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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Tiia Rask
摄影：Vesa Tyni

驰骋的想象
轻闲的林中漫步，复杂的盛装舞步，刺激的跨
越障碍——在芬兰这片崇尚“稀奇古怪”体育
运动的热土上，一股“马术”新潮正在年轻人
中掀起。其中的秘密在于：他们骑的不是活生
生的真马，而是精心制作的手工马。这股热潮
正在向全世界扩散！
“有一天我走在赫尔辛基的街道上，看见一
匹手工马被丢弃在路边。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难以
名状的感觉，被它深深吸引了。我看了半天无人认
领，于是就把它带回家了。那是2008年，手工马就
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18岁的玛丽亚姆·尼耶
（Mariam Nije）说道。玛丽亚姆现在是一名活跃的
手工马教练、手工马野营和其他活动的组织者。
“我骑了10多年真马，所以马的世界我熟门熟
路。在骑马作盛装舞步的时候，我很清楚真马是怎
样走、怎样伸腿的，我会尝试尽可能精准地模仿这
些动作。”
“这项‘体育运动’最初吸引我的地方，是
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东西。捡到第一匹手工马
之后，我就试着复制那种简单的‘袜子加木棍’的
设计。后来我找到了手工马同好组织，就加入了进
去，担任了教练和野营活动的组织者。我喜欢做教
练，因为我喜欢传授经验，看着我的学生们不断进
步。”
“我喜欢手工马这种爱好的创造性。手工马
的世界是没有边界的！我们或是面对面、或是在
Instagram上分享设计诀窍，但是人人都能随心所
欲地创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形成了自己的独
有风格，一眼就能辨识：我的马通常较大，脖子很
长，鬃毛很短。我和我的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纽带，这些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的心
都要碎了。”

玛丽亚姆与她手工制作的马儿们在位于福尔萨（Forssa）
的家门前合影。她还经常组织当地的手工马野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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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芬兰》
（This is FINLAND）

主编 Mika Hammarén

*

编者按
奥利 - 佩卡·海诺宁（Olli-Pekka Heinonen）
芬兰国家教育局（EDUFI）局长

教育超级大
国竭诚为您
服务
我们接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几乎每天
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芬兰作为一个北欧小国，是
怎样成为教育领先国家的？事实上，他们常常使
用“教育超级大国”一词来描述芬兰教师和完善
的教育体系为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芬兰卓越教育的秘诀在于资源稀缺。学
习和创新的能力几乎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自然
资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的教育体系
得到了整体发展，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接受教
育——从幼儿期一直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以及开放型成人教育。芬兰已经成为一个“学
习型国家”。
去年是我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现在我们
正着眼接下来的100年，乃至更长远的未来。
本刊将展示未来可能会呈现的样子。我们调查
了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创新，包括医疗卫生和教
育；我们将听听芬兰的数字教育专家琳达·柳
卡斯是怎么说的，了解她在电脑编程教育方面
所做的先驱工作；我们还要看看基本收入实验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芬兰人是怎样把一切事情做好的？我们为
什么能拥有一流的教育、极其安全的社会，并
能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取得平衡？这要归功
于我们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正是这一体系令
芬兰人为地方性和全球性的挑战找到了解决方
案。在本刊中，我们透过《北欧的万物理论》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一书的作
者阿努·帕塔宁（Anu Partane）以及芬兰各
地许多普通人的视角，细数令芬兰人日常生活
中惬意美好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怎样被整
合起来的。
最好的解决方案都是紧密合作的成果。所
以，我们愿竭诚为您服务！

* 这款Mai躺椅是2013年在越南设计的。“造型的灵感来自于越南的传统斗笠帽子。这是在向当地的传统编织
手艺致敬。”设计师阿依诺·米歇尔森（Aino Michelse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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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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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人正在开采人工智能的巨大矿藏。

出版方
芬兰外交部，um.fi

Business Finland，businessfinland.fi
Finnfacts，finnfacts.fi
芬兰国家教育局（EDUFI），oph.fi
芬兰国家创新基金（Sitra），sitra.fi
ISSN 2343-3337

12

见见芬兰人

芬兰人的足迹
无论远近，蓝白两色的影响力无处不
在。

14

14

我们做到了

享受生活是一种奢侈
阿努·帕塔宁在她的专栏中揭示了在
芬兰生活很值的原因。

图文并茂

16 自由，平等，基本收入
芬兰正在测试基本收入能否增加就
业动力。

本刊采用芬兰 LumiSilk 多涂层丝
光铜版纸印刷，不含磨木浆。该纸张的
原料为来自芬兰森林的原生木纤维，由
斯道拉恩索 （StoraEnso）公司位于芬
兰北部的奥卢造纸厂生产。LumiSilk 获
得PEFC认证，符合“北欧白天鹅”生
态标准。

20 街头采访
什么是芬兰日常生活最美好的地方？
22 芬兰独有
芬兰工作生活中的那些特殊的“X”
因素。

PEFC/02-31-15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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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境

余音绕梁
音乐节开始了！

31

亲近芬兰

住得有品位
精彩的住宿选择，让你流连忘返。

4041-0619
Painot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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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数据
总面积：338435平方公里，其中10%是淡水
最大城市：赫尔辛基（首都）、埃斯波、坦佩雷、
万塔、奥卢、图尔库
官方语言：芬兰语和瑞典语
政体：1917年起独立的共和国
货币：欧元

知识驱动

琳达的异想天开编程书

36

技术教育先驱琳达·柳卡斯希望给予
孩子们掌握技术的自信。

加入欧盟：1995年
人均GDP：39236欧元（2016年）
外国投资首选行业：商业服务，医疗保健，ICT，零
售，清洁技术
就业最集中的行业：服务业，金融与商业服务，贸
易与酒店，制造业，运输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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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正在建设中的一流图书馆，Tubecon
风靡欧洲，下一个革命性创新，以
及其他。

精致生活

精益求精
超越预期的芬兰奢华品牌。

38

芬兰大自然

到大自然中去
走进大自然，深吸一口新鲜空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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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活的
解决方案
撰稿：Leena Koskenlaakso
照片提供：Ville Rinne，Samuli Skantsi，iStock，以及受采访的各公司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芬兰人正在开采人工智能（AI）的巨大矿藏。终有一天，智能机器将
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学习，对周遭世界作出反应。
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
在人类的指导和训练下已经能够执行
一些高难度任务了。未来智能机器将
能够像人一样学习，像人一样行动，
像人一样思考。它们将把我们从单调
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得以
集中精力于更创造性的任务，创造更大的价值。

作

AI的三波浪潮
“六十年代AI的第一波浪潮要求的是编码与规则编
程，让软件和算法具备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哈里·瓦
尔波拉（Harri Valpola）介绍道。他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计
算机科学家，The Curious AI公司的CEO。
“这就让如路由规划等自动化流程的创建成为可能。
这些已经成为今日技术的组成部分。”他继续说道。

“今天我们讲的AI，指的是第二波，即以人监督下的
机器学习为基础的AI。语言和图像识别、机器翻译、数据
挖掘和其他现有的AI 应用都是建立在第二波人工智能的
基础上的。”
瓦尔波拉说，第三波AI，即自主人工智能，如今正在
成型过程中。目前的AI产品中尚不存在第三波技术，但是
在研究实验室里，工作原型的问世已经有些时日了。
机器的智能全面超越人类，可能还需要再过几十年
的时间。
“但是像‘数字同事’之类较简单的AI形式很快就将
成为现实了。”瓦尔波拉言之凿凿。
解决复杂问题
“这些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出规律的AI系统，将具
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已经能够利用以往不可能获

