千计的
新岛也已转变为有流动岛民居住的状态。

绵羊维护着群岛上的
风景。芬兰的养羊业历
经多年艰辛之后终于显
现出复苏的迹象。一只
成年羊每天会吃掉七至
十公斤的植物。
Jyrki Sahinoja / Vastavalo

涌入芬兰画上了句号。然而，岛屿人口在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出现增长，但又在随后
的 16 世纪后期暴跌。这可能是捕鱼量减少
所致，但当时也有战争和流行病 ——尤其
是在 18 世纪初，后两者给群岛生活蒙上了
阴影。
波的尼亚湾的岛屿从海中浮现出来的年
代晚于我们更偏南部的岛屿，因此在那里
寻找早期定居的迹象毫无意义。现今克瓦
尔肯岛屿的第一批永久性定居者可能已于
1,000年前抵达那里。12 世纪，首次有人定
居海卢奥托。与南部的岛屿一样，捕鱼、猎
海豹仍然是波的尼亚湾的重要生计。
人类已在我们的淡水岛屿上居住了几千
年 ，例如已在塞马湖等地找到数以百计的
石器时代住房。森林中的麋鹿和野生驯鹿、
池塘中的海狸、湖泊中的鱼都是重要的猎
物。塞马湖的环斑海豹是一种珍贵的渔获。
刀耕火种约始自公元 500 年。大麦是第一
种耕种的作物，而有黑麦的最初迹象只可
追溯到 13 世纪。

Antero Aaltonen

Antero Aaltonen

14 世纪中叶的黑死病为来自瑞典的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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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i Laurikko / Turun Sanomat

在吕迈蒂莱 (Rymättylä)，
三月中旬便会种下早茬土
豆。芬兰早茬土豆的主要
产量集中在芬兰西南群岛
地区。

传统行业、新兴产 业齐头并进
在芬兰，岛屿生活熙熙攘攘、缤纷多彩。统
计表明，岛屿的经济结构明显不同于全国的
一般情况。农业生产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工业的就业人数则偏低。
虽然服务业雇佣人数几乎占了岛屿人口
的一半，但这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
管贸易集中减少了岛市中心的专卖店数量
和岛屿上村镇商店的数量，但私人服务的
比例却增长了。
多年来，政府已经将多个群岛系统中的
城市指定为特殊支持对象。政府给予城市
重组资金、欧盟计划资金和群岛补贴来帮
助地方城市，通过促进公司投资、产品开
发、市场和就业项目来创造相应的就业机
会。欧盟对岛上跨区域补贴、引导补贴和
渔业补贴最为显著。欧盟的资助将在新规
划期2014–2020年继续。

农业
农业和林业约占全岛屿型城市及部分岛屿
型城市工作岗位的 15%左右。但在整个国
家，该比例低于 5%。岛屿得益于它们带给
人的纯净、可靠印象，在营销当地土特产时
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形象进行宣传。在芬兰

西南群岛，生长季节比芬兰其他地区长。
农田在所有群岛区域都显著减少。上
个世纪中叶，每个房子里都有一头或两头
奶牛，现在大岛上只有少数几个农场。农
业依旧是一些岛屿的重要的产业。2016
年八个岛屿市共有近900个农场或园林区，
大部分在帕拉伊斯(Parais)（211个）, 玛湾
(Maalahti)（188个）和凯米奥岛(Kemiön
saari)（177个）。2016年有国家级景观价
值的 Velkuan Salavais的三个农场约有 250
头头产奶或肉的牛。肉类直销延伸到首都
地区。
在拥有广阔耕地的凯米奥岛和马拉克
斯，农业仍然是强大的产业。群岛联合奈
尔珀斯生产芬兰近三分之二的西红柿和三
分之一的黄瓜。纳塔利的里麦蒂莱的早熟
马铃薯是夏季最热销的产品——也是夏季
的标志！二十年来，鲱鱼也是通过航运经
过里麦蒂莱提供的。但斗转星移，情况已
不再如此，Boyfood 鲱鱼公司于2014年停止
了里麦蒂莱的经营，所有权转移给了Felix
Abba公司。
由于田地小而且零碎，只有在最大的岛
屿上才可能修建与现代农业相符的、大型

		

的农场。特殊种植也是群岛的优势。小岛
和外岛的农业有所下降，但羊类养殖等已
经在很多小规模的海岛上开始。
一部分近千个毛皮农场位于岛市，特别
是博滕区。毛皮农场是鲱鱼的重要用户。
博滕区和萨卡昆达区的沿海地区也种植
有沙棘。这种浆果对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北方大的岛屿：海卢奥托岛和玛纳曼
撒罗岛生产大量苔藓，主要出口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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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捕鱼是岛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我们国家的水域里约有160万人休闲
捕鱼。他们的捕获量占芬兰鱼类捕捞总量
的三分之一，几乎占90％的内陆水域捕捞
总量。将近一半的捕获量是通过渔网捕获
的，但是最常用的方式是垂钓。每年休闲
捕虾的捕获量大约有250万只小龙虾。

渔业

附属市捕鱼。海域的重要捕鱼城市有黑
岛(Mustasaari)，新城区(Uusikaupunki)
和玛湾(Maalahti)，内陆水域有萨沃林娜
(Savonlinna)。
至少一半的岛市有鱼类养殖厂。内陆水
域也养殖有鱼苗，大部分食用鱼类在奥兰
岛、图尔库岛屿和其他海域养殖。大的食
用鱼类养殖场例如位于古斯塔维斯、塔伊
瓦萨洛和霍特斯卡里。
资源中心的鱼类研究和水产养殖厂位于
埃诺恩科斯基和曾经是鱼类养殖业先驱的泰
尔沃。鱼类养殖公司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产
量却增长了。鱼类养殖业面临挪威养殖的鲑
鱼、更严格的环境要求和盈利挑战的压力。
全国各地开设的鱼类市场给渔民和企
业家进军小规模鱼类加工和直销的机会。
有五十万的鱼和岛屿爱好者会光顾约50个
集市。最大的集市位于赫尔辛基、图尔库、
莱玛、瓦萨和科特卡沿岸，内陆的地点位于
坦佩雷、拉赫蒂、库奥皮奥和约恩苏。著名
的小型集市例如有皮赫泰的岛屿集市，海鲁
奥托和里埃科撒乌奥尼斯湾的白鲑鱼市场。
按区域来看，渔业的意义在芬兰西南部
最为重要。通过捕鱼网，可以从岛屿沿海
捕获整个国家大约70%的海鲱。北方岛屿沿
海是芬兰最重要的鳞片鱼类的捕获区之一。
在芬兰西南部，鱼类加工、渔业和水产养殖
雇佣了约500人。从事鱼类加工的公司省内
有约五十个。

Markku Saiha

2016年注册的海上商业渔民约为1500人，
内陆水域渔民850人。超过300个海上渔
民和约200个内陆水域渔民的营业额超过
10000欧元。他们中大部分在岛屿市和

从捕获量上来说，鲱鱼是芬兰最重要的鱼类。博腾海上大部分鲱鱼用围网捕捞。

Jussi Lopperi / Kymen Sanomat

在芬兰西南部 Lieto 市的 Littoinen，马尔科·尼古拉
(Marko Nikula）在雕刻木船。芬兰在造船方面拥有顶
级的技能。在芬兰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很多，出口量
占营业额的三分之二。

Tulikivi

新城的工作船只码头向国内和国外的机构和公司制造船只。2014年，向科特卡皮赫泰岛运输了抑油应急船。

位于尤卡岛上的Tulikivi有限公司和努纳湾的 Uuni 有限公司向国内和世界市场加工
皂石。尤卡岛上还有芬兰石材中心，负责开发石材行业技术、举办展览。

工业
在21世纪，工业结构调整涉及到芬兰很多
城市。还触及拥有工业的岛市，如凯米奥
岛、帕拉伊宁、莱赛波里、科特卡和萨沃
林纳。
芬兰东南部的科特卡是失业最严重的城
市。原因是木材加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俄罗
斯市场遇到了困难。莱赛波里、萨沃林纳
和许多其他岛市的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产业发展挑战的影响。
凯米奥岛老的工业中心——塔林工厂，
在过去几年里失去了大量就业机会。2012
年，钢铁企业FNsteel停止了其大型轧钢
厂，2014年，Abloy公司裁掉了当年Björk
bodan工厂几乎一半的员工。2017年工厂决
定全部停产。停业钢铁厂的部分大型建筑现
在被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至少自17世纪开始对石灰岩进行了开
采。现代公司——Nordkalk，向建筑业、
肥料业和食品行业等生产石灰石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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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伊宁上的LM仪器是普兰梅卡集团的
一部分，该集团是世界领先的亚科医疗设
备制造商之一。在纳塔利的里麦蒂莱，制
作小酒馆产品有限公司的厨房和浴室家具，
在库奥皮奥的索伊萨洛岛特尔麦基公司制作
以利业岛风格家具。
在莱屈莱，制作科伊斯蒂宁康特勒琴的
跨国人士从事这些传统乐器手艺已经超过
半个世纪。

