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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仿佛具有
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歌手、
舞蹈家、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
由于卡斯特罗政府
一直积极促进文化发展，
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古巴艺术家们加入了
国际艺术品市场，
所以哈瓦那的艺术舞台极其活跃，
搞艺术成为一种体面的、
国际化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在古巴，
艺术家们赚的钱要比
外科医生多很多。

Life is Short
      Art is Long

 Mark Luscombe-Whyte   Lydia Bell

1.艺术家费尔南德斯和他
的作品。2.以女性为主题的
一组艺术作品。3.厄朵尔多
刚刚完成一幅油画作品。 
4.切·格瓦拉作为古巴的符
号随处可见。5.古巴也许让
人感觉是个闭塞的国家，但
实际并非如此，艺术家们十
分乐于创作现代派的艺术
作品。6.一批年轻的女性艺
术家，她们的作品都具有强
烈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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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曲折的El Malecon De La 

Habana是哈瓦那著名的海滨大

道，也是这座最具有文化和休闲

氛围的加勒比城市的精神家园。第

一次来哈瓦那的人如果希望透过肮

脏的外表体验城市精神，最好从这

条路开始自己的旅程。在这里，一辆

辆凯迪拉克和别克汽车呼啸而过，

从迈阿密涌来的海浪拍打着路基，

强悍的立体声音响中播放着优美的

Salsa舞曲或雷鬼乐。纤瘦的海滩男孩们从岩石上翻

着跟头跃入海浪。恋人、朋友、吉他手、慢跑者和游客

在防波堤上来来往往，快餐小贩行走在他们中间，出

售爆米花、炒面和烤花生。

几条真正的街道出现了。加勒比的雨水淤积在

西班牙式美丽街道的洼处，明眸善睐的姑娘们聚在

街角，一边谈论着日常八卦，一边享受热带的海风与

和煦的阳光。孩子们在一堆捆扎在一起的胶合板上

奔跑，男人们则在殖民时期住宅外面的桌上玩着用

硬纸板做的多米诺骨牌。这些住宅的结构极美，却因

为长时间的荒废以及热带咸咸的雨水而变得满目疮

痍；但破败的氛围依旧十分浪漫。潮湿的街区一刻不

得安宁，各种声音充斥其中：有人因为门铃坏了，向

三层高的楼上呼朋唤友；小贩们一边走一边叫卖自

家做的美食，老太太们会从楼上垂下一个篮子来买

东西；小伙子们对着路过的靓妞吹口哨，朋友之间不

停地大笑，音量能盖过电视和音响。这座沧桑而美丽

的城市中总是充满了温馨的快乐和趣味。

革命胜利55年之后，古巴开始一点点趋向经济

上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古巴政府第一次试图

通过鼓励私营经济来弥补公有制经济的萧条。一时

间，从移动货摊到美甲店，从建筑承包公司到咖啡

馆，各种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古巴遍地开花。从

前，很多业务只能在黑市上开展，如今它们终于走到

了阳光下，可以正大光明地纳税了。在餐饮业，新生

的私营餐厅层出不穷，大厨们带着从海外挣的钱来

此投资，其中的优异者不再理会传统餐饮业的那些

陈腐规则，开始制作各自梦寐以求却一直未能实现

的创意美食。住房市场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实现了

合法化。古巴人终于可以买卖房屋了（目前还未对国

外开放）。于是，在奥巴马放松了对美籍古巴人向家

乡的汇款限制后，每年都有数十亿美元投向古巴，其

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旅游业也在准备大展宏图。多年来，古巴人与境

外投资者（越南、加拿大、西班牙等）共同规划了 15

家高尔夫度假酒店，但迄今为止，只有一家与古巴酒

店集团Palmares合资的酒店开业。它就是巴拉德罗

（Varadero）的Carbonera Club酒店，其英国母公司

Esencia Group 七年来一直在古巴经营旅游和进出

口贸易。这座占地170公顷、耗资3.5亿美元的酒店汇

聚了伦敦的Conran & Partners和西班牙的Rafael de 

la Hoz等世界上最尖端设计公司的智慧，它将是古

巴自 1959 年革命以来建造的第一座现代豪华度假

村。其中有超过一百五十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别墅和

670间公寓、一座以传奇冠军“托尼 · 杰克林”（Tony 

Jacklin）命名的高尔夫球场兼学院（也是古巴革命后

的首创）、一座由GHM经营的Spa酒店，以及一家游

艇俱乐部。更重要的是，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长期

租赁——这是古巴自1959年以来首次有非古巴籍人

投资地产。

混乱的哈瓦那老城不是个安静的地方，不过林

德里斯 · 迪亚兹（Leandris Diaz）和她丈夫的小客栈

Suite Havana经过翻修后，现在却可以在这片混乱

中为住客提供两间安静的客房，客栈配有大理石楼

梯、高高的天花板、五个阳台、巨大的木窗，以及一

大片屋顶露台。古巴顶级艺术家林飞龙（Wilfredo 

Lam）、胡里奥 · 西罗纳（Julio Girona）、泽达 · 德尔里

奥（Zaida del Rio）、乔科（Choco）、弗拉维奥 · 加西

安迪亚（Flavio Garciandia）以及新兴摄影师们的作

品挂满了墙壁。

你得有一点冒险精神，乘坐摇摇晃晃的电梯，才

能前往肯德拉 · 阿什顿（Kendra Ashton）的哈瓦那公

寓，虽然门前看上去乱糟糟的，不过一旦进了门，就

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肯德拉和她的英国建筑师

丈夫乔纳森（Jonathan）帮助这个光彩照人的三居室

公寓恢复了原先的荣光，从客厅中还能欣赏到海景。

公寓所在的建筑曾经是由Hotel Nacional de Cuba的

老板、建筑师及其团队共同修建的。在20世纪30年

哈瓦那老城看上去无比
沧桑，但远处少许高楼的
出现昭示着古巴正缓慢
地走向开放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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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这里是黑帮聚集之地，比如传奇黑老大艾尔 · 卡

彭（Al Capone）既是Nacional酒店的常客，也经常造

访此地，因此房屋结构是当时最优秀的。阿什顿夫妇

把美丽的古巴地砖磨得锃亮，将檐口和百叶窗装扮

得灵动活泼，在房内安装了21世纪的浴室，并配备了

新老两种风格的家具。公寓离世界著名的“音乐之家”

