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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夏宫的喷泉宏伟壮观，你知道吗——

彼得夏宫被称作北方凡尔赛，并不仅
仅是因为作为行宫的地位与凡尔赛相同，更

重要的是夏宫和凡尔赛一样，花园中有数不尽的喷
泉，形成了一种巴洛克式的华美。
本次成博的彼得夏宫展，虽然并不能将这些喷泉从圣彼得

堡搬到天府广场，但成都博物馆还是喷制了许多彼得夏宫的高
颜值喷泉喷画，再现了彼得夏宫那些宏伟壮观的喷泉。

彼得夏宫的喷泉基本上位于下花园，也是游客们最爱的场所，
共有200多个喷泉2000多个喷水柱，而且这里的喷泉都是无动力
喷泉，利用地面的高低落差形成压力自动喷水。

那么，我们就来八一八喷泉的故事。

喷泉的起源
为城市提供饮用水

喷泉，指由地下喷射出地面的
泉水；特指人工喷水设备。喷泉是
一种将水或其他液体经过一定压
力通过喷头喷洒出来具有特定形
状的组合体。

虽然如今的大多数喷泉都是
园林景观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喷
泉一开始并不是仅仅作为装饰作
用的，它承载的更重要作用是为城
市提供洁净的、可以流动的饮用水
以及生活用水。

古巴比伦人就已经学会在城
市中建造石头泉池来积蓄和储存
珍贵的饮用水了。目前已经发现
的关于喷泉的遗迹和文物中，最早
的一件是距今 4000 年前苏美尔人
留下的。它发现于古代苏美尔人
的城市，现伊拉克地区的拉格什，
是一个刻有精巧花纹的石质泉池。

古代亚速人在先叙利亚境内的
河湾处建造了许多泉池，用坚硬的
岩石雕刻而成，每个水盆之间用小
水渠连接，最终汇入河流。其中，最
低洼处的一个泉池上刻有两只狮子
的浮雕作为装饰，活灵活现，证明了
这些泉池是当时古代人有意修建
的。这些泉池有高有低，几乎都是
采用重力的原理造成了泉水在泉池
中流淌，因此并不像是后来那些喷
泉，能够喷出高达数米的水柱。

古代埃及人有着一套精巧的
系统，可以将水从尼罗河中汲出，
用来引用和灌溉，这种手法后来被
古代阿拉伯人学会了，也为阿拉伯
世界的喷泉提供了动力。

但是埃及人虽然对于水的运用很
纯熟，但是却没有关于喷泉的记载。

古代希腊人的喷泉算是早期
喷泉中比较成熟的了，由于当时的
技术限制，喷泉主要是通过落差来
进行喷射，因此古希腊人首先开创
了使用水渠进行引水。根据历史
学家的调查研究，在雅典、科林斯
等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城市都有喷
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 世
纪。水渠在城市用水的规划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水渠的起点是
一处自然的泉眼或者是河流，而终
点就是喷泉。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统治者庇
西特拉图在雅典主市集的广场上建
造了一处喷泉屋，这个喷泉共有9个
泉眼，为当地的居民提供饮用水。

古希腊的喷泉一般是用石头或
者是大理石建造的，干净的泉水从
铜制的管子里流过，最终在喷泉的
终端流出，这些终端一般是一个雕
刻的面具，通常来说是狮子，或者是
其他一些四足动物的嘴部。这些喷
泉几乎全部都是利用简单的虹吸原
理以及重力原理来进行工作的。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
关系，但是好大喜功的罗
马人往往会做得更加透彻
和极致。比如说，古希腊
的建筑虽然看上去宏伟壮
观，但在罗马，建筑是只有
更大没有最大。

希腊人用水渠引水为
城市喷泉做了一个范例，
而罗马人则将城市喷泉发
展到了一个高度，再加上
后期文艺复兴时期广修喷
泉，让罗马成为了一座不
折不扣的“泉城”。

在罗马帝国的其他省
份，也有很多古罗马水渠遗
迹至今留存，比如说法国的
韦松拉罗迈讷和格拉农城，
西班牙的塞戈维亚等等。

罗马城是倚靠着台伯
河修建的，以台伯河的水
量来说，能够维持一座50
万人口的大型城市生活需
要。但由于古罗马的排水
渠直接连接了台伯河的河
道，因此饮用水水源时常会
受到污染，于是古罗马人大
规模修建水渠，从山上的河
流和湖泊中引水到罗马，为
城市提供饮用水和日常用
水。与古希腊人不同的
是，古罗马人使用的引水
管并不是铜制的管道，而
是铅管，因此也有一种说
法是罗马城毁于铅中毒。

罗马的所有大型喷泉
都连接了两条水渠，以防
其中一条关闭造成喷泉无
法正常使用。因此各种大
型的水道也让罗马产生了
一种职业——水道保佐
人，专门负责罗马水渠的

畅通以及水源的干净卫
生。不列颠总督弗罗伦蒂
努斯曾经被任命过罗马的
水道保佐人，公元 98 年，
他曾经写到“罗马共有 9
大水渠，39座大型纪念碑
式喷泉，以及 591 座公共
饮水处，这还不包括在贵
族宫殿、私人别墅中的喷
泉和水池数量。”