Pekka Homanen

瓦拉 (Vaala) 乳品厂于
2011 年被评为芬兰最
强企业。它坚持采用凯
努地区的传统制法生产
面包乳酪。

鱼上钩了吗？库萨
莫鱼饵有限公司
(Kuusamon Uistin)
是芬兰重要的金属
鱼饵制造商。

Kuusamon Uistin

公司为了维系经营，不得不进行裁员，但依
旧继续经营70公顷的露天矿场。
现在，属于萨洛的 Särkisalon Förby 于
2010年停产，原因是更深的石灰岩开采可
能会变得无利可图。Omya集团在赛尔基萨
罗生产造纸工业、化妆品、陶瓷制品所需的
产品，并在采矿地点绘制出旅游目的地。
许多锯木厂最初位于优良水道旁边。它
们将锯材原木和木材成品的运输变得灵活
机动。锯木厂当时位于苏尔卡瓦的洛希科
斯基岛屿部分和拉彭兰塔的拉姆波岛。科
特卡的哈拉有纸浆厂和锯木厂。斯道拉恩
索的大型卡乌科佩纸浆和造纸厂位于鲁奥
科拉赫蒂的岛屿旁。
当然，造船是岛上最传统的工业。在纳
塔利的吕麦蒂莱和埃赫泰里每年生产约五
千艘泰尔希船，在萨沃林纳也有这种船的
分包。贝拉船有限公司是北欧国家领先的
玻璃纤维摩托艇。其制造厂位于库奥皮奥
和鲁奥多。几十年历史的Botnia Marin在玛
湾和新卡尔莱皮制造不同大小的Targa船。
波尔沃的派林岛制造Marsund船。尼亚湾的
岛市是很多船只的制造地，其中天鹅游艇世
界闻名。在科特卡有木船中心，在苏尔卡瓦
制造教会船只和划船赛艇。
为航运提供服务的维护、修理和仓储公
司遍布所有沿海和芬兰内陆群岛。维阿波
里码头协会所有的芬兰堡干船坞维修并在
冬季存储传统游艇和船只。芬兰堡的历史
码头区的Laitaatsillan Marina维修和保养内
河船舶和船只。
渔民劳里·拉帕拉在20世纪30年代于阿
斯卡拉创办的公司，现在的Rapala VMC有
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鱼饵厂商之一。
很多小型和中型企业在很多岛屿区代表
食品行业。新城是沿岸鱼类加工的强大中
心，在芬兰内陆，基泰夏湾因海鲜产品闻
名遐迩。在黑岛、瓦拉和苏尔卡瓦有独立
的小奶酪工厂，主要生产特色奶酪。很多
岛市都加工浆果。
岛上的帕拉伊宁、库奥皮奥的瓦亚萨
洛、罗赫亚岛和阿斯卡拉的卡尔基宁有旅
行者青睐的葡萄园。但海岛啤酒只在芬兰
堡和凯米奥岛的罗撒拉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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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istinen Kantele

Antero Aaltonen

		

赖屈莱 (Rääkkylä) 的
科伊斯蒂宁康特勒琴
有限公司 (Koistinen
Kantele) 的多民族员工
一直在制造传统的芬
兰乐器，这项精湛的手
工艺已经有超过半世纪
的历史。康特勒琴的制
琴大师奥托·科伊斯蒂
宁（Otto Koistinen）
于 1957 年在皮耶利宁
(Pielinen) 湖湖畔打造
出了第一款康特勒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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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公司和机构

The Finnish Defence Forces

在夏季，人们可以乘船从赫尔辛基的武奥萨利岛(Vuosaari)前往西普 (Sipoo) 的丽
岛 (Kaunissaari) 。岛屿也是赫尔辛基市的户外休闲区域。夏季，芬兰唯一的“船
上商店”也会前往该岛。

The Governing Body of Suomenlinna

芬兰海军守卫着芬兰水域的安全，为其他机构提供支持并且会参与国际危机
处理。

芬兰堡 (Suomenlinna) 有六家博物馆。艾伦怀特博物馆 (Ehrensvärd Museum)、
战争博物馆 (War Museum's Manege)、维斯科潜艇博物馆 (submarine Vesikko)、
玩具博物馆 (Toy Museum) 和海关博物馆 (Customs Museum) 都仅在夏季开放。
主要的城堡博物馆位于芬兰堡中心，全年开放。

国家职能，例如岛上交通、安全任务和环
境工作对岛上的雇主而言仍然重要。市政
功能同样如此。特别是政府工作岗位在过
去几十年间急剧下降。没有固定道路连接
的岛屿最为严重。
国防军培训机构是岛上最大的教育机
构。海军学院位于赫尔辛基芬兰堡上，国
防学院位于桑塔哈米纳岛上。实用的军事
训练则在岛上的国防军和边防局工作和练
习区进行。
顾名思义，里维安渔业和环境学院在帕
拉伊宁提供基础和高级教育。图尔库大学
在帕拉伊宁赛林岛有相应的活动。芬兰堡
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建筑和地区在首都向很
多会议和活动提供场地。
奥博学术大学(Åbo Akademi)基金启动的
Korpoström岛屿中心在帕拉伊斯(Parais)外
岛附近提供会议和研究场所，也提供住宿。
约翰·努尔米宁家族拥有的Boistö岛之前的
引航站于2014年夏在罗维萨瑞典皮赫泰登
上头条，原因是在那里对乌克兰危机的解
决方案进行了讨论。
坐落在阿斯卡拉的派伊耶奈大楼含有休
闲垂钓博物馆和展览、会议和办公场所。
瓦拉玛纳曼萨洛的卡苏·哈罗宁艺术大楼
是年度岛屿音乐会的基地。
赫尔辛基芬兰堡有六个博物馆，情侣岛
上有国内最大的露天博物馆。高岛动物园
有150种动物，哈拉卡岛设有自然和艺术大
楼。艾斯堡市正在彭塔拉岛上将壮观的岛
屿博物馆竣工，在那里将举办年度岛屿日
活动。
群岛、垂钓场地和船舶博物馆坐落在皮
赫泰美岛、哈米纳塔米奥、古斯塔维瓦尔
撒拉、派尔纳亚罗奈斯、霍乌特斯卡里奈
斯贝、萨沃林纳里赫岛、凯米山、玛湾奥米
奈、黑岛哥兰奥孙德、卡拉河、梅里卡尔维
阿、鲁奥窦波孙德、沃于里玛科撒玛、卡斯
基宁、奈尔皮奥麦林格斯哥伦德和科科拉奥
亚。在里埃科撒有广阔的皮埃里宁博物馆，
其中木材漂运有显著的场馆。
芬兰海事博物馆位于科特拉和图尔库
Marinum论坛是海事方面最著名的博物馆。
很多其他的博物馆主要讲述岛屿、海洋和水

		

域的历史。芬兰国家博物馆举办了2014年
展会，展会展示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在19世纪末游览芬兰岛屿的众多夏季度假
路线。2014年，在Ateneum艺术博物馆和
波尔沃艺术工厂举办了特殊的展览，纪念
岛屿休闲爱好者托夫·杨森小屋坐落在波
尔沃彭林格哈鲁岛，对公众部分开放。奈
塔林姆明世界是国际知名旅游地。
坐落在洛维萨萨尔维萨洛的 Poju Zablu
dowicz艺术中心设有艺术家公馆和展览
室，将世界顶级的艺术和大量正面的宣传
带到芬兰群岛。Zabludowicz收藏收集和介
绍伦敦、纽约的现代伊苏，并每年在萨尔维
萨洛公开展览。
公司、组织和市政拥有的休闲建筑、代
表性建筑的使用者数量在岛上很大。大城
市的休闲岛屿例如有图尔库的鲁伊萨洛、
维帕萨和玛茵岛、坦佩雷的维基岛、赫尔
辛基的皮赫拉亚岛以及美岛的斯波撒和埃
斯堡的大瓦斯卡岛。
岛上庄严的石质和木质教堂在夏季对公
众开放，可供放松冥想和婚礼使用。著名
教堂比如始建于 17 世纪的皮海玛木质牺牲
者教堂，始建于18世纪的Västanfjärd，诺窦
(Nötö)和 Särkisalo教堂。坐落在科乌沃拉乌
奥希湖中央的松岛是芬兰内陆最有影响力的
墓地之一。很多教会在岛上还有露营中心。
全国唯一的路德教修道院位于埃诺科斯
基岛的伊哈玛涅米，提供放松冥想场所。
基督教工会所有的萨沃-卡尔亚拉娱乐中心
坐落在帕里卡拉乌库涅米，提供课程、会
议和住宿场所。Lärkkulla Skärgård在帕拉
伊斯宁霍乌茨卡里举办各种针对青年和老
年的课程。在虔信派教徒帕沃·罗茨阿拉
伊宁的居住岛、苏维里阿霍兰岛、库奥皮
奥的尼尔斯埃有露营和度假中心。
多个岛上都有翻新的青年俱乐部、垂钓
协会、农场主俱乐部、工人、狩猎俱乐部
和村落协会大楼。在这里举办各种活动。
舞榭仍在使用。
在那些会有拥有夏日小屋的人士以及旅
游者光顾，在对购买力发展有推动作用的
小岛上经常会设有岛屿商店、小卖部、咖
啡馆或餐厅，尤其在夏季居多。这样的场
所有比如帕拉伊思宁的乌托、于尔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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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珀、诺窦、维诺、伊尼奥和诺尔斯卡塔、
纳塔林的维尔库安玛和泰里萨洛、莱赛波里
的Skåldö和波罗玛尔夫、茵科巴罗孙德、波
尔沃派林基和埃麦萨洛、罗维萨的萨尔维萨
洛、皮赫泰的美岛、科特卡的哈帕岛、玛湾
的波尔科、黑岛的莱帕鲁奥托、恩奥科斯基
的伊哈玛涅米、苏尔卡瓦的罗希科斯基和
塔伊帕尔岛的大简凯撒罗。在旅游岛上，
如曾经的防御岛，灯塔岛和海防岛以及所
有的主要岛屿上，这样的服务都很常见。
岛上有小学，某些情况下有中学，但很
多已经停课。设有学校的岛屿在2014年有
海鲁奥托、莱帕鲁奥托、波尔科、皮海玛、
莱波岛、维尔库阿、乌窦、茵尼奥、霍乌茨
卡里、科尔波、纳乌沃、罗萨拉、赛尔基
萨洛、芬兰堡、桑塔哈米纳和蒂乌蒂宁。
苏尔卡瓦的罗斯茵塔卡宁的罗希科斯基岛
屿部分也有学校。
希蒂宁-罗萨拉群岛活跃人士于2003年成立
了私人Solglimten服务大楼。凯米奥岛市从其
购买了服务，可以在自己的岛屿上向老人提
供生活服务。在岛民的积极参与下，曾经的
老年服务楼被建成的新的赛尔基萨洛之家，