（Casa de la Musica）只有一个街区，与哈瓦那最有名

的餐厅La Guarida在同一条街上，碧昂斯和Jay Z高调

来访哈瓦那时，也曾居住于此。

在著名的Hotel Nacional附近，20 世纪 50 年

代公寓的Artedel就位于一栋公寓楼的顶层。主人

伊达尔戈 · 马丁内斯（Ydalgo Martinez）将Artedel

公寓维持在最佳状态。它最近又买下了米拉马尔区

（Miramar）的一套三居室公寓，并将其改造得更好，这

套公寓有绿树成荫的花园、当代艺术品以及翻修过的

古董家具，即将营业。

尽管下一期“双年展”莫名其妙地延迟到了2015

年，而且从此变更为“三年展”，不过这都没关系，因

为你可以根据兴趣，自己去拜访哈瓦那最优秀的艺

术家（在他们的工作室兼住所中）、收藏家、画廊（国

有的和民间的）以及艺术团体。苏泽特 · 马丁内斯

（Susette Martinez）会教你如何在卡夫卡小说般魔幻

的古巴艺术鉴赏中根据自己的品味找到最适合你的

艺术品。如果你不打算购买艺术品，她还能带你去参

观美轮美奂的艺术宝藏，从殖民时代的艺术起源到

当下的瑰宝，都会带你给美的享受。

玛利亚 · 西恩富戈斯（Maria Cienfuegos）的女性

艺术团体位于现代建筑家玛利亚 · 罗马那都（Maria 

Romañadu）建造的一栋公寓楼的底层。那里曾经是

她的家，为了能够继续艺术理想，她的家庭贡献出了

自己的住所。哈瓦那缺少正规的商业场所，用公寓改

造的解决方案十分常见。

这栋公寓楼建于 1957 年，是罗马那都为中产阶

层设计的第一座住宅，最初其实是为富人设计的。楼

中大量采用地毯、木板和钢架玻璃装饰，非常怀旧，厚

重的大门、造型丰富的外墙以及高低错落的房间布

局，让它既成为了一座地标建筑，又富有趣味，适合陈

列艺术品。西恩富戈斯说：“我所创立的团体在部分

程度上使得罗马那都的这栋公寓楼具有了建筑和艺

术之间的共通性。”该团体于四年前开始筹划；现在

已向访客开放。所有五位艺术家都是女性，她们并不

需要时刻待在这里。团体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女性智

慧和集体思维。“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总能变得

强大。”西恩富戈斯说。她喜欢在一个集体中工作，被

各种各样活跃的想法交叉感染——又好像在抵抗艺

术家与生俱来的孤独感。

西恩富戈斯的生物学学院背景在她的摄影作品

中处处可见；哈瓦那大学（University of Havana）收

藏的一幅由她创作的招贴详细记录了19世纪的捕鱼

场景；在另一件表现“遗忘”的作品中，一些古巴历

史纪念碑已然荒废，正在被自然吞没，“远处，有些小

纪念碑，我甚至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而建”。另外，她还

拍摄古巴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件——生日、洗礼；家

里一代又一代的妇女；社会历史和环境变迁在普通

人生活中的反射。“古巴人喜欢被拍摄。”她说。

Bolsteringthe系 列 是 伊 丽 莎 白 · 塞 尔 维 诺

（Elisabeth Servino）的一组抽象作品，这位艺术家

的创作始自冥思，然后通过表演艺术和摄影来捕捉

静谥的时刻；达利亚 · 冈萨雷斯（Daria Goncalez）

创作的花卉细密画看上去就像是被剖开的孕妇和

胎儿；阿德里亚娜 · 阿隆（Adriana Arron）的雕塑

仿佛飞溅的鲜血或坠落的水流；莉珊德拉 · 拉米雷

斯（Lisandra Ramires）的雕塑则是给日本的招财猫

安上了翅膀。

道格拉斯 ·佩雷斯（Douglas Peres）是哈瓦那最

有趣的男性艺术家之一，他那殖民时期的住宅位于

贝达多区（Vedado），雅致的工作室与住宅紧紧相

连。道格拉斯崇尚表现古巴社会与传统之间冲突的

艺术。道格拉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学业——彼

时的“特殊时期”（随着苏联解体及其金融援助的

中断，古巴经济几近崩溃）使得古巴年轻一代艺术

家们扬弃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抒情表达，转向一种

更富有侵略性、更全球化的艺术，道格拉斯对现实

哈瓦那的艺术生态如同一片野生的草地，
长势凶猛，生机四溢。天才很多，
说不定也有疯子，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
都很优秀，是还没被媚俗侵蚀的状态。

1.La Guarida餐厅内的楼梯
让人误以为进了博物馆。2.身
着盛装的舞者。3.El Madrigal
酒吧内部的装饰如同艺廊。
4.乘坐或驾驶老爷车游览哈瓦
那是不可错过的必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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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采取批判的态度，挑战社会主义价值，并从历