AI里程碑
1941

1950

德国工程师、发明家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的商用计算
机。

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了“图灵测试”，用来测试机器能
否思考。假若你能够与它交谈却没注意到它是机
器，这台机器就是智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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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学习的新高度
得的知识。”Iris AI公司的芬兰联合创始人兼CMO
玛利亚·里托拉（Maria Ritola）说。该公司新近完
成了一轮2百万欧元的筹资。这家初创公司推出了一
款基于AI的科学研发助理，可帮助研究人员在不知
道正确关键词的情况下搜索到相关的研究文献。
“但是AI系统的风险之一是，他们会因为人类
给予它们的训练数据中所带有的偏见而学会人类的
偏见，然后将这种人为偏见用在决策制定上。”她
提醒道。
AI的社会影响
“另一个风险是，在AI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参
与不足。”里托拉补充道。
她说：“结果是，我们未能理解越来越聪明的
机器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个需要理解和管
理的领域便是与自动化有关的就业市场的巨大变
化。”
芬兰人着眼大局。
“芬兰政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AI将改变我们的
工作和职业生涯，希望理解个人和社会将会因此
受到的影响。”佩卡·阿拉 - 比埃蒂拉（Pekka
Ala-Pietilä）表示。他是芬兰AI发展计划指导小组
的负责人。
“芬兰拥有巨大的潜力，有望成为率先挖掘AI收
益的领先国家之一。关键是要让企业能更方便地利
用AI，支持公共部门根据人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构
建可预测的、基于AI的数字服务。我们希望保持国
家富强、企业有竞争力、公共部门高效率、社会良
好运转的局面。”阿拉 - 比埃蒂拉列举道。

Claned Group是一家初创公司，将AI与芬
兰在教育方面的专长和数据分析结合起来，
提供根据每个用户的需求度身定制的个体化
在线学习平台。

“从全球范围而言，个体化学习是学习的下
一个新高度。”公司创始人维萨·佩拉拉（Vesa
Perälä）表示。
“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偏好各不相同。如果采用
以一种套路通吃所有学生的在线学习平台，往往学
生中途退出的比例非常高。我们采取了个体化的学习
路径，并且让学生可以相互之间、与我们之间交流互
动。学生因此学习动力十足，效果立竿见影。”佩拉
拉说道。

“Claned”（原意“部落”）这个名字源自于
公司依据学生各自的学习目标、技能和偏好，将他
们结合成不同的群组的方法。
理解学生的选择
“渐渐的，机器学习系统将会理解每一个学生的
学习行为和他们所作的选择。在这些积累起来的数据
的基础上，AI系统为学生提供建议，推荐合适的学习
材料和替代学习路径。学习跟踪器将显示还剩余多少
有待学习的内容，并对后续步骤提出建议。”佩拉拉
介绍说。
该系统对学习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估，让教师得以
跟踪每一个学生的进展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

“我们已经能够利
用以往不可能获得
的知识。”

全球教育市场正在迅猛增长。成立于2013年的
Claned Group向世界各地的高校、组织和企业销
售基于许可证的学习平台。公司的前卫项目是与芬
兰国家教育局（简称EDUFI）合作，为所有芬兰教
师和校长提供21世纪所需技能的继续教育。

——玛利亚·里托拉

AI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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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研究人员在一个研讨班
上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人工智能
研究。

第一台工业机器人Unimate开始在
美国新泽西州通用汽车生产厂“上
班”。

芬兰神经网络领域的先驱者戴沃·
科霍宁（Teuvo Kohonen）提出了
自组织映射的概念。

美国研究人员卢默哈特（Rumelhart）、辛腾
（Hinton）和威廉姆斯（Williams）发表了关于
MLP网络和反向传播的论文，这种新的学习流
程构成了当今深度学习AI的基础。

国际象棋计算机“深蓝”（Deep
Blue）击败了世界最强人类棋手卡斯帕
罗夫（Garry Kasparov）。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辛西亚·布莉齐尔
（Cynthia Breazeal）开发了能够识别并模仿情
感的机器人，名叫“Kismet”。

未来生活的
解决方案

11

范例

研究第三波AI
Curious AI公司是一家芬兰深度技术初创公司，
宗旨是为未来打造自主AI。公司在诸如类人学
习、类人决策以及象征思维等领域内已经取得了
领先的AI研究成果。

范例

提高患者护理水平
Fimmic开发基于云的智能数字显微镜软件
解决方案。更快更精确的组织样本分析加快
了病理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工作流程，确保了
更好的患者护理。

几分钟就能出结果

以传统方式分析组织样本的时候，实验室人
员弯腰埋头于显微镜前，费时费力——如今这些
都将成为历史。病理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使
用WebMicroscope（芬兰初创公司Fimmic于2013
年创立的虚拟显微镜软件解决方案和云平台）加
速并自动化分析过程。Fimmic是从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独立出来的企业。
“我们开发了深度学习AI图像分析技术，
令过去不可能进行的复杂图像分析任务得以快速
精确地自动完成。”公司CEO凯莎·海尔米宁
（Kaisa Helminen）表示。
“我们的AI 软件通过训练后能够检测并定量对
象，根据病程对癌症肿瘤分类，并识别出疟原虫
等罕见目标。”海尔米宁说道。“这是人工智能
首次做到模拟人类观察者理解组织内的情况。”
她解释说。
“这种解决方案为病理学家和研究人员提供
了不知疲倦的分析支持工具，或者好比是一个能
提出不同意见的助手，从而加快了工作流程，并
避免了图像解读过程中的人为差错，确保了更好
的患者护理。”

按需流程在云计算环境中运行。该平台以
“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为基础
运行，这意味着客户无需购买本地硬件或安装任何
本地软件。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扫描出的组织样本
图像上载到服务中，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出结果。

“我们是第一家将一种
关键人类学习机制应用
于电脑的公司。”

“2018年，WebMicroscope将被首次用于分
析临床患者样本。在新药开发的早期临床阶段，
对这类软件也有很大的需求。”海尔米宁表示。
投资者显然赞同海尔米宁的看法：公司在
2017年11月获得了5百万欧元的创业资金。

——哈里·瓦尔波拉

照片提供：Sebastian Mardones/
Health Capital 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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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ous AI公司成立于2015年，在过去数十年研
究的基础上，研究、测试和开发未来自主AI的构建
模块。自主AI将具备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通
过试错学习，能以类人行为作出反应，探索和制定直
觉的一次性决策。
为一种仍属于遥远未来的技术的诞生“助产”，
要求具备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探险家的勇气。你必须清
楚自己在朝哪里走，还需要足够多的资金，以便在尚
拿不出实质性产品的阶段里有充足的经费可用。
数字同事呼之欲出
“我们是第一家将一种关键人类学习机制应用
于电脑的公司。”创始人兼CEO哈里·瓦尔波拉
（Harri Valpola）表示。
“给过几次正确答案之后，我们人类就知道许多
问题该怎样回答了，例如母亲告诉孩子狗是什么样子
的动物，等等。为了基本上能够独立地学习，我们需
要足够多的实际观察（原始数据）、一系列正确的例
子（标记的数据），或许还需要得到一些纠正（‘那
不是狗，那是羊’）。”瓦尔波拉解释道。
对机器学习而言，这被称之为半监督学习。
2015年，Curious AI公司发布了一种AI系统，能够
从仅仅10个例子中学会识别手写数字——例如数
字“6”的10种不同写法。
“我们已经更新了这种AI 系统，以解决难度高
得多的问题。升级之后的系统将能够自动化人类的知
识学习过程。我们正在开发的最终产品叫做‘数字同
事’。”