成为旅游景点的场所
类型

名称

市

灯塔

本格茨凯尔
古斯塔夫斯万恩
伊索卡里
尤萨罗
屈尔麦皮赫拉亚
玛尔亚涅米
麦尔凯特
鲁撒罗
赛尔格伦德
赛皮
索德尔斯凯尔
坦卡尔
乌尔科卡拉
乌窦
瓦拉岛

凯米奥岛
汉科
古斯塔维
莱赛波里
莱玛
哈伊鲁奥托
埃科凯罗
汉科
卡斯基宁
鲁维阿
斯波
科科拉
卡拉河
帕拉伊宁
黑岛

引航站

波伊斯窦
拉乌普宁
奥拉鲁奥托
罗恩斯凯尔
赛尔格伦德

罗维萨
古斯塔维
梅里卡尔维阿
玛湾
卡斯基宁

海岸警卫队

法格尔霍姆
科斯海兰
米科林岛
瓦拉岛

帕拉伊宁
黑岛
沃余尔
黑岛

堡垒

大岛
基尔科玛
古斯卡亚斯卡里
兰基
索玛罗
奥罗

赫尔辛基
科特卡
莱玛
科特卡
黑岛
凯米奥岛

之前海事局和保卫
队地点，已经或正
在列入旅游和休闲
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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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幼儿园，图书馆，青年中心，会议室，
以及老年服务，医疗保健和社区学校服务。

旅游景点

Saaristokylpylä Kasnäs

芬兰有约 50 家水疗中
心。凯米奥岛的卡斯奈
斯 (Kasnäs)岛上水疗馆
于 2005 年开业。卡斯奈
斯水疗馆可提供各种休
闲服务。里面还设有蓝
色牡蛎 (Sinisimpukka)
自然中心。

服务业雇佣了岛上近一半的居民。旅游和
娱乐服务的发展是群岛未来发展的关键问
题。即便有足够的挑战，但牵引力因素也
很充分。创业者培训、营销增长以及合作和
联网处于核心位置。特别重要的是旅游期的
延长——群岛四季都可提供服务。
为住宿和餐饮公司提供服务的行业和项
目服务公司是岛屿和海域旅游的中坚力量。
活跃和多样的水陆交通直接和间接地为岛

旅游和娱乐服务的发
展对岛屿的未来至关
重要。游客到皮赫泰
(Pyhtää) 岛的市场上
可以享用各种海鲜。

屿创造了公司业务。内陆和沿海船舶每年
有450万的游客。
很多之前提到的岛屿是全国最热门的旅
游地点。例如有赫尔辛基的三岛：芬兰堡、
情侣岛和高岛。
曾经的的堡垒，灯塔，海岸警卫站岛屿
改成旅游用途后，变成了非常受欢迎的旅
游景点。比如位于外海沿岸的Bengtskär，
每年吸引多达15000名游客。国防军之前驻
扎的岛屿：Örö, Kirkonmaa、 Rankki、瓦
里岛（Vallisaari）、君王岛（Kuninkaan
saari）、Lonna 和 Isosaari很快吸引了众多
的游客。芬兰堡作为最大的岛屿有上百万
的游客。斯瓦尔托尔姆代表了古老的军事
要塞文化。
2016年，约660万游客游览了林业局管辖
下的国家公园、休闲区、保护区、历史景点
和自然中心。仅国家公园和国家远足区的就
业效应就有900个工作岗位。
温泉大约占群岛系统的三分之一。最著
名的温泉有萨沃林纳、纳塔林和海科温泉，
新的温泉例如有凯米奥岛的卡斯奈斯和里埃
科撒的科里。
俄国人是最大的外国旅游群体，他们特
别是在芬兰东部的岛市购买了一些旅游点。
例如有皮赫泰的斯里乌斯运动中心、苏尔卡
瓦的古卡派度假中心和位于帕拉伊宁模撒拉
的岛上度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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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芬兰共和国总统绍利·
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
和夫人燕妮·哈乌基奥
(Jenni Haukio) 于 2013
年 7 月参加了萨沃林纳
(Savonlinna) 歌剧节。

Harri Nurminen

什么是岛屿文化？

Dalsbruks Dragspelsklubb

破冰船巡航。这同样也是
群岛文化的一部分，尤其
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

旅游业的兴起不断增强了人们对地道岛屿文化
的需求。我国的岛屿与水域文化融历史、传
统、自然和环境于一体。文化即为岛民从事、
欣赏的一切事物。它包括建筑、食品、服装、
语言、思想、信仰……幸运的是，岛屿文化不
可能准确界定。
我国许多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都在岛上。奥
兰岛每年都有多达160万的游客。芬兰堡海上要
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有近百万
人参观。高岛动物园有大约 50 万游客。纳塔林
的“姆明世界”有约300 000位游客。15世纪，
在萨沃林纳前方小岛修建的奥拉夫城堡每年吸

波罗的海爵士音乐节 (Baltic Jazz Festival) 是凯米奥岛一年一度的大型盛会。
Dragsfjärds Dragspelsklubb俱乐部是活动背后的推动力。

引150 000位游客，其中约一半的游客在歌剧节
的时候前往。前往奥鲁湖玛纳曼萨洛的游客相
对较少，大约60 000人。
我们岛屿上的许多建筑物和建筑结构都无
法在芬兰其他地方找到。其中包括灯塔、引航
灯、历史性航标以及我们的水下遗产。海岛均
有广泛而悠久的军事史：古老的堡垒和其他景
点非常多。
游客对岛屿的第一印象通常与港口周围的村
社密切相关。您可能会被岩石上的灯塔、老风
车或由一排排红色木屋构成的和谐之美深深吸
引而流连忘返。同其他地方相比，岛上的生活
方式和收入不足有助于旧式定居点的保存。淡
水地区的村庄往往位于岛的内部，因此游客
可能没有像在海边时那样强烈感受到人居活动
情况。
我们的海洋和淡水地区也有大量史前遗迹：
石迷宫、岩画、古聚居区和港口。岛屿文化广
泛存在于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歌曲、电
影中。水域在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中时
常出现，而作曲家让·西贝柳斯也受到了它们
的启发。
木材漂运博物馆、伐木工人比赛、老运河、
渔港、鱼市以及游艇码头和旧轮船都让我们的
淡水地区、淡水岛屿的文化底蕴历久弥新。志
愿者纷纷加入海边老式帆船的建造和修复，其
人数之众佐证了人们对群岛古老文化的挚爱。
常住居民、度假者、划船休闲者、专业渔
民、休闲垂钓者、游客及其他许多人都眷顾我
们生机盎然的岛屿和水域文化。尽管享有源远
流长的传统，而在老传统基础上建立新文化也
极为重要。已通过夏季在芬兰的大小岛屿上举
办众多优秀文化活动实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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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估，近 50 万芬兰
人从事的职业允许远程
办公。很多近海和群岛
市都在努力创造条件，
使人们能够在家中远程
办公。

岛屿政策 70 余载
岛屿政策是芬兰最古老的系统化地区政
策。1949 年 3 月，国家参议会成立了专门
委员会调查岛屿的生活条件并提出发展建
议。主要原因是渔业生计的问题。委员会
共编写了五份报告。在此基础上，政府于
1958年11月6日任命了咨询委员会起草<<
岛屿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岛屿特有的其他
问题>>。这个机构可以被视为第一个岛屿
事务咨询委员会，这个名字根据1961年的
政府法令正式确立。

1976年2月，咨询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筹备<<
岛屿法>>的决议。为此咨询委员会成立了
一个由Jan-Magnus Jansson为主席和Jacob
Söderman为副主席的工作小组。<<关于促
进岛屿发展的法律>> 简称<<岛屿法>>于
1981年 6月生效。 在法令中，“岛屿”被
定义为没有固定道路连通的海岛和淡水岛
以及处于其他某种孤立状态的岛及大陆地
区。该《条例》要求国家和城市通过在多
个政治领域（尤其是在拓展民生、维持就

2016年年度岛屿研
讨会在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举办。
研讨会由岛屿事务委
员会与群岛各地区和
市属当局合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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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制订岛屿项目、做出原则性决定时
的路线。
岛屿事务咨询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法
定咨询机构。它同农林部下属的地区发
展局协同运作。咨询委员会与城市、省
份、国家机关及其他各方共同促进岛屿地
区的发展。
国家岛屿方案<<岛屿，海洋，湖泊，河
流和沿海地区作为区域发展因素>>指导咨
询委员会的工作。2017–2019年期间的方案
有五个重点领域：
市政和区域政策
民生和就业
长期和休闲居住
交通运输和通讯连接
环境、自然和文化
岛屿事务咨询委员会会定期制定关于方
案实施的报告。

全岛屿型城市及部
分岛屿型城市。

成功与遗憾
岛屿政策已见成效。用于岛屿交通的轮渡、
筏、滑水器、私家路、公共道路、桥梁已
一应俱全。一些企业已获得高于其大陆同
行的国家和欧盟补贴。城市获得的国家补
助金中的岛屿额外补助金促进城市社会服
务的提供。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间，电气化在
群岛迅速普及。大约在同一时期，经由国
家积极支持，电话线也铺设完毕。芬兰政