史的角度深入探讨民族在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出路。

他那低俗、混乱的人类学艺术摧毁了人们既有的历

史和知识，试图揭示并抵制那些以古巴文化为名对

任何殖民主义历史的褒奖。因此，他被认为是古巴

“新历史主义”艺术运动的重要成员。在作品《我们

都是猴子》  （Somos Todos Macados）中，他在漂亮

的背景上设置了一只穿殖民时期服装的猴子，以此

来表现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歧视。还有一件作品详细

描绘了甘蔗园的场景，这幅画忠实再现了《洛斯因

赫尼奥斯山谷志》  （El Libro de los Ingenios）中一

张 1855 年的版画。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探讨古巴是

一种种植园文化的产物；革命只是这种文化现实的

表面，它什么也没有改变。

“古巴的音乐可以在奴隶制的历史中找到根源，

它就像古巴黑人的宗教信仰一样扑朔迷离。种族主

义至今生长在古巴，我的艺术就以此为素材，从而唤

起人们的联想。”在荒废了二十几年的老工厂车间

Estudio Alcazar（门前有一家药店），双人艺术团队

威廉 ·佩雷斯（William Perez）和玛丽斯 ·富戈（Marlys 

Fuego）以象征性的租金签订了 99 年的租约，并把

这个巨大的厂房改造成了一间朝气蓬勃的工作室兼

画廊。这真是一件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因为在哈瓦

那，大部分人只能和政府签订三到四年的租房协议，

居住总是得不到保障。威廉擅长雕塑与绘画之间的

跨界艺术，如他在背光树脂玻璃上画的细密画；玛丽

斯则是通过自画像来传达女性主义的艺术观念。工

作室中央有一头巨大的金属犀牛雕塑，这件作品取

材于威廉小时候看过的一本苏联儿童书，讲的是一

个小男孩和一头犀牛之间的友谊。

莉齐 · 阿尔维索（Lidzie Alviso）的家是一栋漂

亮的20世纪50年代郊区住宅，位于高尚街区米拉马

尔。莉齐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女性气息，以此来抵抗

社会感性层面对女人的排斥。她的代表作由2002张

其创作的伊曼系列（用松针堆成的女性造型）图片组

成，用以表达女人身上那种难以置信的焦虑和紧张。

“我用松针来创作，因为这会让我想起祖母以及她所

织的花布。”她说，“我把松针固定住，然后它们就一

点点地成型了。”

何塞-曼努埃尔 ·福尔（Jose Manuel Fors）是迈阿

密Pan American Art Projects画廊旗下的艺术家，他

住在米拉马尔区一处安静的弧形住宅中，他拍摄一

些当地老住户，然后再翻拍并重新拼接，做成装置、

绘画和招贴。他还有一个用各种小物件拼成的装置，

就是花了一个小时去哈瓦那东郊的住宅区阿拉玛

（Alamar）的垃圾箱里收集的。

如今，哈瓦那最具人气的地方（夜生活和艺术方

面）是Fabrica del Arte Cubano（FAC），这是哈瓦那

唯一由艺术家经营的场所，也是唯一一个多媒介的

艺术聚集地。任何涉及创造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进

行，从时装秀和艺术展，到戏剧、舞蹈、平面设计工作

室，应有尽有。这里绝对是哈瓦那最成功的夜生活场

所：每晚，人们都会在此排起长长的队伍。

这栋建筑曾是一座为有轨电车供电的变电站，

1950年，变电站关闭后成了一个仓库。旁边的尖顶工

业建筑El Cocinero中有目前哈瓦那最具人气的餐厅

和酒吧。FAC由古巴文化部和以艺术家为主的个人

共同创办，后者为古巴收入最高的群体。其中的代表

人物有英俊的音乐家X · 阿方索（X Alfonso），它是

Interactivo乐队的传人。

在顶楼，你能看到一些古巴昔日的摄影名作，其

中的作者有克里斯蒂娜 · 迪亚兹（Christina Diaz， 摄

影师）和内尔森 · 多明格斯（Nelson Dominguez，一

位崇尚艺术的古巴名人，也是摄影团队Nelson & 

Liudmila的成员之一，他创作了许多浪漫的作品）。

他们最有名的一系列作品是将哈瓦那“革命广场” 

（Plaza del Revolucion）上标志性的纪念塔叠加到

欧洲大师作品以及自然风光的图片上。在俄国 18 世

纪浪漫主义画家埃瓦索夫斯基（Aivasovski）笔下

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方，这座纪念塔出现了，探讨

着革命与大海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作品中，这座纪

念塔隐晦地出现在欧洲文化或与之有关的标志性

场景中。他们还有一些街景作品，采用了多层拼贴，

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城市图景与现在的情景叠加在

古巴的音乐可以在奴隶制的历史中找到根源，
它就像古巴黑人的宗教信仰一样扑朔迷离。
种族主义至今生长在古巴，我的艺术就以此

为素材，从而唤起人们的联想。

目的地
Destinations

Casa Miglis餐厅的酒吧
里到处都是椅子，但不保
证每一把都可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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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并充满担忧地想象未来的哈瓦那街头可能会

