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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访客，我们已经为您准备了十个发生在新旧
时代城堡及中波希米亚的有趣故事。通过我们的故
事穿越过去到旧中波希米亚，里头爱的故事，充满
了情感，偏见和其他激情。这些是女性，男性，恋
人和情侣的幸福和不幸的故事。值得一看。其中有
关于著名的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和演员奥尔
加·施因弗卢戈瓦和重要的捷克统治者的爱。著名
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知识分子的爱情缪斯。我
们相信，借由这故事之旅，你会有所启发且足以引
诱你亲访这些故事所发生的地方, 产生前所未有的
共鸣。随着真挚的浪漫，让你深深被中波希米亚着
迷。祝你有一个愉悦且真挚的浪漫嚮宴，马可塔薇
娜洛娃，

波希米亚旅游局局长另一页的照片：皇帝卡尔一世
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意大利的奥匈帝国军官展示
卡雷尔·恰佩克和奥尔加从他们相识肖像苏菲.霍特
克开始安东尼德沃夏克与家人和朋友在普里布拉姆
大学

旁边的照片是查理一世与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意大利的奥匈帝国区
卡瑞尔恰佩克（Karel Čapek）和奥嘉（Olga)刚认识时的照片
索菲亚霍特寇娃肖像照（Žofie Chotkové）
安东尼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 ）及其亲友在普利布朗高城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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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贝河上的布兰迪斯城堡

2.  布拉格罗斯塔波西米亚博物馆

3.  梅尔克城堡

4.  王子打猎场城堡

5.  波捷布拉迪城堡

6.  安东尼德沃夏克纪念碑

7.  沃赫托奕 亚诺维斯城堡

8.  尼拉赫瑞维斯城堡

9.  布莱尼斯城堡

10.  卡瑞尔·恰佩克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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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有福

奥地利卡尔一世（1887-1922）巡访法兰吉斯克温

泉城 (Františkove Lázne )认识了自己生命中的

挚爱-丽塔波尔波斯克-帕尔斯克（Zita Bourbons-

ko-Parmska）（1892-1989）. 两夫妻接受了沙皇赋

予的称号且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

哈布斯堡大公卡尔-法兰谢克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后, 
在1908年赋予拉贝河畔布兰德斯（Brandýs nad 
Labem）中尉龙骑士之位。此后, 他搬到了当地壮观
的文艺复兴城堡,几个世纪的哈布斯王朝君主都在此
居住过。

几年后他在法兰吉斯克遇见了迷人的丽塔。绑着发
髻的苗条的女子, 魅力堪比伊丽莎白皇后。卡尔, 第

二王位继承人被迫与门当户对的皇室通婚。而丽塔
刚好有相对应的尊贵身世。在查理请求她接受他的
爱后, 他们的感情在两年间升温，也才有了订婚照。 
1916年加冕後, 卡尔一世与丽塔及其儿子 密语: „施
比受更有福。“ 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即便历经风霜也
不改变。

婚礼在1911年举行 – 婚礼甚至被记录在奥地利电影
教父亚历山大科洛茨克拉克夫斯基的电影中。这对
新婚夫妇於蜜月是来到了布莱迪斯城堡, 数以万计
的百姓在此地恭候。他们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悠闲
且安稳的日子, 因为自1914年6月28日王位继承人费
迪南法兰谢克遇刺，两人的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
改变。

查理意外的成为了继承人。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一
世去世后, 卡尔继位。卡尔一世在非常艰难的时期
上位。 一战爆发后, 他留在了俄罗斯和义大利的前
线。 他是少数御驾亲征的君王之一。而他的妻子无
畏的送他去前线, 自己留在医院探望受伤的士兵。

作为奥地利皇帝, 他领导了许多改革与和平谈判. 对
于所有决定, 卡尔一世与他的妻子进行了协商, 而她
的参与出席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 伴随君主体制的
终结，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皇位。1919年被没收哈布
斯祖产和被驱逐之后, 三年后即去世, 年仅35岁, 被
埋葬在马德拉岛上.