Jari Laine / Seppälän koulukuva

业、资助基本服务、建设交通及其他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提供支持来保障岛屿的发展。
此外，岛屿的自然与环境也必须得到保护。
2016 年初，芬兰共有 8 个全岛屿型城
市、40 个部分岛屿型城市。相关法令将于
2019 年到期废止。
我们的全岛屿型城市包括：埃农科斯
基、海卢奥托、基密图恩、库斯塔维、玛
湾、帕拉伊宁、普马拉、苏尔卡瓦。
部分岛屿型城市包括：阿西卡拉、埃斯
堡、赫尔辛基、希尔文萨米、茵科、约察、
尤卡、于韦斯屈莱、卡里纳、基尔科努米、
基泰、基维湖、科特卡、库赫默伊宁、库奥
皮奥、列克萨、利佩里、卢维萨、卢汉卡、
鲁奥托、米凯利、黑岛、纳塔利、纳皮奥、
帕里卡拉、波里、波尔沃、皮赫泰、拉赛波
里、鲁奥科拉赫蒂、莱屈莱、萨罗、萨沃林
纳、西波、泰帕尔岛、达伊瓦斯萨罗、泰尔
沃、新城、瓦拉、沃余里。
有五个全岛屿型城市位于海滨，三个在
内陆；而位于海滨、内陆的部分岛屿型城
市的数目则不相上下。当前的城市合并风
潮开始前共有13个全岛屿型城市。由于合
并，此数字下降了，芬兰西南部尤为如此。
部分岛屿型城市包含 16 个城市，赫尔辛基
是最大的一个。
往届岛屿委员会在 1957 年的最后报告中
强调了广泛地域政策对沿海地区和水域的
意义。这一直是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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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边防 (Finnish Border Guard) 负责海上救援工作。帮助海上遇险人员、搜救失
踪人员并提供救护运输。岛屿救援站世代以来一直在为岛屿居民和度假者提供全
年的安全保障。

国际环境

Jari Kostet

渡轮往来于大陆部分和海卢奥托 (Hailuoto) 之间，全长约8公里。渡轮可搭
乘 50 多辆乘用车。

府始终致力于将现今高速数据通讯技术普
及到各个岛屿。许多群岛都有国家公园和
保护区，它们是岛屿生态系统的宝藏并且
是旅游业必不可少的资源。土地所有者因
此而获得相应补偿。
全国范围的岛屿开发项目着力于促进旅
游业、渔业、小规模加工业和远程办公。
全岛屿型城市则致力于改善其旅游胜地、
永久居住地的形象，不时共同举行营销推
广活动。一些研发项目涉及更灵活的城市
规划、特殊的许可证政策、建造和维修度
假屋、利用夏季度假居民的购买力和其他
能力。由于此类研发项目的存在，休闲用
住宅的数量已经上升。
群岛的政府就业岗位数目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之间保持很高，甚至有所增
长；自此以后，岗位数目已经下降，证明实
行《岛屿发展条例》所面临的挑战。
主要由于技术进步，海事局已关闭领航
站，边境巡逻队已关闭救生站、国防军也
已撤销海岸炮兵及一些海军单位。渡轮被
桥梁取代后，运输岗位数随之减少。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税务局、就业署、警察机
关和驻各地区的政府办事处已削减其在全岛
屿型城市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邮局业务
也由国有转为私营。

芬兰 1995 年加入欧盟，这对国家的岛屿政
策带来影响。对群岛而言至关重要的渔业和
农业现遵从欧盟总部的领导。在区域政策方
面，岛屿数量并不是能否获得欧盟结构基
金的一项评判标准。然而在实践中，岛屿
型地区从欧盟获得的地位往往比其凭借社
会经济指标可能获得的地位更高。对岛屿
极为重要的是，欧盟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
资助。这符合《欧洲基本社会权利宪章》
的要求。《宪章》承认，岛屿地区存在一
些必须认真对待的特殊情况。
芬兰的岛屿政策也与欧盟针对实施、
维护沿海和海上区域的各项政策相关联。
岛屿事务咨询委员会保持与欧洲其他岛屿
地区的联系，例如通过“海洋周边地区会
议”(Conference of Peripheral Maritime
Regions) 进行沟通。

Petri Jauhiainen / Vastav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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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i Muukk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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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热情的木屋民族？

芬兰人居住得离水有多远？这也被研究了。
从家到最近湖泊或河流的平均距离是2.7公
里。萨罗北部仅为1.2公里。新国和博腾区
省份最长，但仅为4千米。
芬兰人离沿海的平均距离是58公里。奥
兰岛居民是1.3公里，新国地区居民不到7
公里，芬兰本国居民是9公里。现在北萨沃
的数据达到峰值——距海洋平均距离为209
公里。
我们居住得并没有离水域足够近。因
此，我们购买了50万个度假屋——超过五
分之四位于沿海地区。木屋每年消费75亿
欧元，最重要的部分位于岛市和水域城市。
为何如此热衷木屋？

超 过一个世纪的木 屋 历 史
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以前就开始狩猎和捕
鱼。如果木屋被用来休闲和放松，那么这
一现象不会超过19世纪末以前。富裕的城
市居民那时开始在乡村建造舒适的夏季别
墅，在岛岸城市附近和泰里河和卡尔亚拉
地峡附近先后出现。内陆的别墅文化出现
在图苏拉、阿斯卡拉、苏斯麦和普恩卡哈
尔由等地。

轮船和铁路也对早期别墅社区的位置产
生影响。即便是通过火车前往别墅，别墅
也不能离水太远。与水有关的爱好是这些
富裕的木屋爱好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芬兰开始独立的二十年时间里，木屋
并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的爱好。那时建造了
15000个度假屋。它们并不像最早的别墅那
样奢华和华丽。建筑风格很大程度上区别于
郊区的独栋房屋。某些大型公司也为员工修
建度假村。那十几年的时间中，德国的私用
园地文化也在芬兰扩展。
全民对木屋的热爱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
发展。1962年木屋数量超过了10万个。汽
车增加，路网提高，暑假延长，钱包也比
之前变厚了一些。木屋从居住中心向远方
扩展，沿海变得更受居民欢迎。1969年以
前，法律对在沿海修建木屋做出限制。
木屋可以看作是对农村结构改革和城镇
化加速的制衡。即便面包来自城市，但童
年时代的风景却不愿忘记。很多木屋建在
原有自家住宅或者从亲戚处购买的地皮上。
尺寸减少，装修适中。20世纪60年代，十
个木屋只有一个木屋通电。工厂建造的度
假屋也进入市场。

年轻一代的芬兰人是
否仍然热爱夏季别墅？
或许答案可以在水下或
网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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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i Jauhiainen / Vastavalo

木屋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减弱，
但之后迅速回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
很多老的建筑都转为度假使用。小型建筑
和移民的房屋都变空并得到了适宜的价
格。现在，一些离水域远的建筑也比之前
变得受欢迎。
本世纪，建筑法规变严格，紧俏的供
应以及价格的迅速增长限制了对木屋的修
建。新的发展特点是在旅游中心附近紧张
施工。在芬兰北部的滑雪中心这点非常明
显。那里度假屋的装修、平均规模都超过
了其他国家的水平。很多木屋所有者到木
屋的距离都很长；卢卡木屋的所有者平均
居住在距离木屋400公里远的地方，莱维的
木屋所有者约为600公里，到萨利塞尔卡度
假屋约要800公里。
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木屋的名称也变
了很多次。最富裕的度假建筑是“别墅”，
20世纪60年代它变为了“夏日木屋”或仅
是“木屋”。现在，较为常用的是“休闲
住宅”、“度假屋”或“第二住宅”。

Petri Jauhiainen / Vastavalo

芬兰夏季别墅大量的桑拿浴室需要烧掉大量木头。芬兰总共有约 320 万个桑
拿浴室。传统的烟熏桑拿越来越受欢迎——芬兰预计有 30,000 多个烟熏桑拿
浴室。

芬兰分别有约40% 和55%的成年人喜欢采摘蘑菇和浆果。女士比男士，老年人比
年轻人更热衷于这两项消遣活动。

吸引力因素
木屋的吸引力何在？每年我们都有两百万
彼此略有不同的木屋体验。研究人员试图
从众多原因中找出最关键的因素，如同在
丛林中探寻平坦之路。
在对最有吸引力的木屋区进行探寻的时
候，一个明确的结果显示水源是一个重要
原因。与居住中心保持适宜距离的湖岸，
很多地方都修满了建筑。由于修建木屋的
关系，三分之一的海岸都没有用作其他用
途。几乎20 000个没有道路连接的岛屿上
都有度假屋。
如上所述，毗邻旅游中心已经成为本世
纪重要的吸引力因素。特别是年轻一代可
以从那里从事自己最喜欢的爱好，放松身
心。社会生活也是蒸蒸日上。
很多木屋都坐落在彼此分开的常住型乡
村，可以获得日用品和其他服务。木屋所
有者参加当地生活的情况的确在增加。这
是一个发展渠道，很多城镇和乡村都极力
支持。
据研究员卡蒂·皮特凯宁所言，木屋风
景已经融入成为芬兰民族景观概念的一部

Antero Aalt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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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木屋是一代代流传
下来的。木屋外观和
环境已数十年未曾改变
过。

皮特凯宁指出，这个理想画面可以在对
外国人拥有木屋的态度中显现。自2000年
开始，外国人就可以在芬兰拥有木屋，不
需要特殊许可。外国人拥有木屋被认为是
一种威胁，因为它挑战了木屋对芬兰人生
活方式的展示。国内媒体和木屋拥有者都对
外国人拥有芬兰的木屋生活以及木屋景色不
成文的规定表示担忧，外来者自己的文化传
统和木屋生活方式并不受欢迎。