充斥着Zara、Bacardi和Apple的专卖店。

在古巴经济改革前，这里的食物乏善可陈。古巴

美食混合了西班牙、非洲和美洲多重风格，在苏联解

体、经济援助终止后，古巴餐饮也因此成了牺牲品，

而美国的禁运政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近乎毁灭的

打击（至今仍在延续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特

殊时期”，古巴人只能靠大米和豆类为食，从那时开

始，私营餐厅一点一点取得了合法地位，很多漂亮

的小餐厅涌现出来，如仿佛电影场景般美丽的La 

Guarida，不过大部分餐厅只能供应一些毫无特色的

家常菜：烤鸡、猪肉或鱼，再配上米饭、豆子和色拉。

古巴餐饮曾经受过很多不合理的规定，比如每家餐

厅最多只能有十几个餐座，税非常高，所有工作人员

都必须已婚。

不过，去年颁布的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政府向翘首企盼的餐厅、咖啡馆和面包店老板

们颁发了几百张经营许可证，他们很快开启了新鲜、独

特的古巴美食宝库，将哈瓦那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米歇尔 · 米格里斯（Michel Miglis）的Casa Miglis

是古巴革命以来第一家供应北欧美食的餐厅，在其所

处的那个贫穷的工人阶层街区，这家餐厅中优雅、简

洁的瑞典风格装饰显得格外醒目。让米歇尔兴奋的是

“古巴政府具有强烈的意愿要帮助私营餐厅业主取得

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信息”。如果

在欧洲，米格里斯的餐厅不会有什么稀奇。但在哈瓦

那市中心破旧的街道上，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餐厅老板们面对的最严峻挑战是食材供给。由

于禁运，古巴人无法在国际市场公开买到食品，加之

农业的集体化和低投入，自身产能很低，因此供货链

经常中断。等你了解了这些，你就会意识到它们是餐

厅老板们无法克服的难题。在古巴，很多菜单都不是

印完就确定的；人们需要每天手写更改，时不时就得

整个换掉。

目的地
Destinations

2

3

政府向翘首企盼的餐厅、咖啡馆和
面包店老板们颁发了几百张经营许可证，
他们很快开启了新鲜、独特的古巴美食宝库，
将哈瓦那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1.哈瓦那的棒球少年们。
2.Bohemia酒吧的游
廊被装饰得像是教堂。 
3.渔夫抱着他刚刚捕获
的大鱼，虽然看起来有些
像标本。