AI 里程碑

2009

2011

2012

2012

2016

Google开始秘密研发无人驾驶自动车辆。

IBM开发的能回答问题的AI“Watson”能理解自然
语言。它与知识问答节目“Jeopardy!”的两名获胜
者比赛，打败了对手。

在ImageNet大赛中，深度学习技术击败了所有
其他电脑视觉方法。比赛的目标是在大约120万
个图像组成的巨量图像组中进行识别。

芬兰机器人公司ZenRobotics开发了学会自主挑
选目标的机器人，开始执行从工业废弃物中拣选
有用的原材料进行回收的任务。

Google开发的人工智能“AlphaGo”在围棋比
赛中击败了顶尖职业棋手、18次世界冠军获得者
李世石九段。围棋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游戏，对
棋手有创造性的要求，对于机器而言比国际象
棋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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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Sami J. Anteroinen
插图：Susanna Tuononen

关爱宝宝
芬兰的“产科诊所”（neuvola）
含义很广：提供从胎儿期到6岁儿童之
间的一切医护所需，同一场所，完全免
费。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日本决定借鉴芬
兰的部分做法，连这个单词也借过去
了，在日语中叫做“neubora”。

人
兰
芬
迹
足
的

北欧式健走
北欧式健走日渐流行，全球有1500
万人正在用这种方式行走。芬兰是这
一运动的先行者，五十万芬兰人都参与
其中。德国、意大利、中国等国家也不
甘人后，参与北欧式健走的人数屡破
纪录。

无论远近，蓝白两色的影响力无
处不在。它如此频频出现，你可
能都有些惊讶了。

姆明一族走出国门
第一家走出芬兰国门的姆明咖啡馆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斯德哥尔摩老城区
（Gamla Stan）开张了，在爱沙尼亚塔
林很快将再开一家。这里绝对是孩子们
的乐园，成人可以坐下喝喝咖啡，看着
闯入了“真实”姆明世界的孩子们快乐
地探险。

太阳能来了
2017年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排行
榜上，芬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新清洁
技术公司在芬兰大量涌现、蓬勃发展。
同时出口也很活跃：例如，芬兰太阳能
公司Savo-Solar新近打入了拉美市场。

运动健将

余音绕梁

给和平一个机会

光影魔术

当老牌劲旅芝加哥公牛队签下
年仅20岁的劳里·马尔卡宁（Lauri
Markkanen），整个芬兰都沸腾了。同
样的，每当NHL（美国国家冰球联盟）
温尼伯喷气机队的神射手帕特里克·莱
内（Patrik Laine）表现神勇，芬兰人
无不欣喜若狂。然后还有一级方程式，
速度之神瓦尔特利·博塔斯（Valtteri
Bottas）拿下了俄罗斯索契站的冠
军……芬兰人想说：生活真美好！

芬兰指挥家——如果仅举三个名字
的话，那就是萨卡里·奥拉莫 （Sakari
Oramo）、尤卡 - 佩卡·萨拉斯戴（JukkaPekka Saraste）、苏珊娜·玛吉（Susanna
Mälkki）——在世界古典音乐舞台上掀起
狂潮。埃萨 - 佩卡·萨洛宁（Esa-Pekka
Salonen）是芬兰代表队的“MVP”（原指
NBA中最有价值的球员），他在担任洛杉矶
爱乐乐团指挥期间（1992-2009）彻底重塑
了洛杉矶的音乐气象。

2017年，芬兰全国都在与全球和
平的促进者之一、前总统、诺贝尔和平
奖获得者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共庆80岁生日。继承阿赫
蒂萨里的衣钵，危机管理计划（CMI）
在中东、乌克兰等地积极开展，坚持着
阿赫蒂萨里的信条：没有解决不了的
冲突。

华沙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是
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但不是没有希望
和光明。玻璃、铜、混凝土构成的后现
代建筑由芬兰建筑师莱纳·马赫拉麦基
（Rainer Mahlamäki）设计，彰显的是
生命以及人类战胜逆境的精神，赢得了
2016年度欧洲最佳博物馆的称号。

净水
芬兰在越南建设水处理系统已经有

30多年了。目前的重点是，在人口为
4000至50000之间的城镇建设下水道
和水净化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在合作项
目实施期间，20余座越南城市的卫生条
件和水质均得到了改善。

HEI学校
芬兰教育体系成了赢家，全世
界都开始对此关注。芬兰学前教育概
念“HEI学校”于 2017年9月落户中国
包头，开设了第一家幼儿园。与赫尔
辛基大学合作创办的HEI秉持“有教无
类”与开放的北欧教育观，这也是芬兰
教育经验的又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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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Anu Partanen
摄影：Trevor Corson

专栏

享受生活是一种奢侈
的一位美国朋友从纽约市
搬到赫尔辛基的时候，他
很清楚这里是什么样的。
他曾经来过芬兰多次，他
喜欢赫尔辛基大小适中的
规模，他也知道这里的
冬季有点难熬。然而还是有一件事让他有所
顾虑：芬兰的工资水平有点低。芬兰全职工
作者年收入中间值只有36000欧元，相当于
43000美元。在世界许多地方这个水平不能算
低，但是对于来自世界最大金融中心之一、
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收
入锐减。我这位朋友习惯了纽约市的薪酬，
尽管纽约领着最低工资的工人无疑收入还要
比这个水平低得多，但是像律师、银行家、
销售总监等大公司里的专业人士年薪至少
在10万美元以上。芬兰的薪资水平是不能比
的。然而这位“纽约客”很快就发现，收入
降低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原因很
简单：在芬兰，你基本上不用花钱。
这话是他笑着说的。当然啦，该花的
钱还是得花的。赫尔辛基的房价或许高得离
谱，饮食相对于许多其他城市也相对较高。
但是他说的话还是道出了一些深层次真相。
例如，在纽约市上托儿所的年均成本是
16000美元。这个标准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水
平，不过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成本仍然远
高于10000美元，其中最高的是华盛顿特区，
高达22000美元。在芬兰，全国各地每一个小
孩都能享受公共日托中心的高质量服务，一

我

天之中大部分时间孩子们都在户外玩耍，由
受过专业培训的高学历工作人员看护。家庭
参照收入水平按比例支付费用。无论有多富
裕，每年支付的费用不会高过3480欧元，也
就是4100美元。
在美国，新爸爸新妈妈们不但要支付
昂贵的日托费用，而且还不得不开始为孩子
日后的教育存钱。美国私立非盈利性四年制

“北欧社会更愿意
把一些复杂的、必
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作为公共商品提
供。”
本科的平均学费加上宿舍食宿费用一年约为
45000美元。芬兰的大学教育对所有芬兰公
民和欧盟公民免费，而且政府还每个月发补
助，补贴学生的日常生活开销。
医疗保健是美国家庭最大的开支项目之
一。在芬兰，医疗保健成本通过税收抵偿，
患者仅支付一小部分费用。孕妇和儿童保健
大部分是免费的。平均每年需要自掏腰包的
成本不超过690欧元，即815美元。患者支付

的费用达到了这个限额之后，多数的医护都
是免费的。
我的这位朋友发现，高学历美国人的
收入乍看上去很高，然而上述基本服务的成
本每年要让美国家庭在税后多支出数万甚至
数十万美元。在芬兰，此类服务就和消防队
是一样的：你交了税，就有了保障。芬兰的
税率与收入成正比，所得税的水平也比多数
外国人猜测的低。（挣中间值工资的芬兰人
缴纳的税大约相当于收入的四分之一。）所
以，在芬兰即便看似工资不高，也能过得很
潇洒。
近来全世界都在热议北欧模式，丹麦语
单词“hygge”频频出现——宁愿多点时间
与家人和朋友相伴融融，而不愿为了多挣一
点薪水把自己累死。但是常常被忽略的是，
北欧国家的人们能够这样享受生活，是因为
北欧社会更愿意把一些复杂的、昂贵的、必
不可少的生活需要，比如日托、教育、医疗
卫生、诸如此类，作为公共商品提供。这意
味着人们不再需要花时间精力研究并争取这
些服务，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基础服务，
无论收入水平高低。这还意味着高收入阶层
与中产阶级享受到的是同样的服务，因此服
务质量得以保持在高水平上。
我这位朋友现在已经在芬兰定居了，找
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他觉得值。这与挣
多少钱没关系；钱能买到什么才是关键。