近年来，随着庞贝城
的发掘和附件，在一些富
有人家的遗址里发掘出了
不少私家喷泉。这些喷泉
通常被建造于天井之中，
水源仍旧是城市的公共水
源，不过，一旦遇到缺水的
情况，这些富人家的私家
喷泉的水源立刻会被切
断，以确保公民们能够公
平的使用水源。

罗马市郊的蒂沃利有
古罗马哈德良皇帝的别
墅，那里有一个大型的戏
水池，池子里修建了喷
泉。实际上，在哈德良别
墅中，有 30 个单嘴喷泉、
12个莲花喷泉、10个蓄水
池、6 个大浴场、6 个水帘
洞。这里的用水并非出自
蒂沃利附近，而是从远处
地势偏高的阿尼奥河上游
接引来的，借助于一条专
给罗马供水的渠道，再通
过一个由水塔和分支水道
构成的复杂系统，顺畅地
流向别墅的各个角落。当
时的贵族在哈德良别墅之
中，可以坐在水池边的大
理石座位上，然后仆人们
将食物放在水中，用盘子
一样的小船为客人们送
餐，乐趣十足。

到了中世纪时期，罗马
人修建的水渠因为年久失
修而坍塌失去了作用，因此
大多数的喷泉遭到了废
弃。喷泉，原本在欧洲随处
可见的饮水公共设施，除了
在一些宫殿或者是修道院
里仍有留存，在欧洲人的生
活中已经绝迹了。

因为底层的人民很难
接触到喷泉，因此喷泉在这
个阶段开始被赋予各种各
样的象征意义，能够设置喷
泉的庭院往往被看做是“伊
甸园”，因此喷泉也就带有
了“生命之水”、“纯洁”、“智
慧”、“无辜”的含义。

中世纪时期著名的绘
本书籍《贝里公爵的豪华时
祷书》中，伊甸园就是由一
座典雅的哥特喷泉作为中
庭装饰的。而后为书做续
作的尼德兰巨匠凡·艾克也
通过用喷泉来装饰“天堂”。

修道院作为逃避世俗
生活的“伊甸园”，与黑暗
的中世纪生活几乎完全隔
绝开来。对于喷泉这种象
征伊甸园的产物，往往格
外注意，因此很多修道院

里仍旧保存着一些中世纪
的喷泉，比如说在普罗旺
斯的托洛内修道院内的喷
泉仍在流淌。当然，这样
的喷泉除了象征意义之
外，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最直接的就是让人们在宗
教仪式之前净手。

在宫廷以及贵族的庭
院中也会有喷泉，这些也
是富有象征意义而并非实
用意义的，在当时的贵族
阶层看来，喷泉象征的是
爱情之水源源不断的流
淌。中世纪时期的法国浪
漫诗歌《玫瑰传奇》中，就
描绘了这么一座封闭的庭
院，正中央有一座小喷泉，
喷出的水直接进入了旁边
的花丛，养护了花园中的
花花草草。

中世纪的喷泉上爱用
浮雕来进行装饰，一般来
说装饰的纹样采用的是圣
经故事、当地历史传说以
及当时比较流行的美德和
寓言故事。比如说意大利
佩鲁贾的马焦雷喷泉，建
于1278年，就刻有星座以
及罗马历史中的人物。

阿拉伯人从公元7世
纪开始在自己的花园里修
建喷泉，公元 9 世纪波斯
著名占星师、天文学家以
及发明家巴努·穆萨三兄
弟总结了古代希腊和罗马
人的工程知识，写了一本
关于各种奇巧发明的书
籍，其中就有关于三种不
同形态的喷泉如何工作、
建造的原理，甚至其中一
部分还涉及到了利用风力
制成水泵来进行工作。不
过，这本著作中并没有提
到当时是否曾经利用这种
工作原理造出过喷泉。

波斯的统治者们也
是在自己的花园里建造
喷泉，然后用大理石雕刻
出水口，刻有两种装饰
品，而且在一些花园里还
制造了各种的盛水盆，不
仅可以灌溉花园，甚至还
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波斯人擅长使用虹吸
原理来制造喷泉。在现伊
朗的卡尚地区，有一处喷
泉拥有 171 个泉眼，整个
喷泉被称作“沸腾喷泉”。

11 世纪的伊朗诗人
就曾经这样描述过一个
波斯著名喷泉：

“一道浪花从金色的
龙头里涌出

比灵魂更加清澈
水池中绿色和银色

组成了丝带
都来自这个金色的龙头”

13世纪起，来自波斯
的工程师们就开始建造
各种各样的水泵，来满足
建造喷泉的要求，也正是
如此，阿拉伯世界的喷泉
越来越机械化。

摩尔人的宫殿里，特
别是在西班牙的格拉纳
达最著名的阿尔罕布拉
宫的狮子庭院，有一座著
名的喷泉。这座喷泉中
央是一个大水池，旁边有
12只狮子造型的喷水孔，
这座喷泉大约是 14 世纪
的产物，但是狮子却更
早，要追溯到11世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闫雯雯

在古代欧洲
喷泉

古罗马水渠
喷泉与水源间的连接件

中世纪喷泉
侧重于其宗教的含义

伊斯兰世界喷泉
开始启用简单的水泵

古希腊陶罐上的喷泉纹饰。

彼得夏宫喷泉

经过修复的庞贝大宅庭院内的喷泉。

西班牙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殿内摩尔人喷泉。

法国普罗旺斯LE THORONET ABBEY内
的一处12世纪的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