1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酒吧的境遇也越来越好

了，正在恢复从前的荣光。去年，大名鼎鼎的Sloppy 

Joe's酒吧完成翻新并重新开业了，它曾在美国政府

禁酒期间非常兴盛。在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这家

酒吧吸引着大量美国名人和普通游客，但自从 1959

年革命之后，酒吧的生意就不行了，顾客们在一夜

之间便人去楼空。最后，这里无人问津，在其后的 48

年中，酒吧还在，长长的桃花心木吧台依然立着，墙

上仍旧挂着美国名人的照片。现在，人们极力恢复

了它当初的风貌，就连街上的招牌也一模一样。酒

吧供应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鸡尾酒、古巴朗姆酒、雪

茄，以及大量当地小吃，如多种美式汉堡和三明治

（包括原汁原味的牛肉酱三明治）。

Esencia Experiences是一家为顾客度身定制古

巴高端旅游方案的公司，它提供美食主题游，让人迅

速领略哈瓦那精彩的美食传奇。主题游中的秘密武

器是塔妮娅 · 布瓦达（Tanja Buwalda），一位热情的爱

尔兰古巴迷，她从事美食自媒体写作，拥有自己的古

巴美食博客。布瓦达在科克（Cork）经营一家亚洲风

味餐厅，她说自己从古巴人的美食技法中学到了很

多，即要慢慢来。“我学会了用高压锅，学会了提前一

天泡豆子，然后在第二天用它们炖汤或炒菜。我学会

了花很长时间腌肉，耐心地等待成功。我对每一丁点

食材都会充分利用。我每天去市场买当天的食材，或

者回收剩余的食材。这里的烹饪就是生活的投射。而

我的生活也和烹饪一样，逐渐慢了下来”。布瓦达的经

验可不是一般的导游能提供的：在乡间花一天时间

骑哈雷摩托车游览小农场，和农民一起午餐，然后通

过街边小吃探寻哈瓦那的风采。她还会带你去哈瓦

那的菜园和菜市场参观，在那里，你会看到篮球那么

大的木瓜，还有大木薯、橙子、番茄、青椒、各种干豆、

大蒜、绿豆、莴笋和山葵。

美食、美酒，还有艺术，在哈瓦那街头漫步总能让

人感受到无比愉悦。世界级物质遗产，哈瓦那老城区

吸金能力超强，这里的街道狭窄而隐秘，小巧的街心

广场浪漫迷人。自从街道和建筑开始被修复后，数百

万游客又纷沓而来，在由艺术家们组成的特殊团队

的帮助下，它从一片年久失修的破败之地，转变为焕

发着光彩的新生之所，也许还将在未来闪耀出更炫

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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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Suite Havana 位于世界级物