芬兰做得最好的
三件事情
1、骑自行车
“在芬兰，自行车道通常是与机动车
道分开的，而且常常沿水道而建，或是从
森林或城市中心穿过，即便在城市里也是
如此。上下班沿着海岸线骑自行车，没有
比这个更棒的了。”

2、日托
“一旦公共服务不尽如人意，芬兰人
投诉之快是出了名的。但是多数芬兰人都
对公共日托中心赞誉有加，说他们的孩子
在那里很快乐，白天活动很充实，是真正
的幸福之源。”

3、冬季交通
“在冻雨、冰雹、下雪天气驾车，在
任何地方都不是件容易事。在这种天气条
件下，芬兰人也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一样
会发生事故、出现拥堵。不过，在国外生
活多年之后回到芬兰，我每每对芬兰人管
理冬季交通的能力感到十分惊讶。生活照
常进行，和在夏天没什么区别。”

阿努·帕塔宁（Anu Partanen）是《北欧的万物理论：追寻更美好的生活》（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一书的作者，她在这本书中比较了美国与北欧地区日常生活的异同。她是一名芬兰记者，目前在纽约市生活和工作，为《纽约时报》、《大西
洋月刊》、《财富杂志》等刊物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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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Tuomas Muraja
摄影：Vesa Tyni

自由，平等，
基本收入
芬兰希望了解用基本收入取代失业补助，是否有
助于就业。基本收入制度将试点两年，试图测试
在获得额外收入并不会令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减少
的情况下，是否会增加人们找工作的动力。

我

记者兼作家托马斯·姆拉亚（Tuomas Muraja）是芬兰基本收入改革试点随机抽中的参与者之一。
我们请托马斯与我们分享参加这次试点的体验。

中了社会保险局的大奖：
换言之，我被抽中参加基
本收入改革试点。我是比
较少见的时而打打短工时
而失业一段时间的自由职
业者，幸运地获得了这次

机会。
这场实验的目的是简化社会保障体制，
消除所谓失业陷阱，即因为担心失去社会福
利而不愿意出去工作。参加试点的2000名成
人在两年时间里每月领取560欧元的基本收
入，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参与者是在2016年11
月从25至58岁的领取基本失业补助（所谓劳
动力市场补助或基本失业津贴）的失业人口
中随机抽取的。
2017年1月起开始的基本收入实验受到
了全世界的关注，许多外国媒体都进行了报
道。迄今为止，我已经接受过英国BBC、

意大利电视频道Rai Uno、德国《日报》
（Tageszeitung）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基本收入
实验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简单回答就是：就经济状况而言，没有
变化。让国际媒体惊讶的是，芬兰已经有了
向处于各种生活境遇下的公民提供基本财务
保障的制度。世界上许多地方尚没有这样的
体制。
对打零工说“YES”
然而，参与这个实验对我产生了非常积
极的心理影响。我更愿意领取基本收入，而
不是延续旧体制，填那些复杂的表格。
早前，我是不愿意接受打零工的，因为
担心失去社会福利，以后还得再申请一次。
由于这种官僚体制的存在，接受这些零打碎
敲的工作从财务上而言是划不来的。现在，

打短工不再会减少我的社会福利，也不会推
迟福利的领取，我就感觉有保障多了。
因为参与了实验，我就能够参加自己写
的书的推广活动等。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报
酬通常非常微薄。过去，参加图书馆或学校
组织的研讨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基本收入
实验大幅降低了我的所得税税率。现在对这
些邀请我是有求必应。
2017年初，我获得了芬兰文化基金会的一
笔资助，以完成一本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
这本书于2017年春出版了。目前我正在写几本
新书，不过尚未收到任何新的拨款。我向出
版社投了一些文章的稿件，但是在发表之前
我是拿不到稿费的。此外我还向传媒和新闻
行业投了几十份求职申请，不过还没有收到
面试通知。
单靠基本收入是填不饱肚子的。我每个
月单单日常生活开销就需要近2000欧元，
这是我必须通过写作赚取的经常性收入的金
额。通常，失业人士每月赚取300欧元的话，
是不用担心失去任何失业补助的。一旦达到
了这个上限，每多赚取1欧元，失业补助就将
削减0.5欧元。
申请调整失业补助，要求申请者报告
所领取的每一次和每一笔薪酬。由于手续处
理时间长，补助的支付时间将有可能因此推
迟。
在新制度下，不再需要提交任何报告。
我可以集中精力写作和找工作。我感觉基本
收入给了我更多的自由，而且让社会更加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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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Harri Tarvainen

刺激就业
芬兰总理办公室政治分析组的专家马库斯·
卡内瓦（Markus Kanerva）表示，基本收入改
革实验的目的是进行实践测试，了解在额外收入
不会导致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减少的情况下，人们
是否有动力去找工作就业。
“在试点阶段，失业者即使找到了工作，仍
可以完整地保留他们的基本收入。据认为这样有
助于失业者接受工作岗位，即便这份工作薪酬不
高或是短期的。”
基本收入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但
对于三四十岁、签了短期就业合同的人来说，
这个方案似乎是最完美、最适合的。社会保
险研究所的研究员米思卡·希马奈宁（Miska
Simanainen）指出，基本收入改革方案的拥护
者常常声称这项举措能满足各类自我雇佣者（如
自由职业者）的需要。
消除贫困不是这次实验的目的。
“基本收入制度本身并不能如预期的那样消
除贫困。减少贫困取决于基本收入的水平，以及
涉及社会保障的其他因素如何安排。” 希马奈
宁说道。

通过实验臻于至善
推动试点和实验是本届芬兰政
府的重要工作之一，目标是寻
找创新方法促进芬兰社会和服
务的发展，以提高效率，赋权
增能。在就业（基本收入试点
就是其中的一个良好范例）、
循环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实验文化的发展尤其显著。到
2025年之前，芬兰希望能够
成为通过社会实验制定新型解
决方案的先驱国家之一。
kokeilevasuomi.fi/en

走向类似基本收入制度的政策？

做称心的工作
西妮·马蒂宁（Sini Marttinen）是基
本收入试点的另一位参与者，她拥有社会科
学专业硕士学位。她在一家为灾难救援和物
流行业筹集资金的基金会找了份工作。
“这是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她说。“
工作是兼职的，我可以继续做帮助低收入家
庭、在押犯和难民的志愿者工作。”
她是设在赫尔辛基的芬兰红十字会卡里
奥 - 盖比拉（Kallio-Käpylä）分会的理事之
一，还志愿担任了分会的宣传经理。
基本收入改革实验鼓励她再次创业。过
去，创业将意味着失去所有社会福利。
“早先我曾经说过我不会再创业了，但
是我又回来了！基本收入帮助我支付强制性
养老金，即便连续几个月没收到订单或任务
也不要紧。对我而言这种安排是完美的：就
像是中了彩票一样。”