120 000
100 000
80 000
60 000
40 000
20 000
0

木屋何用？
不同年代在芬兰修建的度假屋。现在四分之三的度
假屋建于1960至2000年之间。还有对21世纪10年代
的评估。

分和象征。这样木屋风景代表的是永恒的
芬兰民族性、理想的景色和逝去的黄金年
代。可以设想，木屋强调和深化的是芬兰
人的自然关系。与木屋的工作及其独具特
色风俗折射出芬兰民族性的显著特点。夏
日夜晚，桑拿过后，沿岸的桑拿露台可以
展示出世界上最美好的风景。

上流人士的别墅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各种酒会和社交。很多人都拥有花园，
但自由和无忧无虑的假日是最重要的。
独立时期，这些特点都有所减弱，中产阶级
的木屋所有者会洗桑拿、钓鱼、游泳、采浆
果。即便那时大家都极力避免晒黑，日光浴
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开始盛行。
20世纪60年代木屋所有者变为两倍。水
上游乐项目和其他自然爱好不断扩展，与
当地居民的社会联系也增多。可以从农舍购

Harri Nurm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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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木屋，小龙虾是夏
末的一道美食。北美淡水
大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引进到芬兰，因为当时曾
爆发过小龙虾瘟，欧洲本
地产龙虾受到很大削弱。
这种长有巨螯的新来物种
几乎将芬兰原生河虾破坏
殆尽，除了芬兰最北端河
流免于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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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牛奶，也可以参加割草劳动。另一方面，
人们对自家花园和菜园态度开始变得消极。
现代木屋的研究人员对实用性和娱乐性
活动进行了划分。前者强调木屋生活的自
我实现，间或会变为令人精疲力竭的劳动
场所。修改地形，夏季还会有新的建设项
目——修筑石墙。
娱乐性活动包括传统的自然活动，例如
游泳、赛艇、皮划艇和徒步。用审美的方
式来体验环境的同时也是对自身耐力极限
的考验。电动户外运动和运动器械也是很
多木屋所有者的度假方式。

即便很多木屋的装修水平开始
接近单栋住宅，简单的生活方
式和乡村传统的选择对很多木
屋所有者来说仍很重要。

扫树叶是一种高效的功能运动。

Jorma Jämsen / Vastavalo

芬兰南部的河流温度在
整个夏季几乎都会保持
在20摄氏度以下。很多
木屋会提供浸热水浴的
机会。

即便很多木屋的装修水平开始接近单栋
住宅，简单的生活方式和乡村传统的选择
对很多木屋所有者来说仍很重要。即便身
边的乡村已与十几年前截然不同，年久的木
屋所有者还是会追思童年。研究员卡蒂·皮
特凯宁证实，木屋风景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变
为了“真正乡村的最后堡垒”。
当对传统进行思索时，木屋中的传统性
别角色是否也会强化？男性是否更多地在
木屋环境中活动，而女性则在木屋内部？
研究员对此有所暗示。
即便木屋环境已经变得很熟悉，对细微
变化的观察总会带来一些新的体验。特殊
的天气或者偶遇动物都可以打破常规。也
可以在某个周一清晨在工作场所喝上一杯
咖啡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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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木屋都会对附近的环境，例如水域、
沿岸和景色产生影响。有些影响是故意和
有针对性的。例如对沿岸进行疏浚，用沙
子覆盖以便游泳，砍伐云杉，修改地形。
有些影响是木屋排出的废水造成的——对
某些仔细的研究员来说，桑拿的烟甚至都
是很重要的环境问题。
每个木屋拥有者都希望尽可能地保持附
近环境的清洁。立法机关也伸出了援助之
手，有些人认为这只手伸得过长。木屋的水
域负担已不再变得重要——木屋对水域磷和
氮的排放不足1%，趋势仍在下降。
私家车的使用占木屋交通的比重在芬兰
为7%。木屋所有者每年平均消耗的燃料是
2000欧元。除了汽车，船只、木屋小型机
器、电子产品和越野车的费用也在增长。
十个木屋中有九个木屋已经通电。每个
木屋都有太阳能板，对地热和风能的利用
仍然很低。即便木屋的密封很好，供暖费
用也随冬季对其的使用而增长。
很多木屋都有生态学的理想目标，但实
际情况却是价格较为昂贵。沿岸桑拿的“
传统清洗”是通过草皮屋顶的严实接合完
成的，这也是主人的骄傲，同样也保证了
客流量。屋顶构造足以抵御严冬的积雪，
因为草皮屋顶可以每平方米重达200公斤。
木屋对环境而言也大有裨益。林鸟可以
变得更为丰富，筑巢的鸟儿在木屋处古老
木材上自得其乐。很多木屋所有者都有鸟
巢箱。木屋对很多芬兰人来说也是伟大的
自然学校，对负面的环境保护和简单、有
机的生活方式带来积极的影响。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木屋是城市和乡村
相互影响的重要形式，促进了乡村鲜活和
多样的保留。

2012年芬兰的度假住宅。
木屋数量首先以250米的
坐标方格计算，之后木屋
密度为每个方格中心点间
三公里距离。
从俄罗斯边境到波的尼亚
湾，海岸几乎都有一致的
紧密木屋居住点。千湖
之国芬兰的南部有众多木
屋，西部湖泊资源丰富的
新国地区也是如此。在芬
兰北部内陆，密集的木屋
位于滑雪中心附近。

夏日木屋/2012 年平
方米数（以3 公里距
离内的平均值计算）
0.1–1.0
1.0–2.0
2.0–5.0
5.0–10
10
市政边界
0 50 100 km 公里

SYKE，夏季别墅信息 VTJ/VRK
4/2013，临近市：Karttakeskus
Oy，许可 L4659。

世界上最热情的木屋民族？
木屋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是芬兰
人的特点呢？
如果整个人类都和芬兰人一样拥
有度假屋，那么地球上将会有上亿个
度假屋。但实际数量仅为2000万。
相对人口数量而言，主要的木
屋国家相距很近。瑞典的木屋数量
是 650 000 个，挪威的木屋数量是
450 000 个。挪威的人均木屋密度
比芬兰要稍大——同时也是世界记
录。我们位居第二。丹麦的木屋数
量是 220 000 个，从土地的面积来
看，还是很多的，但相对人口数量
而言，还不到芬兰的一半。
美国有 400 万的度假屋。从人口
数量来看，很容易击败芬兰，几乎
是6倍的数量。州际间木屋密度变
化很大。伊利诺伊州的数量大约是
1300 万，但度假屋仅为 30 000 个。

堪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居民非常享
受独栋住宅的生活。没有一个州能
保持芬兰的木屋密度；但缅因州和
佛蒙特州的数据很接近。
国际研究表明，木屋形式和实际
情况在不同国家都有很多相同的特
点。在瑞典、加拿大和美国的很多
州，将木屋修建在湖岸边都可谓非
常理想。
例如密歇根州有 230 000 个度假
屋，其中80%坐落在湖岸。御寒
小屋占密歇根州木屋的比例超过一
半。那里的冬季比芬兰严酷，但要
比芬兰短。
密歇根人每年待在木屋的时间几
乎为 90 天。拥有木屋的人中多达一
半的人已经超过 60 岁。资金比较富
裕；木屋所有者用在木屋修缮、维
护方面的费用是芬兰的四倍。

皮特凯宁，卡蒂 2011 .《变化中的木屋景观》。从文化
地理的角度看待木屋。东芬兰大学，约恩苏，107页。

对一些去木屋的人来说下鱼网更
像是一种机动化运动——夏季使
用的是尾部摩托艇，冬季使用的
是摩托雪橇。

Antero Aaltonen

Petri Jauhiainen / Vastavalo

木屋对环境的影 响

33

34

芬兰 — 绿岛碧水之国

科里(Koli)国家公园建于1991 年。这里的山比皮耶利宁湖 (Pielinen) 高出 250 米，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是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很多人认为站在山顶可以看到芬兰最美丽的风景。

岛屿和水域环境生机盎然
芬兰尚无任何国家公园完全缺少水域或岛屿。部
分国家公园专为保护岛上自然景观而建立。十个
岛上公园涵盖超过3000个岛屿和广阔的水域。
许多保护区、徒步旅行区和休闲区是岛市重
要的基础设施。2016年，这些区域和国家公园在
芬兰雇佣了共计2500人。其整体收入影响约为
2.5亿欧元，游客660万人。

Antero Aaltonen

雷波韦西 (Repovesi) 国家公园内的Olhavanvuori
山是芬兰最受欢迎的攀岩地。岩石面比下面的湖
面高出 50 米。

位于塞马湖地区豪基韦西湖的林纳萨利国家公园
于1956年修建。它长约 40 公里、宽 10 公里。
园内有 130 多个面积超过一公顷的岛屿以及
数百个面积较小的岛屿，但公园仍以广阔的水
域为主。它是五十多只极度濒危的塞马环斑海豹
(学名：Pusa hispida saimensis) 的栖息地，此
外。它的鱼鹰 (学名：Pandion haliaetus) 群体则
是芬兰最密集的鱼鹰群体之一。
在林纳萨利岛，您可以了解到对传统景观实
施的管理——小块田地、刀耕火种式的复古农
耕。此外还有许多通往自然景观的小径及20 个
客轮停泊处。在冬季，公园还有一条长为30公里
的休闲滑雪/滑板车道。

Jari Kostet

多样的湖泊自然环境

努克西奥 (Nuuksio) 国
家公园距赫尔辛基市中
心仅 30 公里。游览芬兰
首都的每一个人都很容
易被公园那种旷野般的
氛围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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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ha Taskinen