这位30岁的寡妇总是一身黑衣, 而她的新生活就是
环绕在八个孩子的成长, 其中最年长的奥托准备着皇
储的功课。丽塔在1982年再次来到奥地利, 但这次
她没有驻足她最爱的布兰迪斯。 这位世纪历史的见
证人于1989年去世，并被安置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
皇家陵墓中。

Zámek Brandýs nad Labem
Plantáž 402
250 01  Brandýs nad Labem
www.brandyszamek.cz

1916年加冕後, 卡尔一世与丽塔及其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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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单身女

19世纪的第一位女性，她拒绝将女性的角色视为优

秀的母亲和妻子，而是开始了她作为视觉艺术家的

职业生涯。 虽然她被一些有趣的男人追求并经历了

几次爱情，但她从未找到真正的爱人。

丝旦卡 布莱舞捏洛娃（Zdenka Braunerová）
（1858-1934）在著名的布拉格爱国律师佛朗西斯
布莱舞家庭长大。她的性格刚烈, 在哪个年代, 生活
造就了他独立自主的个性。她完全偏离了主流的传
统女性, 成为了第一个以艺术为业的捷克人。

丝旦卡从小就展现多样性的才华, 并在20岁时随着
母亲一同前往巴黎深耕绘画功力。在这个充满神奇
自由思想的城市, 女性也可以在克拉罗斯学院学习
绘画！职业画家生涯为丝旦卡提供了第一次展览的
机会同时第一次的成功。

在巴黎, 这位年轻女子也经历了与捷克画家安东尼
屈图希（Antonín Chittussi）的初恋, 带领她进入山
水画的世界。她与诗人尤利 择耶尔（Julie Zeyer）
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友谊。她与剧作家威廉 摩尔

希克（Vilém Mrštík）的短暂婚姻里, 方方面面都有
他的支持, 并一同完成插画集。  在法国著名雕塑家
罗丹访问波西米亚期间，丝旦卡作为陪同，超出了作
为导游或翻译员的工作职责。他和年轻的翻译家米
洛斯 马尔登（Miloš Marten）的恋情被其他吃醋的
男人们所摧毁。

所有他经历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思想复杂的聪明
人. 这些复杂的关系很多都发生在布拉格近郊罗斯
托克的工作室中。

在她的下半生, 丝旦卡不再奔走于布拉格与巴黎, 而
是在布莱纳家族的花园工厂定居。在这里, 她建立了
一个由她自己设计的英式工作室。 

她一直在画油画, 插图与图形,设计与玻璃艺术。她出
色的平面艺术, 书籍设计和许多其他的领域都远远
超过当时的尖端艺术。一个现代欧洲女子在她生命
的浪潮中迷住了好几代人, 但她始终没有找到真爱. 
只留给她了一个自由独立女士的命运。

引人入胜的丝旦卡布莱舞捏洛娃博物馆在距离布拉
格不远的罗斯托克城堡附近, 位于一座拥有众多丝
旦卡用过物品, 绘画和仿古家具的重建工作室中。

Středočeské muzeum v Roztokách u Prahy
Zámek 1
252 63 Roztoky
www.muzeum-roztoky.cz

丝旦卡布莱舞捏洛娃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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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勃勃的君王

其中一个不和谐的婚姻是芭芭拉切斯卡（Barbora 

Celská）, 罗马皇后, 匈牙利和捷克王后和丈夫西吉

斯蒙德森堡（Zikmund Lucemburský）皇帝间的爱

恨纠葛。

芭芭拉 切斯卡（1390/95-1451）是切叶城 赫斯马
的女儿, 在1408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
德 卢森宝(1368-1437)的第二任妻子.就像编年史所
写的那样, 皇帝为能有这样一个美丽而热情的皇后
而感到欣喜。尽管婚姻并没有预期的和谐，一年后他
们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还是顺利的诞生了。

芭芭拉 从政治野心到贵金属鉴赏甚至追求生命都是
汲汲营营。皇帝对他的态度起初是相对宽容的，即
便她长期致力于女权等活动。然而, 后来她被褫夺过
分的权利，当时芭芭拉及她的女儿向皇家法院申诉。
尽管夫妻间不再对立，但逝去的情感再也回不去了。 
芭芭拉下意识地觉得是时候站在君王身边了.其中一
个契机是在1436年, 当时她陪同丈夫到布拉格,隔年
1437年2月11日他们在圣维特教堂大主教菲利普的
捷克国王及王后加冕 。芭芭拉以此而获得了丈夫送
给她的梅尔克等城镇作为礼物。