“在芬兰，人们普遍认为失业者是咎
由自取。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人人都有可
能丢掉饭碗，有时候是出于你无法左右的原
因。”马蒂宁表示。
她相信，向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将有助
于消除因失业而遭到歧视的现象。这应当与
儿童津贴相似，后者是每月一次自动向有孩
子的家庭发放的。
“对于最弱势群体来说，单单靠钱的
话，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基本收入制
度将有可能让社会工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照
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例如，对某些惯
犯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找到新
的生活道路，找到一个能称作家的地方，获
得教育、工作和对抗毒瘾的手段，以及还清
债务。”

卡内瓦解释说，当前体制下的社会福利没
有被充分利用，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有资格
领取。
“但是，实验可能会推动类似基本收入制度
的政策的出台。这种政策可能包含自动获取的基
本补贴，这样一来将可降低官僚主义的影响，减
少福利时领时断的现象。换言之，这种体制将把
多种福利合并在一起，如公司创业补贴、社会保
障基金等。”
即便找到了全职工作，参与者仍可以保留全
部的基本收入，就这一点而言实验是不现实的。
若基本收入制度要广泛推行，那么在达到特定的
薪酬临界值之后，可能将需要通过税收来平衡。
由于基本收入主要用来替代现有的福利，
因此实验的成本不高。据估算，两年时间里的
成本将是750万欧元。实验结果2019年初将可见
分晓。
“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初期有了结果也不能
公布，以确保不对实验对象的行为产生影响。”
卡内瓦指出。

我们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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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独特的基本收入制度实验

2017-2018年
实验为期两年

2000
名参与者

2016年11月从年龄在25至58岁的领取基本
失业补助的成人中随机抽取。

每月560欧元
基本收入金额

目的
了解基本收入能否促进就业、简化社会保障体制。
基本收入金额不会因为参与者可能获得的任何其他
收入而减少。在试点期间找到工作的参与者将继续
领取基本收入。

资料来源：芬兰社保局（K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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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Päivi Leinonen，Marjo Linnasalmi，Kati Valjus，Taru Virtanen
照片提供：Päivi Leinonen，Pekka Nieminen，Tommi Tuomi，Kati Valjus

DEBESAY OKBASAMIEL,
学生，22岁，奥卢
“一年前我从厄立特里亚来到这里。芬兰是
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且当你成为永久居民之后，
就可以拿到补助上学念书。我希望成为一名护
士，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护理课程。”

街头采访

AIRA DAVIDSSON，
退休人士，65岁，
赫尔辛基

ALEKSI MIKKOLA，
主管，40岁，图尔库

你觉得怎样才算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什么让芬兰人的
日常生活舒适惬意？我们在三座城市的街头采访，询
问大家什么是芬兰日常生活最美好的地方？

“在这里保持身体健
康很容易，也很便宜。
我经常骑车，家附近就
有一个露天公共健身公
园。游泳也不用花多少
钱。”

“城市文化具有实验性，充满了
生机。这里很安全，因为人人遵纪守
法，尽管某些法律条款有些滑稽，比
如不允许把啤酒从酒吧带出来到街对
面的露台上去喝。”

SANNA TARVAINEN，
记者，42岁，奥卢
“公共医疗卫生拯救了
许多我爱的人的生命，罹患
癌症之后我自己也是受益
者。医疗卫生体系不算完
美，但在许多关键点上这套
机制是起作用的。”

TEUVO TIKKANEN，
媒体顾问，70岁，图尔库
“生活井井有条，安全放
心。警方和军队都很规范。我们
的文化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就是
太忧郁了一点。我希望人们更多
地看到好的一面。”

JAANA HEISKANEN，
企业家，49岁，奥卢

NIINA BERGIUS，
制作人，34岁，
赫尔辛基

“食品很纯净，我们对此
已经习以为常了。可能的话，
我总是选择芬兰食品而不是进
口产品。”

KATRI NIETOSJÄRVI，平面设计师，38岁，宝宝叫
VALLE，1岁，赫尔辛基

LEEVI MÄKIKALLI，
应征入伍者，20岁，图尔库

RUBEN MARTINEZ，零售主管，40岁，
赫尔辛基

VILLE POHJONEN，
创意总监，29岁，
奥卢

“带宝宝的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长长的产
假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亲人和朋友相伴。”

“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财富
或家庭背景无关。这很了不起。”

“八年前我从西班牙搬来这里。我喜欢这里一
切都运作良好的样子，例如教育、医疗卫生体系等
等。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是一样：公共交通总
是很准时。”

“这里人人相互信
任。在工作中，这让合作
得以大胆而且创新地进
行。”

“芬兰是大自然
爱好者的天堂。我住
在赫尔辛基，到处有
绿地、公园、森林。
我们还有风景壮丽的
国家公园和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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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thisisfinland.fi/emoji 和 iStock

“没有等级分化是令人振奋的，
人的威信通过专长的高低赢得，
这也让男女员工之间达成了平
衡。”

芬兰独有

“安全感独一无二。”
兰式
话形容芬
的
己
自
用你
的体会
工作生活

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在芬兰工作可能是难忘的经历。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询问你们在芬兰的工作生活的感
受——以下是你们的回答。

“和芬兰人做生意最容易了！绝对说话算
话。对芬兰人的许诺你完全可以信任。芬兰
人还很乐于助人，很诚实。”

特

中最独
工作生活
的
兰
芬
在
什么
的地方是

“工作与生活完美
平衡。灵活度非常
高。”

男女平等的程度
气氛随和/没有等
级森严的感觉

假期好多

“我认识几位芬兰母亲，她们都身居要职，但
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边工作边带娃的母亲那样
焦头烂额。她们好像很心平气和，工作当妈两
不误。超赞的！”

在桑拿房里
谈工作

“我级别不高，但有时候和
CEO一起吃午饭。在其他国家
可不会这样。我很赞赏他谦逊
低调、脚踏实地的样子。”

“观察周围同事，我发现原来他们工作中有
‘咖啡与笑声’休息时间。他们聚在一起大笑
10分钟，之后继续工作，个个精神焕发。”
“这里的环境有利于创意，而不会妨碍创意的
实现。”

静悄悄的

23%

有咖啡歇

18%
5%
thisisfinland.fi

11%
goodnewsfinland.com

19%

24%

“我不愿意拿芬兰的工
作环境与世界上任何其
他地方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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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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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Silja Kudel
摄影：Vesa Tyni

琳达的异想天
开编程书
帮助孩子们勇敢地掌握技术，是芬兰技术教育
的先行者琳达·柳卡斯（Linda Liukas）的使
命。她就像是21世纪的阿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用童话的形式把编程的学问变成诗
篇，教给孩子们。

岁的琳达·柳卡斯梳着姜黄色的马尾辫，脸上长
着雀斑，笑起来能把冰山融化，不难看出为什么
有人形容她是“怪阿姨版长袜子皮皮”。正如童
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笔下的那个活泼可爱
的红发女主人公，柳卡斯同样无所畏惧、灵感四
射、聪明绝顶。说到为儿童传授知识，她作出的
贡献就好比单手举鼎。
她穿着紧身皮裤和运动鞋，一阵风似地飘进了赫尔辛基新开的
时尚海滨桑拿中心“蒸汽”（Löyly），引发超高回头率。在一片窃
窃私语声中，她从鼓鼓囊囊的包里抽出了让她如此兴奋的原因：她
刚从自己新作的发布会上出来，书名叫做《Hello Ruby：互联网大
冒险》（Hello Ruby: Expedition to the Internet，2017）。
这是她获奖的“Hello Ruby”系列的第三本，她的书揭开了编程
的神秘面纱，教会孩子们电脑思维的基础。这一系列新近荣获了中
国的最高设计奖项“中国设计智造大奖”，获得奖金13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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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帮助人们掌握技术的学习资料很少。买一本技术类的‘傻瓜书’来看，你感觉自己就
像个傻瓜，这样于事无补。”琳达·柳卡斯说。