林纳萨利国家公园每年的游客有30 000人，就
业影响力是 25 人年。夏季，从萨沃林纳的奥拉维
和兰塔撒尔米岛屿部分有到公园的水路交通。在
兰塔萨尔米的奥斯卡里自然中心和萨沃林纳的奈
斯托里自然中心可以获得公园的信息。
位于塞马湖的另一个国家公园是建于 1990 年
的克鲁维西国家公园。虽然它只有四十个岛屿，
但其中的两个位居我们国家公园里最大的岛屿之
列：瓦加萨罗岛(1,210 公顷)、曼泰萨罗岛（740
公顷）。此公园的特色是呈峡湾状的狭长水湾，
水湾延伸至主要岛屿的内部深处。最为雄伟的花
岗岩岩壁几乎垂直矗立在水面上高达 40 米的空间
内，这些岩壁的水下部分同样蔚为壮观。常见的
鱼类有白尊鱼、胡瓜鱼、鲈鱼、江鳕、白鲑和石
斑鱼。罕见的鱼类有褐鳟鱼、北极红点鲑以及多
骨、如道钉般的四角床杜父鱼——冰河时代的残
余物种。
克鲁维西国家公园的游客不足15 000人，就业
影响力是11人年。夏季，可以从恩奥科斯基中心
获得与公园有关的信息。除了恩奥科斯基，公园
还扩展到了萨沃林纳和海伊奈维斯地区。
于 1993 年建成的派延奈国家公园占据了约五
十个未开发的岛屿、小岛以及有人居住的岛屿部
分地区。该公园的心脏地带是科尔文， 一个 8 公
里长、50–800 米宽的蛇丘岛。它的特点在于长长
的沙滩和受到保护的泻湖。蛇形丘边上的坚硬岸
堤和倾斜平地均见证了古时的水位高度。
该公园的游客是 15 000 人，就业影响力是 9 人
年。夏季，从帕达斯河的码头和阿斯卡拉的维科
叙有到该岛的交通。有关公园的信息可以从阿斯
卡拉的派伊亚奈大楼获得。
最新的湖边公园是2014年建成的南-科奈维斯国
家公园。它包括该湖滩地区和岛屿，约1500公顷。
科奈维斯是莱塔拉米的中心湖，水质特别清澈。河
滩陡峭，岩石丰富。湖泊东面的拉卡亚山高211米。
即便风景整体看来有些空旷，但区域内仍有郁郁
葱葱的小树林和椴木林。
科里国家公园主要位于里埃科撒岛屿部分。公
园里的乌科-科里山高 347 米，还有芬兰最著名的
皮耶利宁湖国家风景区。大湖海拉湖也属于国家
公园。
乌科自然中心会对科里的地质、植物和动物
进行介绍。夏季，科里和里埃科撒之间有内陆水
域间唯一的汽车渡轮运输。冬季，通过皮耶利宁
湖，有芬兰最长的官方冰路。夏季，公园会聘请
牧羊人和雇工。游客大约为200 000人，就业影响
力是200人年。
努克西奥国家公园位于部分岛屿型的埃斯堡
湖区，短期内已经获得大量关注。游客达350 000
人，就业影响力是23人年。国家公园有50个小湖
和池塘。可搭乘公共汽车从埃斯堡和赫尔辛基中
心到达公园。芬兰哈尔蒂自然中心会提供努克西
奥和其他国家公园的信息。还有很多外国游客也
会光顾公园。

芬兰 — 绿岛碧水之国

塞马湖 (Saimaa) 环斑海豹是芬兰自然保护的象征。林纳萨利 (Linnansaari)
和克鲁维西 (Kolovesi) 国家公园是这种濒危物种的俱佳栖息地。气候的变迁是
塞马湖 (Saimaa) 环班海豹的一种威胁。如果积雪覆盖不足，母海豹将很难在
雪堆里筑巢。幼豹在稀疏的冰面上很容易死亡。

Jari Kostet

Markku Tano / Maisema.fi

		

芬兰林业委员会（Metsähallitus）负责维护各类休闲场地的结构。芬兰人喜欢
徒步旅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每年至少徒步行走 10 公里，十人中有一人会
参加通宵徒步旅行。

芬兰 — 绿岛碧水之国

海 上国家公园
芬兰的第一座海上国家公园是于 1982 年建成的
东芬兰湾国家公园。位于科特卡、哈米纳和维罗
拉赫蒂地区。该公园涵盖的 20 个森林岛屿以及
约 200个小岛的总面积达 800 公顷。最大的岛屿
是乌尔科-塔米奥岛。东芬兰湾是海豹的一个重要
繁殖区，那里的海鸟也颇为众多。除了天然景点
外，园内还有许多军事遗迹，例如要塞、鱼雷艇
站以及军事洞穴。
岛上的考尼萨里、哈帕萨里、塔米奥村皆靠近
公园。公园游客15 000人，就业影响力是6人年。
有关东芬兰湾国家公园的资料可在科特卡的玛莱
塔里乌米和考尼岛自然小屋获取。这些岛全年都
有交通运输。
建成于 1989 年的塔米萨里群岛国家公园共涵
盖5.2 万公顷海域，园内有近 500 个岛屿、小岛。
最大的岛是埃尔科（700 公顷），在海洋公园
中是最大的。园内还有通常被称为芬兰唯一峡湾
的珀由维肯水域。公园内的一连串群岛区堪称完
美：当从外海辗转到几乎不含盐的珀由维肯水域
时，你所经过的外、中、内三个群岛区在动植物
方面演绎着深远的变化。已从大海中分离出来的
几个格洛湖以及仍处于分离阶段的 flada 为鸟类提
供了宝贵的筑巢、栖息地。
公园游客是50 000人，就业影响力是28人年。
最著名的景点是 Rödjan 前垂钓区和自然客厅以
及尤萨罗堡垒岛，夏季有从拉赛波里到这里的交
通。坐落在塔米萨里中心老盐仓的自然中心可以
为公园游客提供服务。
群岛海洋国家公园位于凯米奥岛、帕拉伊宁
市的外围群岛处。园内有大约 1,000 个岛屿、小
岛。海平面上的景观特点是：长有低矮树木的外
岛、郁郁葱葱的内岛、冰擦岩以及由于第三沙保

西冰川侧碛的沙和卵石构成的众多岛屿（尤尔姆
岛、三德斯卡岛、桑多岛）。其海底景观也引人
入胜——清晰的洼地、断裂线以及已沉没的高克
罗娜山谷。
就生物多样性而言，该公园在全国范围内最
为丰富。为保护古老的牧场和森林草场，约有十
分之一的陆地予以妥善管理。该园区及周边地区
构成了群岛海生物圈保护区。这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区网络的一部分，其常住人口为 1,200
人。芬兰只有两个类似的保护区（另一个是卡累
利阿北部的帕特文索保护区）。
群岛海洋国家公园的游客约为80 000人，就业
影响力是80人年。可从卡斯奈宁和罗萨拉-希蒂宁
以及纳乌沃、科尔波、霍乌特斯卡尔和伊尼奥乘
坐小船或木船前往公园。群岛海洋自然中心斯尼
斯姆普卡和群岛中心科尔波斯特姆会对该地区进
行展示和介绍。

自然中心可提供多种景
点选择，包括展览和视
听演示，可以形象地呈
现芬兰的自然环境。
芬兰哈尔蒂亚（Haltia）
自然中心位于埃斯波
(Espoo)，靠近努克西
奥 (Nuuksio) 国家公园，
于 2013 年对游客开放。

在很多国家，观鸟迅速
发展成为一项极受追捧
的自然旅游项目。据评
估，约有 2,500 万欧洲
人有外出观鸟的爱好。

Jari Kos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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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腾海国家公园（75 000游客，26人年）位于
埃乌拉河、古斯塔维、鲁维安、梅里卡尔维安、
波里、皮赫兰塔、莱玛和新城的外岛群上。公园
的 98% 位于水下。公园中有三座灯塔：伊索卡
里、屈尔麦皮赫拉亚和赛皮。位于波里的阿尔基
自然大楼会提供相关信息。
位于凯米、托尔尼奥海岸外的珀拉莫里国家公
园（ 9 000 游客， 2 人年）有四十个岛屿和小岛，
其中大部分位于由浩瀚大海将彼此相隔的各群岛
中。游客可以看到由陆地隆起所造成的不断变化
的海洋环境以及传统的渔业基地和风景。越过芬
瑞边境就到了哈帕兰塔群岛国家公园。

地壳隆起很强烈，新的岛屿在抬升，海湾正变成
湖泊，船道变浅，这些变化甚至发生在短短一代
人的时间内。
到夸克群岛最大的岛屿有桥梁或渡船运输。
夏季会组织商业水路运输。黑岛的麦里大楼、位
于沃余里群岛的米凯利岛自然站、皮埃塔尔岛上
的麦斯凯里自然站和位于瓦萨的泰拉诺瓦会提供
这一世界遗产的相关信息。
位于里埃科撒的鲁纳野营区（85 000游客，45
人年）是国家水资源丰富的野营区之一。里埃科
撒河流经野营区，其六条支流落下高度共计 16
米。可以乘坐急流艇、橡皮艇和独木舟滑下。可
以提供给远足者12个木质小屋和20个出租小屋，
同时也会考虑残疾露营者的需要。
坐落在部分岛屿型岛屿——瓦拉岛的奥鲁湖野
营区（ 40 000 游客， 14 人年），中心是玛纳曼萨
洛岛。林业局露营区会提供导游，这里特别受到
大篷车用户的欢迎。

其他国家公园
芬兰唯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遗产”——
夸克群岛（350 000游客，195人年）位于黑岛、
玛湾、沃余里、瓦萨和科尔斯奈斯区域。有岛屿
6 500个，其最高点海拔仅 20 米。尤其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冰河时期形成的搓板式冰碛地。这里的