芭芭拉后来与捷克领主秘密谈判, 反对她的女婿阿
尔布雷希特哈布斯堡继承西吉斯蒙德的王位。然而
他了解了她的意图并将其逮捕。1437年12月西吉斯
蒙德死后, 阿尔布雷希特当选为捷克国王。 依据反
对派贵族和梅尔尼克城的联合上书, 芭芭拉获释。

两年后, 失去丈夫的王后获得了她该有的一切。在
1441 年夏天定居梅尔尼克。在她留在梅尔尼克期

间, 这座城镇 变得相对重要且经济繁荣。芭芭拉持
续活跃於政治舞台 ,举行了关键性的会议意图荐举
她的孙子拉迪斯拉夫

成为下一任捷克国王。芭芭拉切斯卡在1451年瘟疫
流行期间於梅尔尼克宫内病逝。这个匈牙利和捷克
王后最终沉睡在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内。 

Zámek Mělník
Svatováclavská 19/16
276 01 Mělník
www.lobkowicz-melnik.cz

芭芭拉切斯卡就像是维纳斯女神搬美艳, 又有着寇那克

叶瑟军册与贝利佛缇斯的军事谋略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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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芬切尔寇娃与胞妹一起弹奏

作曲家的缪斯

世界著名的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 尼拉洪泽斯基

人, 他有两种生活的激情, 激励并支持他的一生。优

雅的约瑟芬曾经是他的缪斯, 可惜没有缘分。 时光

荏苒, 他爱上了她的妹妹安娜。

一开始, 这位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1841-1901）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全力创作。此外他指导一家布拉
格家庭易瑞切尔马克的女儿弹奏钢琴, 分别是迷人
的约瑟芬(1849-1895)与年轻的安娜(1854-1931)。

德沃夏克很早就在临时剧院的演出中注意到约瑟芬, 
她当时才华横溢的中提琴演奏给德沃夏克留下深刻
印象。在接下来的十年间, 她不仅仅在临时剧院, 还
在魏玛宫廷剧院出过数十个角色。 爱慕她的德沃夏
克希望可以藉由上课与她走得更近。约瑟芬不但没
有接受他的感情后来更是嫁给了在库尼奇的沃斯拉
夫罗伯特政治家。德沃夏克没有因此而颓废, 而是寄
情与音乐, 根据叙事浪漫诗集创作了“柏树”。 

比姐姐更有音乐天赋但不汲汲营营的安娜持续接受
作曲家的指导。安娜只是单纯的想支持德沃夏克的
创作才华, 对他深信不疑。很快的, 他们的关系更进
一步。1873年步入婚姻。隔年4月, 他们的第一个孩
子奥塔尔出生，是他们九个孩子的长子。

1877年德沃夏克在寇尼克见证了约瑟芬及瓦斯拉夫
罗伯特的婚礼。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他们在寇尼克
城高堡享受着膝下无子的田园生活。德沃夏克经常
在夏天拜访这个令人身心舒畅的高堡。夏天, 可以在
这里休憩, 是德沃夏克再开心不过的了.

约瑟芬夫妇热切关注着德沃夏克哟事业成就，此时
的德沃夏克在国内及美国迅速出名。在往来的家书
中更多表述了约瑟芬令人担心的健康问题。1895年5
月，约瑟芬死於心脏衰竭， 得年46岁。与此同时, 德
沃夏克完成了她的H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并为约瑟芬
作了一首-灵魂之美给沉睡的约瑟芬。

Památník Antonína Dvořáka 
Vysoká u Příbrami 69 
262 42 Rožmitál pod Třemšínem
www.antonindvorak.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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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及二十世纪间, 婚姻是由家庭决定的。是无

法自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捷克女贵族若菲亚霍特娃

（Žofie Chotkova）（1868-1914）和奥匈帝国储

君佛朗谢克费迪南艾斯特（František Ferdinand 

d’Este）（1863-1914）的跨越禁忌生活故事始终令

人津津乐道。

宫廷礼仪与哈布斯堡家族规矩在几百年的过程中被
完善得细致入微，对于婚姻更是严格监督。浪漫的爱
情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是可以被解释或者被弥补
的，而结婚只限于最尊贵的家族之间。其中，奥地利
大公佛朗谢克费迪南艾斯特与捷克贵族间的情爱故
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什么都好说，就是不要婚姻！ 法兰谢克费迪南的地位在1889年鲁道夫王子被杀后
发生了变化。他成了排在父亲查理路德维克之后的
第二皇位继承人。1896年其父去世后，法兰谢克费迪
南成为了第一王位继承人。大约在那个时候， 他在
布拉格遇见了当时的克鲁伊宫女索菲亚霍特娃。两
人迅速坠入爱河且开始通信。