21世纪的“读书识字”
不过，形容柳卡斯是“成功的童书作
家”，正如说史蒂夫·乔布斯是个“卖电脑
的”。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先行者，她的使
命是激励儿童通过技术表达自我。
“我小时候就一直希望有一本像‘Hello
Ruby’那样的书。编程就是21世纪的识字，
而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看上去都像是软件问
题，但不是单靠软件设计师就能解决的。我
们需要多元的输入，来自所有人，从娃娃开
始。”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在我小的时候，在艺术和数学之间只
能选择其一。为什么就不能文理兼修呢？电
脑是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我把自己
在做的事情看成是为孩子们提供创造性思维
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教他们编程。”
戈尔的粉丝
从“极客”到闻名世界的作家，柳卡斯
走过的历程是一段“侥幸的冒险”。推动她
前行的动能，是从小对阅读、绘画和电脑的
热情。
“现在回头望去，所有这些茎蔓是怎么
缠在一起变成我现在在做的工作的，好像再
顺理成章不过。”
当其他女孩都在往墙上贴歌星照片的时
候，柳卡斯却对艾尔·戈尔“情有独钟”。
“我那时有点乖僻。我自学了编程，为
的是能创建一个戈尔的芬兰粉丝网站，那时
我才13岁。”她笑着回忆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她和几个兄
弟一起把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大卸八块，从此
以后她对技术的热情就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热恋。
“通过玩电脑，我了解到编程可以成为
建设世界的创造性工具。我对技术不知天高
地厚的好奇心来自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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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Iiris Heikka，Marc Olivier Le Blanc，
Samuli Skantsi以及其他受访者

琳达在TED上关于儿童和电脑计算的
演讲已经有超过150万人次观看。
ted.com，搜索“Linda Liukas”

（Tove Jansson）和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的书长大，亚美和长袜子皮皮是我的精
神导师。在北欧，我们可以效仿的楷模很多，各式各
样。”
柳卡斯常被冠以为女性赋权增能的倡导者的称
号，但她坚持认为她希望传达的核心讯息不仅仅是女
权主义，而是多元化。
“当日本小男孩告诉我，他们最喜欢的角色是
Ruby ，而不是男性角色Django 的时候，我很高
兴。男孩子能接受女孩作为他们的英雄，这太棒了。
我希望把女孩引入技术世界中来，但我同样希望帮助
男孩接受不同的身份角色，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做护
士。”
瑜伽和独角兽
柳卡斯是个不可救药的书虫，一周至少读一本
书，从哈利波特到海明威，一本接一本。她的灵感来
源不拘一格，从瑜伽到周五晚上的披萨，甚至还有浑
身亮闪闪的独角兽。
闲暇的时候，她在赫尔辛基电缆厂的顶层公寓里
享受新婚生活，用下厨和种菜来放松调剂。
“我在电脑上花的时间太多，所以希望亲近周围
的世界，做些简单、接地气的活动。在其他时间里我
的工作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的。我试着效
仿托芙·扬松：她将艺术与生活看成不可分割的同一
件事情。”

琳达的励志语录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未
来的阿达·洛夫莱斯们长大
成人，她们对技术持有乐观而
且大胆的看法，并且利用技术
创造出一个美好的、异想天开
的、稍稍有一点怪诞的新世
界。”
“我们都应当习惯于绊倒
跌跤。人人都会踉跄，人人迟
早都要摔跟头的。编程就是教
你要能容忍出错。”
“最为‘升级换代’的变
化发生在童年。儿童改变了世
界，世界也就变了。”
“假如说编程是新的‘世
界语’，那么我们与其上语法
课，不如全都去学习诗歌。”

芬兰技术界
“超女”大有人在
碧娅·亨瑞塔·盖卡莱宁
（Pia Henrietta Kekäläinen）
Carbo Culture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
司以生物质为原料制造高端碳制品。同时
她也是Mehackit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通过创造性技
术课程赋能于青少年和教师。

奈莉·拉赫登麦基（Nelli
Lähteenmäki）
Fifth Corner Inc.公司的CEO兼联合创
始人，YOU-app的设计者。这是一个基于
科学的自我提高平台，帮助人们作出积极的改变，每次
一小步。Fifth Corner Inc.公司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卫
生行业、保险公司、企业和消费者。

技术教育的形象大使

Rails Girls走向全球
柳卡斯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学的专业
很多元，包括哲学、商学、法语、视觉传媒
等。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她经历了一次顿
悟。
“在美国我见到了人们是怎样真正运用技
术改变世界的。这就是我发起 ‘Rails Girls’的
灵感来源，这项运动的宗旨是让更多女性参
与到IT领域中来。”
Rails Girls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计划，
覆盖227个国家，旨在为女性提供编程基础培
训。这个非盈利性社群举办培训班，为女性
提供机会，让技术成为她们释放创造力的平
台。
Ruby 把一切解释给你听
Rails Girls之后就有了Hello Ruby，最
初的想法是柳卡斯在学习开源编程语言Ruby
的时候产生的。每当遇到理解困难，她就画
一个名叫“Ruby”的红发女孩，然后问自
己：“Ruby会怎么解释？”
第一本书在Kickstarter上众筹了38万
美元，成为这个平台上筹集到资金最多的童
书。《Hello Ruby：编程大冒险》（Hello

Ruby: Adventures in Coding ，2015）现在
已经发行了至少22种语言的版本。
该系列的第三本书是尝试让孩子理解互
联网的先驱作品。
“互联网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呈现，令它
看上去就像一个阴森恐怖的无底洞。我的书
说明了互联网不过是一个传播工具而已。”
柳卡斯解释道。
“我把互联网描绘成一座冰雪城堡，
这个比喻让小读者更容易理解。我还是超爱
读童话，所以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教孩子
们。”

让编程进入芬兰小学课程，柳卡斯在其中发挥
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她现在为世界各地提供咨询服
务，与美国教育家积极合作在纽约市开展教育项目，
和日本的教师也有合作。
其他正在筹划中的项目包括即将在中国推出
《Hello Ruby》系列。该系列中的第四本书也正在撰
写中，主题是人工智能。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什么能阻挡柳卡斯通
过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追求，无论是以作家、插
画家、程序员还是教育家的角色。
“我的专业身份很有灵活性。我们人类不像电
脑，不是二进制的。就像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的，
人人都是多元的。”

玛利亚·里托拉（Maria Ritola）
Iris.ai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制
造了一款AI科学助理，可以加快企业和高
校的研究工作进程。目前Iris.ai公司已经实
现了文献映射（研究过程中最辛苦最枯燥的环节）的半
自动化。公司的长期目标是制造一台AI科学家。本刊第
6页上有更多相关信息！

叶妮·沃夫瑞姆（Jenny
Wolfram）
BrandBastion的CEO兼创始人。该
公司提供最迅捷、最准确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24/7实时保护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投资。

阿达·洛夫莱斯与亚美
当我们问她是哪些个性特点让她成为全
世界孩子们的启蒙老师的，柳卡斯连珠炮似
的给出了一连串答案：
“我有好奇心！还有每次接触到有趣
的东西，我都会满怀热忱地去了解。”她咧
开嘴笑着，仿佛是在用笑容证明她说的话一
样。
“我的第三个优点是自信。我有
强烈的‘是的，我可以’意识。这是我
童年时代养成的。我从小读托芙·扬松

“我认为自己是在为孩子们
提供创造性思维的工具，而
不仅仅是教他们编程。”