岛上生活
芬兰的海岛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堂。
它们都很年轻，并在不断成长、变化。地壳隆起
还在导致新岛屿从海里冒出。在海上诞生的小岛
往往会保持几乎无植被状态约三个世纪，直到它
上升到足够的高度来为一些野草、灯芯草及其他
扎根于石隙中的草本植物提供一个栖息之地。
随着小岛渐渐长高，被海浪冲上岛的海藻遂沉
积在岛的裂缝和洼地。海藻根层的密度增大，以致
根层同水下的堆肥物质相融合。这样就创建了一
块微型草地，上面是开花植物，其中包括海洋小
白菊 (学名：Tripleurospermum maritimum）、韭黄
(学名：Allium schoenoprasum）、黄金万年草 (学
名：Sedum acre）。千屈菜（学名：Lythrumsali
caria）、 黄珍珠菜(学名：Lysimachia vulgaris）、
绣线菊（学名：Filipendula ulmaria ）在潮湿的洼
地茁壮成长。这些洼地也可以变为沼泽。岩高兰(学
名：Empetrum nigrum）、笃斯越桔(学名：Vaccinia
uliginosum）、沼泽委陵菜(学名：Potentilla palustris)
甚至野生黄莓(学名：Rubus chamaemorus）等植物
都可从长满青苔的地上生长起来。在岛上生根的
第一批树是匍匐杜松，之后是花楸和盘根错节的
松树。云杉遍布广阔的洼陷地域。
昆虫是抵达的首批动物界代表，但它们绝非
自发前来，而是被风吹来的。随着可用来栖息、
觅食、繁殖的地方越来越多，昆虫的种类正在增
加。较大的有翅动物也出现得较早—海鸥、水禽
和涉禽对小岛进行高效施肥。岛上鸟类中的大多
数只在夏季才出现。黑雁、白尾海雕和鸬鹚繁殖
种群在这个千禧年显著增加，有些人甚至认为是
过度增长。绒鸭和小黑背鸥反之却因为环境压力
减少。繁殖鸟类中更大的鸟群是途经北极地区
的候鸟，在五月份甚至还能看到飞来的数千只候
鸟。夜晚，在芬兰湾甚至可以聚集十几万只长尾
鸭和黑凫。白颊黑雁和黑雁有时可以达到五位数。
田鼠是首批登岛哺乳动物中的一员，它们有时
可摧毁年轻岛屿上的草木。对许多物种来说，岛

SEppo Keränen

Jari Kos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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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白尾海雕的数量在芬兰急剧
下降。如今，每年新降生的海雕雏鸟近 500 只。
筑巢区不再局限于沿海地区，也在向内陆发展。

屿环境总显恶劣。在岛上难以繁殖；栖息地常被
风暴、冰霜摧毁。需要毅力和运气才能生存。麋
鹿等大型哺乳动物喜欢在有森林的大岛屿（内陆
岛、海岛）消磨时光，有时甚至会吸引熊的注意。
岛屿变得越大，其物种的数目及遗传多样性便
越高。通常，小岛只有约十种维管植物，中等大
的岛可能有五十种，特大型岛有一百多种。
芬兰海岛上的特有物种尚未用足够长的时间进
化，这跟世界各地其他岛屿上的特有物种不同。
我们的岛屿从外海移动到我们内群岛的中央，最
后与大陆相连，新物种的进化速度绝不可与之相
提并论。但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微进化：我们的
海洋岛屿有四十多种维管植物，其特性与其内陆
祖先的特性迥异。
这些亚种的所在地在其学名中显而易见：岛屿
细叶百脉根、海野蒿、波的尼亚湾发草、芬兰湾
剪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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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芬兰
芬兰拥有世界上423 000平方公里的面积。
其中四分之一，约28%为水资源。海域面积
中经济带为84 900平方公里，内陆水域面积
为34 000平方公里。水下芬兰远大于我们13
个最小省份的面积之和。
关于水下芬兰的信息在近几年明显增
加。这主要受水下海洋生物多样性存储系统
（VELMU）的影响。对很多研究者而言，
我国内陆水域的水下世界也变得更为熟悉。

海 盆、山丘、石质 地 、 沙 田
在芬兰湾和群岛海域，从海底的突起和凹陷
频谱特别能看出我们古老岩石的富足。延伸
至海底的萨尔保冰碛岭和断裂带峡谷增加了
底部的变化，数千岛屿从这些镶嵌面涌起。
博腾海古老的岩石被覆盖上了沉积岩，
尤其是在公海区，这些沉积岩铺平了海底。
博腾海的平均深度是60米，最深点高达293
米，位于瑞典。
克瓦尔肯地区的水深通常小于25米。巨
砾冰碛物体覆盖了海底，由于数量过多，
满出了海平面。内陆岛屿上的土壤多于水
体，与外海的水体交换很微弱。

波的尼亚湾沿岸的海水缓慢加深，岛屿
低矮，相距遥远。外部群岛很大程度上是
冰碛、冰砾、卵石和砾石。底部有大量的
沙田，在一些地区一直扩展为成型的岛屿。
海底还会出现老的河床，这是地壳快速上
升的证明。

保持海洋自然的多样性对
水上、水下环境都很重要。
健康的水下生态系统可以
提高其娱乐价值，也为群
岛地区的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

一只藤壶在一辆几年前
沉于武奥萨利 (Vuosaari)
岛海滩水下的自行车上安
了家。这种甲壳类动物在
十九世纪初就落户波罗的
海。如今，这种动物在最
北端主要分布在克瓦尔肯
(Kvarken)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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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的生态系统包括海洋和咸水生物
以及淡水生物。部分物种，如海带、一些
水生植物和紫贻贝构成了关键物种群体，
其他生物群体依赖于该物种群体。一个关
键物种的明显减少可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
已经在茵科群岛西部的芬兰湾等地进行
详细的研究。区域中底部37%是岩石，22%
是冰碛，17%是波罗的海樱蛤。蓝贻贝和藤
壶覆盖了几乎所有表面，达20米深。最低
的区域有海草和团集刚毛藻，泡叶藻只是
少数劣质个体。
水下生物多样性面临很多威胁。富营养
化、有害物质和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都会
产生影响。过度捕捞以及入侵物种会改变
食物网的结构。海滩、港口和风力发电厂
的修建、砂石开采和清淤会造成不可逆的
变化。船运、航海和海上娱乐活动会对海
洋环境增加负担。

湖底早已被探索

Jari Kostet

1856年，在坦佩雷的皮海湖绘制了第一幅
内陆水域的水深图。诗人、地理学家阿罗·
海拉科斯基于1920年公布了关于赛玛湖非
常精确的水深图。但测量工作进展缓慢，
地图水深测量点的选择并不精确。
芬兰有六个湖泊，最大的深度超过80
米。它们是派伊奈湖（95米）、伊纳里湖
（92米）、苏瓦斯维斯湖（86米）、托伊
斯维斯湖和拉明派湖（85米）。根据潜水
员所说，在派伊亚奈的里斯蒂塞尔凯，有
一个小掩体，水深甚至达到了104米。我们
拥有一个百米湖，这可谓是非常好的一件
事情！
海盆底部连续覆盖着泥浆。它由湖泊排
水区流出的物质和湖泊生物残余构成。这
些东西千年来都保持不变。生物剩余物的
累积形成了湖底的历史书，每年的事件都
被写入了微薄的泥层。
对亚麻等植物纤维的浸泡使早期水体富
营养化，但在较大的湖泊中，其影响是不
存在的。关于赛玛湖的记载显示，在1859
年发生了霍余蒂埃伊宁湖泄洪事件。在维
索，还留存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铯
的峰值记录。

Harri Nurminen

Ilkka Lastumäki

多样化、受威胁的 海 洋 环 境

清澈和污浊的水域
在芬兰湖泊和沿海水域已经测量了数十年
视觉深度。它特别取决于水体富含的腐殖
质、粘土物质、藻类数量。视觉深度最深
可达十几米，但2.5米就能说明水体质量非
常好。污浊和含有腐殖质的水体中视觉深
度甚至不足半米。
在波罗的海大部分地区，视觉深度在上
个世纪明显减少。芬兰沿海水域从8–9米降
低到了4–5米。在芬兰湾，这个消极趋势似
乎已经停止，但在博腾海和波的尼亚湾依
旧继续。重要原因很可能是河流带来的负
荷，这从部分上来看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我国的内陆水域被腐殖质变为黄棕色。
高铁含量有时也会使水体变为这种颜色。
湖泊的视觉深度会在不同季节发生变化；
视觉深度一般在藻类最丰富，污泥径流出
现的时期内最小。
芬兰50个最大型的湖泊中三分之二的视
觉深度在1.5–3米之间。超过五米的有伊纳
里湖、基泰的皮海湖、普鲁维斯湖和约奥
湖。某些小湖比这些湖清澈，例如基泰的
瓦尔基阿湖、海伊诺拉的索恩纳宁湖和拉
赛波里的斯米湖。

淡水珍珠蚌，即贻贝
(Margaritifera margari
tifera) 最大可以长到
15 厘米。这是一种极
濒危物种。1955 年成
为芬兰第一个受保护的
无脊椎动物。贻贝寿命
可达 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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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匠人托伊维·
莱赫蒂宁（Toive
Lehtinen）的纺织作品
可以看到库斯塔维岛
(Kustavi) 的全景。沃尔
特·基尔皮 (Volter Kilpi)
文学周在库斯塔维岛举
办，节目包括手工艺
作品、戏剧作品、音乐
会、到陆上及海上短途
游览一下基尔皮笔下的
场景。活动的主要焦点
仍然是以文学为题关注
大自然。