若菲亚霍特娃没有一滴君王的血统，不符合维也纳
宫廷所认可的通婚条件。皇帝佛茨约瑟夫一世拒绝
同意两人的婚姻。为了与心爱的人结婚， 佛朗谢克
费迪南同意父皇不合理的拖延战术，用一年的时间
考虑。在经过多年与父亲间的拉锯战, 终于在签署放
弃子孙的王位继承权及贵族身份的文件后，可以与
心爱的人举办婚礼。

1900年7月1日，在悠扬的国歌中，新娘子在这重要
的日子穿着绸缎婚纱和双排珍珠。突如其来的电
报，新娘子晋升成为霍亨堡公主（沙皇透过授予头衔
改善了她的非贵族身份），这样一来，变成门当户对
的贵族婚礼。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在王子
打猎场城堡度过了蜜月。精心策划他们爱的小屋。
有着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索菲亚喜欢拍照， 从她
的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幸福的一家。

1914年6月28日他们在参加萨拉热窝的阅兵时遇
刺，在投放炸弹失败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加
里罗普林西普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开枪打死了大公
夫妇。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Zámek Konopiště
Konopiště 1
256 01  Benešov
www.zamek-konopiste.cz 

佛朗谢克费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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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贵族女王

罗斯米塔的捷克女王约翰娜

捷克女王约翰娜，博杰布拉城主易瑞的第二任妻

子，15年间的婚姻故事。

1466年圣诞节前夕，约翰娜向他的夫君易瑞呈上了
一本祈愿册， 为她奉献家庭以及真挚动人的婚姻的
见证。然而，捷克王国当时的国王博杰布拉德的易瑞
（1420-1471）与罗斯米塔城的约翰娜（1430-1475
）之间的关系, 起初是纯粹的政治婚姻。

易瑞的第一任妻子昆姱塔因难产死亡後，在他的兄
弟, 罗斯米塔城的天主教主列夫介绍下，让20岁的
约翰娜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与六个孩子的后母。 易
瑞是新教派但是忠于天主教会。在宗教产生分歧的
动荡时期， 易瑞强烈的知道，是该结束胡斯战争的
时候了。

与昆姱塔不同的是，活力四射的约翰娜不仅为改革
创造必要的背景, 而且还深入公众活动。他很快的就
上手律法的背景政策，成为了重要的导师及辅士。 
1458年，年仅25岁，出生政治世家的易瑞，被当地
贵族举荐为才华洋溢且政治手腕高明的君主。他也
是唯一一个不是出生于皇亲贵族的君王。对易瑞与
约翰娜来说，这样的赞许无疑就是最好的加冕。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易瑞一直沉迷在他的伟大
梦想中。他希望在捷克建立“博杰布拉德王朝”。在
易瑞还是君王时，他唯一的儿子失踪了。跟第一任妻
子的六个孩子瞬间剩下五个。而后约翰娜生下了他
们的儿子海内克（1452-1492），未来的重要战略地，
博杰布拉德领主。他们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海内
克，跟他传奇的父亲易瑞一样在聖日诞生，仅年代不
同而已。七岁时，他就与凯撒琳萨斯克的女儿订婚。

在父亲去世后隔年（1472），海内克继位并授予律法
权力与市镇最高代表。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物之一，封号“祖国的伟大儿子”，可惜这位优秀的
外交官兼诗人君王始终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父亲。

Zámek Poděbrady
II. nádvoří
Jiřího nám. 1/8
290 01 Poděbrady I.
www.polabskemuzeum.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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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她