玛丽·拉蒂拉（Mari Lättilä）与
玛乐约·谢博利（Marjo Sjöberg）
Qentinel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
软件质量保证服务与咨询服务的独立提供
商，为依赖于高质量IT系统与软件的公司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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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照片提供：Oodi 中央图书馆

撰稿：Sami J. Anteroinen

一切尽在TUBE

创业开公司？

乔迁

芬兰Tubecon是全欧洲最大规模的YouTube文化盛会，
风潮正在向欧陆蔓延。继瑞典和西班牙之后，Tubecon又
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许可协议：瑞士、奥地利、意大
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此外，德国、丹麦
和挪威也有望很快加入到Tubecon的大家庭中来。
第一届Tubecon是2014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参加者
5000人。最近的一届大会吸引了18000人参加。

在芬兰开设公司，基本没有语言障碍，因为几乎所有
手续都能以英语办理，而且可在网上办理。研究表明，在
芬兰，繁琐的手续比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少，公司很快就
能开张。
对那些心怀创业志向的人，芬兰在公司创办过程的各
个阶段都提供指南和支持，还有各种手册和课程供参考学
习。此外，未来的企业家们还可以考虑申请创业补助，非
芬兰国民也能申请。

北欧地区最大的金融集团Nordea将把
总部从斯德哥尔摩搬迁到赫尔辛基。最重要
的决定性因素是：芬兰处在欧元区和欧盟银
行监管体系之内。芬兰是北欧地区唯一使用
欧元的国家。
迁址计划仍有待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股东
的认可，Nordea的年度股东大会将于2018
年春举行。

tubecon.fi

你有在赫尔辛基成立公司的设想吗？请访问：
newcohelsinki.fi/en

照片提供：Lightneer

摄影：Mika Alavesa

争取获奖

keskustakirjasto.fi/en

奖项，奖金价值一百万欧元，每两年颁奖一
次，下一次颁奖定于2018年5月22日。这个
奖项彰显了科学与创新对社会乃至全人类的
重大影响。
迄今为止千年技术创新奖已经颁发给了12
项杰出的创新，覆盖从万维网到开源软件、
从干细胞研究的突破到节约成本的太阳能的
多种领域。最近的获奖者是生物化学家弗朗
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她的发现
开辟了“定向演化”的研究新天地。
taf.fi/en/millennium-technology-prize

书之颂歌
赫尔辛基很快就将拥有一座新的地标建筑——
Oodi 中央图书馆即将竣工。Oodi（即英语“Ode”，
“颂歌”之意）图书馆将从2018年12月起开放，在市
中心提供了一座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
Oodi 是传统图书馆概念的升级版，在图书馆的基
础上添加了社区导向、多元化和“发现的乐趣”等特
色。在芬兰独立百岁庆之后一年建成，这座中央图书
馆也算是一份生日贺礼吧。

千年技术创新奖（Millennium
Technology Prize）是芬兰为鼓励创新设立的

走向循环经济之路
芬兰编制了全世界第一份通往循环经
济的国家路线图。路线图界定了系统性改
革国民经济的必要步骤。
芬兰政府的目标是到2025年以前让芬
兰成为生物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先驱国家之
一，大力倡导可持续福祉的理念。绘制路
线图的宗旨是在企业界、政界、科学界和
各类组织中营造一种共识。
sitra.fi/en

烧脑游戏
游戏设计师中的精英与来自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和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联手组团，将会迸发
出怎样的火花？芬兰学习游戏工作室Lightneer推出的
首款游戏“大爆炸传奇”（Big Bang Legends）的目
标是成为地球上最好的科学教育类游戏。这款游戏将
于2018年上市，寓教于乐，通过好玩的游戏学习量子
物理学。我们预计这款游戏将成为明年的大热门。
lightneer.com

30

社会语境

亲近芬兰 31

撰稿：Taru Virtanen
照片提供：Pekka Mustonen，Kim
Öhrling，Maija Tammi，Marko
Rantanen，Sony Music

撰稿：Sami J. Anteroinen
照片提供：各酒店

余音绕梁
你知道吗？芬兰是人均音乐会举办场次最多的国家。夏季的几个月里，芬兰各地几乎天天
都有音乐节在举办。五位芬兰名人分别介绍了自己最爱的音乐节。

罗莎·李克松（ROSA
LIKSOM）
作家兼画家

“我最喜欢的音乐节是每年六月在拉
普兰小镇考科宁（Kaukonen）举行的‘寂
静’音乐节（Silence）。节目相当跨界，
包括当代古典乐和现代马戏。对艺术和地
方文化感兴趣的人们汇聚到一起。音乐节
上将会举办研讨班，上演高质量演出，
这一切都是在壮美与寂静的环境里进行
的。”
hiljaisuusfestivaali.fi/about

宝拉·苏霍宁（PAOLA
SUHONEN）
设计师，画家，电影制作人

“Superwood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精品
文化节，芬兰电声和流行音乐、学术对
话、电影和艺术与设计等各界的达人齐聚
一堂。举办地点设在赫尔辛基东部的海
边，黑暗的森林里。2017年是Superwood
的第一届，这也是斯堪的纳维亚时尚品牌
首次自己组织文化节。这样一来，每年十
月份前来暗黑的赫尔辛基就有了最好的理
由。”
superwoodfestival.com

佩卡·古西斯托（PEKKA
KUUSISTO）
小提琴家兼作曲家
“假如你对室内乐有所了解的话，或
多或少会听说过著名的库赫莫（Kuhmo）
室内乐音乐节。一座从地图上看远离任
何‘大圆点’的小镇，两周时间里满是几
乎不间断的日光和欢乐的音乐演出。假
如你希望演出地点不要离赫尔辛基太远的
话，不妨来参加‘我们的音乐节’（Our
Festival）。就算不是我本人担任艺术总
监，我还是要向你推荐。这个音乐节为期
一周，大约有20场演出，节目非常多元，
其中包括在西贝柳斯故居的起居室里举行
的音乐会。”
kuhmofestival.fi/english
ourfestival.fi/eng

里谷·朗达拉（RIKU
RANTALA）

伊萨克·艾利奥特（ISAC ELLIOT）

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最喜欢的音乐节是路易斯洛克摇滚音乐节
（Ruisrock），这是在图尔库（Turku）群岛举行的为期三天的
大规模音乐节。能在那里演出一直是我的梦想。登上随便哪
个舞台应该都很满足了，但我得到了登上主舞台的机会。我
永远都会记得我16岁时那个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日子，我的
梦想成真了。周围环境棒极了，附近海面上有大小船只开来
开去——非常的特别。”

“我推荐芬兰堡爵士乐节（Viapori
Jazz）。这是每年八月在赫尔辛基近海的芬
兰堡要塞岛上举行的爵士音乐节，规模不
大，但水准一流。这个音乐节将芬兰最顶
尖的音乐人与如画的风景、漆黑而温暖的
夏末夜晚结合在了一起。”
viaporijazz.fi

流行乐艺术家

ruisrock.fi/en

住得有品位！
从芬兰最南端的海岸一路向北直至拉普
兰，以下这些酒店绝对会让你赞叹不
已。尽情享受良宵吧！

克拉丽奥的召唤
赫尔辛基克拉丽奥酒店（Hotel Clarion Helsinki）2016
年10月一经开张，几乎立即就成为真正的城市地标。酒店为
赫尔辛基的城市风景线增添了两座摩天楼，酒店内还设有一
个会议中心。欢迎来顶楼的天空酒吧坐一坐，在露台上的露
天泳池里泡一泡！
nordicchoicehotels.fi/hotellit/suomi/helsinki/
clarion-hotel-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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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各酒店，Moomin
Characters TM &
Dennis Livson