作家之岛
“闪耀的一天，伟大的一天，
闪耀的伟大周日
岛上的那个夏日”
阿霍岛是古基阿四百个岛屿之一，不到一公
顷大小。古基阿最大的岛屿——埃维萨罗，
半公里长，到大陆不到一公里。
岛屿和岛民出现在很多芬兰作家的作品
之中。很多作家还自己住在岛上，或到岛
上度假。即便瓦依诺·林纳并不是岛屿作
家，她还是被岛屿深深吸引，因为她曾写
到：“岛屿位于湖光山色之中，但科尔泰
湖却没有，但我觉得它们让景色变得美艳，
感觉如此惬意。”即便《北极星下》这本书
最重要的景色是沼泽，但湖泊在作品集中出
现了十多次。这个湖泊的灵感就是乌尔亚拉
的科尔泰湖。
埃伊诺·莱诺作为夏季游客，于1914年7
月来到了古吉拉湖。居住在阿霍岛别墅中。
莱诺翻译了但丁的组品，并写作了《生命展
示》——诗集。这里面包括《闪耀之日》这
首诗！此外，还有《阴天》，两个都曾出现
在他的生活中，在阿霍岛，他是为了休息放
松，脱离赫尔辛基忙碌的社会生活。

奥托·玛尼宁，普拉湖诗人
莱米埃伊宁是位于普拉湖水域超过200公顷
的岛屿，地处斯姆皮埃山脉的西南侧。幽深
的海湾深入岛屿内陆，也有池塘和一些岩
石山丘。20世纪10年代，在科塔山附近建
造了奥托·玛尼宁和安妮·斯万的夏日住

作家奥托·玛尼宁(Otto Manninen) 和安妮•斯万 (Anni Swan) 曾在普拉湖
(Puulavesi) 的莱米埃伊宁岛 (Rämiäinen) 上建造自己的避暑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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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玛尼宁出生于坎阿斯涅米的霍卡村，
对他而言，普拉湖就是家乡。
安妮新娘于1905年第一次来到岛上。
“莱米埃伊宁岛，呵呵，多么难听的名字！
但岛屿更为绚烂、迷人，我最爱海滩。”
1905年夏天，出版了玛尼宁第一本诗
集。他字斟句酌，并在末尾大量留白。玛
尼宁最全面的作品是翻译作品，他翻译了
荷马、歌德、莫里哀等人的作品。
埃伊诺·莱诺著名的《夜曲》也与普拉
岛的景色有关，但与莱米埃伊宁岛却不相
关。很多个夏天，莱诺都与玛尼宁一家在
奥拓的阁楼里欢度时光。从阁楼的窗户可
以看到普拉湖。1903年的夏季，可以在夜
曲般的夜晚看到日光。

TuomAS Manninen

我们的海岛和岛上生活在很多文学著作中
都有描述。大部分早期作家因为工作的原
因自己也居住在岛上。这样的作家例如有
埃里斯·赛林，他是西蒂宁的牧师。他的著
作中海洋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活动和勇气的
象征，但日常生活的考验和磨难也会出现。
20世纪70年代，岛屿文学开始显现。也
许是巧合，在那十年当中，岛上的结构变
化非常剧烈。1974年出现了本奈蒂克·子
里阿库的《Utöar》（芬兰语：外部群岛）
问世。内容是乘船环游岛海，讲述居民生
活。书中有汉里克·蒂卡宁的插画。
同年，奥兰岛作家阿尼·布罗姆的著作
《通往风暴岛的路》被翻译为芬兰语。瑞
典语于1968年出版。分为五部的风暴岛系
列书籍出现在19世纪，是对岛屿之女玛伊
亚的描述。
另一个奥兰岛作家——乌拉-莱娜·伦德
博格，于1976年出版了本土报告文学《科
卡儿》。伦德博格的作品取材世界各地，
但他多次重返岛屿题材。2012年，他的作
品《冰》荣获了芬兰蒂亚奖。
国际知名的芬兰岛屿作家是托夫·杨
森。他几乎所有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夏天都
在岛上度过，所以他很熟悉岛屿生活。其
母亲的家族在斯德哥尔摩群岛有别墅，父
亲的家族经常在芬兰湾岛屿上度假。在那
里他在外物的门上描绘了第一个姆明形象。
原因是跟弟弟拉塞之间闹了别扭；图画展示
的是“至丑之物”。

Per Olov Jansson / Moomin Characters

海浪碰岩石 浪 花 一 朵 朵

之后，托夫·杨森特别喜欢去位于波尔
沃前方，地处彭林岛附近的科勒夫哈鲁岛。
我国大部分的海岛作家都用瑞典语写
作。著名特例是沃尔特·基尔皮，他的作
品《阿拉斯塔罗大厅》于1933年出版。这
个用意识流技术书写的作品有900余页，故
事情节仅有6个小时。作品被包括在分为三
部的以古斯塔瓦岛为基础的岛屿系列中，
另外两部是小说集《更小的保持者》和小
说《教堂》。

托夫·杨森(Tove
Jansson)在波尔沃
(Porvoo) 近海佩林基
(Pellinki)的格劳乌哈
如岛 (Klovharu)上度
过了三十多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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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岛 (Åland) 之夏是岛上的文化活动，参加活动的人数接近该地区的居民人数。

岛屿纪录
最大的海岛：奥兰大陆（685 平方公里）

最西边的岛：马凯特岛 (在埃克罗)，位于
19° 08’ 02’’，也是芬兰最西端。

最大的湖中岛：索伊萨洛岛（1,638 平方公里）它
是世上第二大湖中岛，仅次于休伦湖里的马尼图林
岛（2,766 平方公里）。

最东边的岛：威尔玛湖（在伊洛曼齐）内的一座无名
岛，位于 31° 35’ 20’’，也是芬兰最东端。

最大的河中岛： 科克马恩河中的基塔尔岛（18 平
方公里）

最南端的岛：博格斯卡岛(在可卡)，位于
59° 30’ 10’’，也是芬兰最南端。
最北端的岛：诺尔加姆以西特诺河中的一座无名岛，
位于 70° 04’ 06’’、芬兰最北端以南仅 2.5 公里处。
海拔最高的岛：可从海拔超过1千米的高度找到一个
小岛。它位于凯斯瓦尔斯高原，乌尔塔斯河源头溪流
上，高度是海平面以上1025米。
最大的岛上湖：帕尔塔兰岛古尔凯慕斯，面积为583
公顷。古尔凯慕斯有大约20个岛屿，最大的是乌科
岛（12公顷）。
最大的岛上湖中岛：在索伊萨洛岛上的萨麦斯湖中有
一个 76 公顷大的岛屿，但此岛没有湖；在芬兰的岛
上湖中岛上均没有湖泊。
最大的岛上河流： 索伊萨洛岛上的瓦托万河流域面
积为 118 平方公里， 内有 45 个湖泊，这些湖含有约
50 座岛屿。索伊萨洛岛共有 700 多个湖泊，湖上约
有 200 座岛屿。
相对高度最高的岛屿： 伊纳里湖中最大岛屿麦拉提
岛的最高峰——乌奥里阿伊宁，比湖面高 134 米。
皮耶利斯湖中最大的岛屿帕拉斯马岛，要比这矮五
米，而派延奈湖中的尤丁萨洛岛则比它矮了九米。
奥兰大陆的最高点 — 奥达尔斯克林特岛 ，海拔为
129 米，是芬兰第三高的岛。

Eeo J. Laamanen / Vastavalo

Pekka Väisänen / The Finnish Lighthouse Society

马凯特(Märket)岛是奥
兰海北部因灯塔而闻名
的礁岛。礁岛经测定约
为350米乘150米，由
芬兰与瑞典的边界一分
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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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最多的岛屿：奥兰大陆有 21,600 位居民。接下
来的两座岛屿在赫尔辛基市区：拥有 19,600 位居民
的劳塔岛和拉加沙罗拥有 16,500 位居民的拉加沙罗
岛。索伊萨洛岛有约 10,400 人，比位于科特卡城中
心科特卡岛上的人稍多。
人口最多但无永久性道路连通的岛屿：争夺奥兰大
陆之外人口第一的竞赛结果相当接近 —海卢奥托：
986 人；斯托兰德特（位于纳古）：866 人；
芬兰堡：753 人。

Harri nurminen

最大的无人岛： 伊纳里湖中的麦拉提岛，
面积为 21 平方公里。

萨沃林纳 (Savonlinna)
周围的峡湾是大塞马
湖区水流速度最快的
水域。十五世纪建造奥
维拉城堡 (Olavinlinna)
的人对此是了如指掌。
城堡防守容易，即使在
冬季，由于四周水域不
会完全结冰，也是易守
难攻。

波罗的海上最高的岛屿——姆亚尔托，高236
米，位于瑞典霍卡古斯泰尼地区。洛乌纳特科尔凯
阿大岛高176米。
岛屿最多的湖泊：如果塞马湖被看作一条湖，那么
它拥有 17,216 座岛屿。伊纳里湖中有 3,318 座岛
屿，派延奈湖则拥有 1,886 座。但世界上岛屿最多
的湖并不是塞马湖。美国、加拿大边境上的伍兹湖
有 14,742 座岛屿。瑞典最大的湖泊维纳恩湖则含有
12,285 座岛屿。

Antero Järvinen

在拉普兰的凯斯维斯 (Käsivarsi) 自然保护区可以找到
芬兰所有的“高山湖泊”。里玛湖 (Riimmajärvi) 海拔
677 米。富有传奇色彩的 "Urtashotelli" 荒野小屋就坐
落于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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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i Kostet

伊纳里湖 (Inari) 是芬兰第三大湖泊（伊纳里萨米语称Aanaarjävri)。湖的表面积
为1,084平方公里，涵盖3,318 座小岛。湖中有丰富的鲑鱼，包括大马哈鱼、
鳟鱼、北极红点鲑、湖鳟、欧白鲑、白鲑和欧洲茴鱼。如今，绝大多数鱼都是
人工养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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