末代沃赫托夫雅诺维城堡（Zamek ve Vrchot-

ových Janovicích）的女城主是一个思想前卫

进步的女子。这位来自博露庭的丝东妮娜德赫娜( 

Sidonie Nádherná z Borutína)不会为了自由而放

弃爱，也不会因为爱而放弃自由。

她的故事启发了很多人。她的名字出现在奥地利作家
卡尔克劳斯的作品里，也同时间接隐身在诗人，作家
和画家的作品中。

丝东妮娜的人生就像是一本自编自导的奇异小说。
即便在自己的领土沃赫托夫雅诺维城也是准确无误
的是最耀眼的当家花旦。

丝东妮那喜欢吸收新事物跟引领潮流：第一位开车
的女性，经常抽烟与运动。她能够穿着不便利紧身胸

衣，露出脖子展现新潮的同时依旧行动自如。 她对
文学，喜剧和艺术着迷。特别是景观艺术更是一绝。

是什么致命的吸引力让李可，斯瓦宾斯克及克劳斯
拜倒在其红裙之下却没有开花结果？是教育背景不
同，过分激情还是只是单纯难以接近？ 她悸动的灵
魂需要自由，她并不期待爱人的承诺，也不会给爱人
任何许诺。

她是德国诗人李可的创作灵感和资助者，李可治疗
白血病的费用也由她资助，1926年李可死于此病。
他们有着深厚的友情，互写了数百封信件，但最终没
有跨越友情的界线。
画家斯瓦宾斯基在给丝东妮娜绘制肖像是爱上了
她。虽然没有得到回应但创造了她的最棒的肖像， 
充分展现了她的柔情似水及自信果敢。

丝东妮娜与奥地利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克劳斯有过一
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她不仅仅是他的伟大爱情
和灵感来源，她的精神与智慧让他着迷。错综复杂
的情感造成了他们多次的分手和重新和好。 为了躲
避克劳斯的爱情， 她与爱好运动的公爵图纳海恩斯
坦结婚，但是半年后他们离婚，她又回到克劳斯身
边。如此分分合合直到1936年最后一次见面后，克
劳斯在维也纳去世。 以后的男人再没有在她的感情
生命中驻足太久， 她依旧没有孩子。

接着她不得不面对影响她下半辈子的重大历史事
件。二战期间，纳粹入侵，把沃赫托夫雅诺维城堡变
成了德军司令部，1948年城堡被收归国有。无法挽
回的局面迫使丝东妮娜于1949年移民英格兰，1950
年死于肺癌。

Zámek Vrchotovy Janovice
257 53 Vrchotovy Janovice
www.nm.cz/Hlavni-strana/Navstivte-nas/
Zamek-Vrchotovy-Janovice.html

来自博陆庭的丝东妮娜德赫娜，1908年由麦克斯瓦

宾斯克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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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集美丽，聪慧，成功 於一身的天主教徒玻丽森娜

（Polyxena），她的财富， 魅力和政治承诺更让她

获得“王国第一夫人”的美名。她的第二段婚姻基

于理性， 与丈夫多年的相处培养了深厚的默契与尊

重。.

来自佩恩斯坦因的玻丽森娜（1566-1642）被认为
是贵族家庭中的八个女儿里最有才华的。遗传自她
的西班牙贵族血统母亲， 玻丽森娜不仅集美丽与
智慧於一身，还很有生意头脑。她的一切，堪称完
美。只有她的婚姻违背了16世纪的世俗原则。21岁
的她在1587年嫁给父亲的朋友罗森贝格家族的威廉
（1535-1592）。

夫妻俩差了30多岁，威廉希望这个年轻的夫人会给
他传宗接代，但是却没有如愿。威廉死后，给妻子留
下了拉贝河畔的劳德尼采作为遗产。玻丽森娜把这
份家业经营得非常出色。

当玻丽森娜守寡时，正值16和17世纪新旧教争端的
高峰，她毫无疑问的是天主教会的支持者之一。这位
有影响力的寡妇在社会上的地位遽然上升- 更因为
她的雄厚财力，魅力与美貌而有着“王国第一夫人的
美名”。十年后，她几乎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丧偶
女贵族，但由于年龄因素，通常认为她已经不大可能
再生小孩了，也不会再嫁人了。

但在她丈夫过世11年后，玻丽森娜再婚了，这次是
跟捷克王国的最高大臣，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
天主教会负责人洛布科维茨的斯丹尼克 沃依捷赫 
波贝尔（ Zdeňek Vojtěch Popel z Lobkowicz ）
（1568-1628）。