质遗产地哈瓦那老城区。这套两

居室公寓拥有大理石楼梯、高高

的天花板、五个阳台、大木窗、

单色厨房，以及诸多艺术品。

Casa Concordia 哈瓦那市中

心喧闹街道上方的一处世外桃

源。公寓拥有高高的天花板，从

公寓中还能欣赏城市与大海的

风景。它与哈瓦那最著名的餐厅

La Guarida在同一条街上，碧昂

斯和杰斯都曾居住于此，离著名

的“音乐之家”只有一个街区。

Artedel Luxury Penthouse
位于一栋公寓楼的顶层，离著

名的Hotel Nacional很近。公

寓风格典雅，主人善于体会旅

行者们的需求，可以为客人

安排接送、舞蹈课、翻译、按

摩、洗衣等各项服务。均可通

过Escencia Experiences公
司 （  esenciaexperience.
com）预订。

艺术&文化
“双年展”延迟到2015年。没关

系。你可以根据兴趣，与古巴艺

术达人苏泽特·马丁内斯一同

去看展览，他会教你如何玩转

如卡夫卡小说般魔幻的古巴艺

术鉴赏界，并带你找到最优秀

的艺术家、画廊和收藏家。可通

过  esenciaexperiences.
com预订。

运动
古巴人热衷于垒球、拳击、排球

和篮球。想看拳击的话，Sala 
Polivalent Kid Chocolate
拳击场的比赛非常让人振

奋。想看篮球和排球则可去

Sala Polivalente Ramón 
Fonst体育馆，观赏哈瓦那

“Los Capitalinos”队的比赛。

垒球比赛基本上在Estadio 
Latinamericano体育场举

行 （赛季从11月至次年5月）：

哈瓦那的“Los Azules”（蓝

色）队是联赛领头羊。Club 
Havana是外国侨民聚集的地

方，有游泳池、水上运动馆、网

球场、体育馆、两家餐厅以及一

些精品店。

海滩
可乘一个半小时出租车去Las 
Playas del Este海滩，需请司

机把你带到Hotel Tropicoco旁
边。这里的城镇叫做滨海圣玛

丽亚 （Santa Maria del Mar）：
此地有充满乡村风情的酒馆，还

有可供全家人玩乐的海滩。你

可以伴着海滩乐队的音乐声跳

舞，还可以用吸管喝椰子壳里盛

的朗姆酒。

音乐&舞蹈
革命前的奢靡依旧在露天舞

场Tropicana得到了保留，自

1939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民间

卡巴莱舞的秀场。晚间表演从

22点开始，全年无休，仅仅演出

的规模以及宏伟的室外布景就

会给游客带去最正宗的体验。

J.F. 肯尼迪、马龙·白兰度以及

海明威都曾来访过这里。（  
cabaret-tropicana.com）

 星期六是去El Palenque的
日子，那里是世界级舞蹈团古

巴国家民俗舞蹈团 （Conjunto 
Folklórico Nacional de 
Cuba）的表演地，参加表演的

人有舞蹈团成员，也有来访的艺

术家。舞场的氛围非同凡响，观

众中既有当地人，也有游客。美

丽的剧院Gran Teatro由于翻

修工作长时间关闭了，但这并不

能阻止你去欣赏古巴芭蕾舞表

演。古巴的芭蕾之所以深受人

们喜爱，是因为其中既有古典

的韵律又有加勒比的热情。现

在，芭蕾舞团转到了革命广场

上的Teatro Nacional表演。有