夏日清风
汉科（Hanko）号称芬兰的里维埃拉，而瑞卡塔
Spa（Regatta Spa）与这一片阳光海岸堪称绝配。这
家全新的spa度假村内设有桑拿房、游泳池、美容与养
生护理、瑜伽课程，当然还有泳池外的碧海金沙。
regattaspa.fi/en

感受群岛

与姆明一族同乐

芬兰最西端的奥兰（Åland）群岛总能为游客留下难以磨灭的深
刻印象。哈夫斯维登酒店（Havsvidden）的客人可在主酒店和独栋别
墅之间选择自己喜爱的住宿方式。这些独栋别墅坐落在海边的悬崖之
上。每座别墅都有自己的桑拿房！
havsvidden.com/en-gb

夏日的纳坦利
（Naantali）欢乐无限，因
为这里有阳光、大海，以及
定居在这里的天性快乐的姆
明一族。帕罗酒店（Hotel
Palo） 提供了一个惬意的基
地，让您尽情享受所有这些
活动的乐趣。
palo.fi/en

上去吗？
根据斯蒂芬·金作品《黑暗
之塔》（The Dark Tower）最
新改编的电影很明显受了坦佩雷
（Tampere）这栋地标高楼的
启发。25层楼的坦佩雷索克斯
托尼酒店（Sokos Hotel Torni
Tampere）高88.5米，可在上面鸟
瞰周围的城市风景。而且，创新的
照明方案令这栋建筑即便在最黑暗
的季节里也清晰可见。
sokoshotels.fi/en/tampere/
solo-sokos-hotel-torni-tampere

统统关起来
小罗伯茨酒店（Hotel Lilla
Roberts）2015年在赫尔辛基市
中心一栋原警察局大楼（以及发
电站）内开张，共有130间完美
的客房。这栋建筑是由芬兰最著
名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大师之一
塞利姆·A·林奎斯特（Selim A.
Lindqvist）设计的。
lillaroberts.com/en

波尔沃的时间机器
波尔沃（Porvoo）小镇处处
被浓郁的历史氛围晕染，奥尼精品
酒店（Boutique Hotel Onni）也
不例外。酒店位于波尔沃镇中心，
原本是始建于18世纪的庄园宅邸，
所有客房均保留着传统的样貌，向
历史致敬。
onniporvoo.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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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各酒店

就是那种温馨的感觉
以木材和石材为核心材料营建出的氛围，既真实又温
暖。位于芬兰东部塞马湖和林纳萨利（Linnansaari）国家
公园附近的湖心酒店及Spa度假村（Hotel & Spa Resort
Järvisydän）采用的就是这套方案，效果相当好。
jarvisydan.com/en

派对开始啦
曼达（Mänttä）曾经是一座
林业城镇，如今变身为蓬勃兴起的
艺术家社区。1920年建造的曼达
俱乐部（Mänttä Club）内的客房
让人得以一窥这座工业城镇昨日的
样貌。事实上，当年芬兰林业的巨
头们曾经常在这里举办盛大派对。
klubin.fi/en

总统待遇
这里始建于1845年，最初是护林人的住宅，可供旅行
者借宿。蓬卡哈尤酒店（Hotel Punkaharju）最终发展成为
一家大酒店，总统曾在酒店内与部长们会晤。不少人认为这
里旖旎的景色是芬兰最美的一处风景，或许正是这一点令酒
店魅力倍增。
hotellipunkaharju.fi/en

水花四溅！
塞马湖是芬兰境内最大的水
体。艺术与设计别墅（Art & Design
Villas）就坐落在离湖岸线仅70米远的
地方。别墅由蒂莫·莱维斯卡（Timo
Leiviskä）设计，由一系列半独立式
房屋构成，组合起来便是一座五卧室
别墅。
anttolanhovi.fi/en

皇族礼遇
朗达林纳酒店（Hotel Rantalinna）
建于1912年，是一座真正具有装饰艺术
风格的城堡。城堡曾经为罗曼诺夫家族（
沙俄皇族）成员亚历山大·奥尔登堡亲王
所有。这才叫皇家式度假！
rantalinna.eu/en

无与伦比的树屋
请相信本地人告诉你的：圣诞老人的确来自芬兰罗瓦
涅米。若想见见他老人家的真容，北极树屋酒店（Arctic
Tree House Hotel）是理想选择——树顶景色独好，酒店
就位于圣诞老人公园外。
arctictreehouse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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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这就是芬兰》编辑部
照片提供：Emma Elftorp，Veera Kujala以及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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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4.

02.

01.

03.

07.

精益求精
所谓奢华，就是超越预期。芬兰的奢华品
牌以来自大自然的灵感与精湛的手工艺、
世界级的设计以及纯正的个性相结合，超
越了平凡。以下是我们推荐的几款精品。

08.

10.

09.

说明
01. Kyrö Distillery Company，获奖黑麦金酒。kyrodistillery.com / 02. Eero Aarnio，Cognac XO椅，4550欧元。designeeroaarnio.com
/ 03. Finsk by Julia Lundsten。finsk.com / 04. Haikara 智能手表。haikara.co / 05. SarpanevaUhrenFabrik 是彻头彻尾的芬兰手表品
牌，S.U.F Vetehinen。sufhelsinki.com / 06. Hálo，RUSKA衬衫，240欧元，长裤 310欧元。halofromnorth.com / 07. Lovia，Kaski 再
生皮革托特包，925欧元。loviacollection.com / 08. Lapponia Jewelry，“冬日珍珠”项链，3100欧元。lapponia.com / 09. Ruokangas
Guitars，独角兽经典（Unicorn Classic），9500欧元。ruokangas.com / 10. Finnviini，Sametti越橘甜酒。finnvii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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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大自然
撰稿：Tiia Rask
摄影：Olli Oilinki

到大自然中去
在乡间自由徜徉，对许多人来说
堪称一种奢侈。在芬兰，这却是
所有人的权利。探索野趣、漫步
林中小道、搭帐篷、采蘑菇、摘
浆果——土地所有者是谁可以不
论，享受自然不需要付费。
在芬兰，大自然总不会离你太
远。芬兰的森林风景优美，湖泊清
澈见底，人人都渴望享受这壮美的
景色——欣赏秋日的缤纷色彩，深
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沿着绿幕骑车
旅行，在平静的河中划桨荡舟。森
林里点缀着小木屋，城市居民常常
来这里放松“充电”。大自然治愈
一切——在她的怀抱中，你一定会
神定气闲，充满了积极的能量。
nationalpark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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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谁？
用著名芬兰形象自测一下，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芬兰的真粉丝。
答对1-4个：差一点，还不能算。来芬兰吧，刷新你对芬兰的了解！
答对5-7个：不错啊。再接再厉，你很快就能以芬兰专家自居了。
答对8-10个：OK，你确定不是伪装成外国人的芬兰人？芬兰的真粉丝就是你了。Onnea！
答案

1、圣诞老人

3、愤怒的小鸟中的“小红” 4、诺基亚手机经典游戏中的“贪食蛇” 5、手机游戏“爬坡赛车”中的牛顿·比尔 6、“部落战
争”游戏中的蛮族首领 7、The Dudesons 8、Tatu & Patu 9、笑笑小虫（Gigglebug） 10、“芬兰的汤姆”笔下的Kake

2、姆明

照片与插图： Taneli Armanto/Rumilus Design, Rovio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The Dudesons, Gigglebug Entertainment Oy, Santa Claus Foundation and Santa Claus Licensing Ltd.,
TOM OF FINLAND (Touko Laaksonen, Finnish, 1920 – 1991), Untitled, 1978, Graphite on paper, © Tom of Finland Foundation, Fingersoft Ltd,
©MoominCharacters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