这对夫妻通常以庄严的姿态出现在画像中，公爵夫
人的装束通常是西班牙风格的严谨服饰。他们婚姻
的基础是成熟的思想和影响力（从娘家带来的超大
资产），经过几年的共同生活，结婚时的理性为夫妻
感情增加了厚度。他们的儿子瓦斯拉夫叶瑟毕斯在
她四十三岁高龄时出生，堪称奇迹。

起义失败及国家重新天主教教化时，玻丽森娜无疑
是位不轻易妥协且忠诚的天主教徒 ，但她也在资
金上帮助了义士与流亡者。1621年后，她用低廉的价
格购置当时文艺复兴的典型建筑-聂拉赫威斯城堡
（Nelahozeves）。在此堡的展览中，您可以找到
罗布高维茨家族的稀有绘画。

Zámek Nelahozeves
Nelahozeves 1
277 51 Nelahozeves
www.zameknelahozeves.cz

罗布高维茨的宝丽森娜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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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的女子

这是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知名

作家卡瑞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938）

与出生于斯拉尼的著名女演员奥嘉斯亨弗洛（Olga 

Scheinpflugova ）(1902-1968)。 

30岁的卡瑞尔恰佩克在表演后等待一位年轻的女演
员奥嘉斯亨弗洛。他是一名刚开始有名气的的作家，
非常喜欢享有云雀美名的奥嘉，希望她出演自己未
完成的戏剧咪咪中的角色。在恰佩克的剧作“强盗”
中，奥嘉饰演了女主角，这个角色对她非常合适。

在他们相遇的时候，卡瑞尔恰佩克的心游荡在充满
异国风情的维拉霍索娃和身材矮小却眼波如水的奥
嘉中。 两个女子都是那样楚楚动人，但1923年后只
有奥嘉跟他在一起。持续了十五年的爱人关系（其中
三年是婚姻）。 

恰佩克家族对于这个活跃的女演员为媳妇是完全不
认同的。因为卡瑞尔的脊椎炎, 医生不建议他结婚。
因此，他们过着没有婚姻束缚的伴侣生活：一位是
杰出的世界级著名作家和剧作家；一位是匠心独具
的女演员。在国家剧院，她已经演过超过一百个角
色了。她不是伟大作家的影子，他们是事业上的合作
伙伴。

最后奥嘉与卡瑞尔在1935年夏天结婚了并誓言与其
偕老直到永远。婚礼中， 恰佩克的好友瓦斯拉夫帕
里茨给与了他们使用斯特里茨附近宅邸的使用权。
这个浪漫的宅邸，美不胜收，已然成为卡瑞尔写下最
伟大的著作和奥嘉接待客人的地方。遗世独立在卡
瑞尔心爱的斯特里茨宅邸，远离了灾祸。1938年洪
水过后，卡瑞尔恰佩克起初患了小感冒。没想到后来
并发肺炎。圣诞节过后就去世了。绝望的奥嘉如此说
到：“是你教会了我一切，却没有教我如何过好没有
你的生活！”

恰佩克夫人凭借着坚毅果敢之心，在1963年成功将
斯特里茨的宅邸改建成恰佩克纪念馆。夫人一副自
嘲且超然地看着出版的作品集及纪念馆的开幕，她
说“恰佩克有个怎样的妻子，我不知道，但她知道，
他有一个好寡妇”。奥嘉自己生活了30年，她人生的
最后一个角色是恰佩克戏剧《母亲》中的主角（1967
）。她去世后，与丈夫合葬在维谢赫拉德公墓。

卡瑞尔恰佩克跟妻子奥嘉在斯特里茨

Památník Karla Čapka
Stará Huť 125
262 02 Dobříš
www.capek-karel-pamatnik.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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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菲力宾娜

菲力宾娜卫斯理（Filípína Welserova）（1527-

1580）与皇帝的儿子费迪南二世的爱情故事是多年

来伟大且真挚的感人见证

贝拉菲力宾娜-是人们口中卫斯理贵族家受过教育且
协助家族能手的女儿。美丽与智慧相辅相成。她很善
解人意，几乎可说是人见人爱，后来被赋予伟大厨娘
及草药师。

菲力宾那与他的丈夫，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提洛尔的
费迪南二世大公在姑姑的布莱斯城堡相遇数次。在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菲力宾那已经21岁了，那时费迪
南是捷克总督，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他们很快
的坠入爱河并在1557年结婚了。很多小说都热衷描
写皇室成员与位卑的美女在城堡教堂秘密结婚的场
景。