兴趣的人还可去国家芭蕾舞学

校 （Escuela Nacional de 
Ballet）参观青少年训练，这所

学校位于哈瓦那老城区，是一栋

装饰精美的乳白色柱廊建筑。

（  balletcuba.cult.cu）
市中心的 “音乐之家”是欣赏

Egrem （古巴最大的唱片公司）

旗下Salsa舞曲乐队 （如Los 
Van Van乐队）表演的最佳场

地。每天你都可能幸运地碰到

Los Van Van或NG Banda
这样的大牌乐队演出。“音乐之

家”在米拉马尔区的场地位于

一栋整洁的装饰艺术风别墅中，

哈瓦那旅行指南

它由爵士钢琴家丘乔·巴尔德

斯 （Chucho Valdés）于20世

纪40年代创办。

饮食
在廉价集市中，小食铺随处可

见。而在渔船停靠的杰玛尼塔

斯区 （Jaimanitas）海边，有一

些渔民的简陋小食摊，Santi's 
（  240A 3ra. C, Jaimanitas）
是哈瓦那最让人惊喜的寿司店：

人们在这里能品尝到新鲜美味

的刺身、饭卷和寿司。

老城区的El Chancullero 
（  Calle Teniente Rey 457; 

 53-7-8728227）是一家西

班牙式的小酒馆，店中使用的是

手写菜单，墙上布满涂鸦，嘻哈

少年和强劲的欧洲音乐充斥在

酒馆中。

Casa miglis餐厅 （  Lealtad 
120;  53-7-8641486；  
casamiglis.com）是古巴革命

以来第一家北欧美食餐厅。菜

单上可见罕见的食材，如“产自

瑞典森林深处的越橘”。

El Cocinero （  Calle 26；  
elcocinerohabana.com）是

一家酒吧餐厅，该餐厅由贝达

多区的一家榨油厂改造而成，

内有旋转楼梯通往老塔楼顶

部。老工厂的顶层非常宽敞，露

天酒吧上方支着天蓬，很多人

来此喝酒跳舞。

用烛光照明的La Guarida
餐厅 （  Calle Concordia 
418;  53-7-8637351；  
laguarida.com）位于平民区

一栋残破的美丽建筑的二楼，

它是哈瓦那餐饮界的权威。这

栋建筑曾经出现在著名古巴电

影 《草莓与巧克力》（Fresa y 
Chocolate）中。店中的顾客

皆为时尚一族和游客模样的

人，美食创造性地融合了古巴

新式厨艺和欧洲风格 （酸橘汁

腌鱼、番茄冻汤、用热带酱料

精心烹制的海鲜），另提供比大

部分古巴餐厅好得多的葡萄

酒 （产地为西班牙、法国、意大

利、智利）。

Café madrigal （  Calle 
17 #809 altos, e/2 y 4, 
Vedado;  53-7-8312433）

开在电影人拉斐尔·罗萨莱斯

（Rafael Rosales）的家中，电

影道具和海报向人们展示着这

家酒吧的艺术血统。

Bar Bohemia （  Calle 21, 
#1065）位于一栋浪漫迷人的

建筑中，四周围绕着棕榈园，建

筑配有蜂蜜色的柱廊和拱门，

这里还是哈瓦那大部分私人酒

吧的发源地。

目的地
Destinations

1 2

3

1.当地女孩的笑容和
当地的阳光一样灿烂。  
2.老爷车的存在让哈
瓦那有一种难以言说
的旧日风情。3.沙滩是
哈瓦那日常生活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