秘密的婚姻使两人的夫妻生活也成为严格保守的秘
密，1558年菲力宾那生了第一个孩子。为了隐瞒孩子
的身世，菲力宾那假装在城堡台阶上意外找到这个
婴儿，基于母性才可以收养此婴儿。第二个孩子卡瑞
尔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出生两年后才回到亲生母亲
边。

原以为，门不当户不对的秘密婚姻与私生子让费迪
南一世对儿子勃然大怒，尽管如此，费迪南二世还是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父亲，不聊父皇接受了他们的婚姻
和孩子，但是排除了他们的孩子对哈布斯宝王朝的
继承权。

1562年后，在他父亲去世后，他的哥哥麦克斯米兰
继位，而这样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费迪南根据父亲
的意愿继承了狄罗尔，而他如果要获得波兰王位，或

在政治生涯中继续上升，就必须和菲力宾那离婚。
费迪南明确表示他不打算结束婚姻并拒绝了波兰的
王位。

不平等的婚姻一直到菲力宾那去世前第四年才得到
教皇的认可。那时，他们住在安布拉斯堡。费迪南的
合法妻子在临死前看着心爱的丈夫说：“我终于看到
我最期待的东西了！尽管有众多阻碍，商人的女儿和
皇帝的儿子的结合是哈布斯宝家族历史上最幸福的
婚姻之一。“

Zámek Březnice
262 72 Březnice 24
www.zamek-breznice.cz

1557年菲力宾那威尔斯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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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波希米亚故事

文字：中波希米亚旅游局

照片:

• 齐塔伯宾斯克帕尔斯克（Zity Bourbonsko-Parmské）与奥地
利查理一世的结婚照 （Karel I.) © 佛罗妮卡雅涅寇娃，拉本布
莱迪城堡

• 卡瑞尔与妻小在意大利的阅兵典礼© IWM (Q 52803)
• 丝坦卡布兰妮洛娃（Zdenka Braunerová）© 布拉格近郊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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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芬伽玛寇娃 (Josefína Čermáková与)其姐妹Anna在钢琴

边J © 德沃夏克纪念馆 
• 安东尼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与其妻安娜 © 拉霍塔，布

拉格，国立博物馆 - 捷克音乐博物馆 S 2261089
• 安东尼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与妻友在普利布朗高城  

© 撕拉德克（J. V. Sládek），国家博物馆 - 捷克音乐博物馆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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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霍特寇娃（Žofie Chotková）法兰克费迪南（František 
Ferdinand d’Este） © 国立纪念馆研究院，布拉格纪念局馆
藏

• 法兰克费迪南（František Ferdinand d’Este）与其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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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罗斯米塔城的约翰娜（Johana z Rožmitálu）© 维基百科, 
CC BY-SA 3.0 

• 来自博露缇娜城的巴洛卡丝东妮娜娜德赫娜（Baronka Sidonie 
Nádherná）© 国立博物馆馆藏 H2-193807

• 来自罗布克薇兹城的玻丽森娜（Polyxena） © 罗布克薇姿大事
件管理局收藏 LR5488 

• 奥嘉斯亨佛洛（Olga Scheinpflugová）与卡瑞尔恰佩克 
（Karel Čapek） © 斯特瑞城 卡瑞尔恰佩克纪念馆

• 菲力宾那卫斯理（Filipína Welserova) 於1557年左右 © 维也纳
艺术史博物馆 - 肖像展示在斐迪南二世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哈
布斯堡王朝，布拉格与因斯布鲁克城的统治者与守护者，3. 11. 
2017 - 25. 2. 2018, Valdštejnská jízdá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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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照片分别是：
法兰克费迪南与索菲亚霍特娃（František Ferdinand，Žofie Chotková）
的肖像的肖像照
安东尼德沃夏克和安妮（Antonín Dvořák，Anna）
佛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tiška Josefa I）参与查理一世（Karel l)和齐塔
(Zita)的婚礼
卡瑞尔恰佩克（Karel Čapek）与马沙利克总统（T. G. Masar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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