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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群山

Interview
with Foreign
Residents

小林汤姆
贝尔纳鲁・兰奇里耶
塞巴斯蒂安・维勒

セバスティエン・ヴェーロ
职业是编程人员，在东京已居住 8 年，加拿
大人。非常遗憾的是，最近要回加拿大了。日
本的山脉非常地迷人，与喧嚣的城市街道是宛
如不同的世界一般。据说他每次登上都会让他
想起故乡。

贝尔纳鲁・兰奇里耶
比利时土生土长，14 年前来到日本。就职于
软件公司，在 Nikon 沙龙办过个人作品展，
是一名活跃的山岳摄影师。来日本前没有登山
经历。

小林汤姆
在日本出生，不久就移居英国，10 年前再度
回到日本。登山是为了逃避都会的喧嚣，在孩
子出生后只能以当天来回的登山将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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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鲁 ：　　其实，在比利时时，
我没有玩过登山运动。第一次登山
是在来自后，日语老师的邀请才去
的。自从以后，我就迷上了登山运动，
最近，每个月我都会去 2 次。冬天
的话，雪鞋健行和越野赛最好玩。
汤姆 ：　　我在英国经常去登山。
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也经常
去。新西兰的山是世界上最棒的山。
贝尔纳鲁：　　那里真是非常棒的！
汤姆 ：是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塞巴斯蒂安 ：　　在加拿大时，我
玩过 Whitewater Kayak。就是去到
山里，寻找自己喜欢的河流。非常
简单吧。因为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
所 以 改 成 了 登 山。这 里 没 办 法 玩
Kayak。
所有人 ：　　（笑）
塞巴斯蒂安 ：　　现在，我下山都

是用走的，这让我无法相信！

JQR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登山？

塞巴斯蒂安 ：　　就我来说，我喜
欢给自己设定一个比较有难度的目
标。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请上一个
星期的假，然后去北阿尔卑斯山。
我尤其喜欢从北穗高取道枪岳的感
觉。一般情况下 2 天的路程只要 1
天就可以了。就好像是在跟自己比
赛一样。虽然是休假，但却比工作
日还要累！
所有人 ：　　（笑）
塞巴斯蒂安 ：　　拍照我也非常喜
欢，但最喜欢的还是竞赛。就像骑
自行车一样，我不能忍受慢慢前行，
一直都跟在比赛一样，如果来到了
公交车旁边，我会要去超过公家车！

在山里，我会选择最陡峭的山路，
奔向最高的顶峰。
汤姆 ：　　上了发条一样！
塞巴斯蒂安 ：是的。我还特别喜欢
山中的那一份宁静的感觉。
汤姆 ：　　我登山并不是为了惊险
刺激，而是因为在山里可以享受到
被那份宁静和平静所包围的感觉。
目前，因为有孩子，所以我无法在
山中过夜。因此，我都会选择一个
人当天来回的路线。这样，就可以
享受的无拘无束的解放之感。我儿
子现在已经 4 岁了，我在想应该差
不多是可以让他一起去体验一下简
单的路线了。接下来我会带他去体
验一下迷你登山，真是非常令人期
待。但，说句实话，我也好像已经
过了去寻求冒险和刺激的年龄了。
所有人 ：　　（笑）

参与本次座谈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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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登山运动的魅力是什么？

在日外国人座谈会

日本人口密集，具有很强的都会感。

很多外国人都以为日本除了富士山以外，

其他所有的山和原始森林都已经被大楼和游乐场所取代。

尤其是对于那些除了阿尔卑斯高峰之外都已经开垦一通的欧洲人来说，

仅仅在海岸线上的弹丸之地建筑家园是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

在此，我们特别访问了 3 位居住在东京的登山爱好者，

请他们来谈一下国土之 66% 为森林所覆盖的日本登山运动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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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很刺激

登山时可
以无拘无束 景色太美了！！

贝尔纳鲁 ：　　我登山是为了那里
漂亮的风景。每次去，我都会背上
重重的相机，在冬天可走不快。我
是抱着期望遇到美景的心情在登山
的。
有时我也会带上轻便相机去奥多摩
的当天路线，但那时我肯定会遇到
非常迷人的景致，每次我都后悔不
已为什么我没有带上三脚架。

JQR ：　　大家最喜欢的地点是哪
里？

贝尔纳鲁 ：　　北岳！枪岳也非常
漂亮，我也去过，但我还是最喜欢
北岳，每年都回去。9 月是最佳的
时间。我每次去都会看到令人窒息
的美景，像是从云海上伸出去的富
士山的美景等等。
汤姆 ：　　真的？那我可要去一下
了！
贝尔纳鲁 ：　　从 1500 米左右的
地方开始，山间小屋在 3000 米处，
等这座山还是蛮吃力的。登上山顶
时，虽然非常累，但还是非常快乐的。
塞巴斯蒂安 ：如果问我想去哪里的
话，我还是想去北阿尔卑斯山。枪
岳的登山路线上有裂口，那里非常
棒，需要有登山运动员的水平才可

以征服它。而且，山连着山，没有
尽头。每次我都会想如果有时间的
话我还可以去其他的山脉。
贝尔纳鲁 ：　　有去到立山吗？
塞巴斯蒂安：　　非常遗憾，没有。
贝尔纳鲁 ：　　我在 2 年前的 9 月
去过。在枪岳处向右转，那里非常
棒！
汤姆 ：　　我来日本后第一次等上
的山脉是富士山。所以印象最深刻。
晚上开始登山，到日出前登上山顶，
虽然有点混杂，但景致非常美！感
觉自己站在了日本的最高点，所有
的一切尽收眼底。

JQR ：　　是不是不太容易？

汤姆 ：　　如果是现在去的话，估

计满困难的（笑）。但当时完全没有
感觉，下山时我还是一路跑下来的。
第二天，两个膝盖疼得根本没法走
路。
贝尔纳鲁 ：　　哦～
汤姆 ：　　富士山的路面不太好走，
到处都是沙石，但景色一流。

JQR ：　　有没有迷过路？

贝尔纳鲁 ：　　虽然不太严重，但
我有，被困了几小时吧。在一片云
雾中，还下着雪，甚至连左右都分
不清了，当时还真是受惊不小。
塞巴斯蒂安 ：　　最让我害怕的当
属第一次去枪岳的那次经历。刮着
台风，本来下着雨突然变成了下雪。
当时我没有带什么装备，登山道的
标记也被雪覆盖，那时真是非常害
怕。当时，朋友开始慌了，开始丢
掉一些水啊什么的重物。在我们后
面登山的 2 人还遇难身亡了。
贝尔纳鲁 ：　　这我记得。当时，
我也在山中。
汤姆 ：　　我倒是没有迷过路，不
过我在希腊时曾挑战过攀岩，当时

我认为这很简单，殊不知在途中不
就动不了了，还在当下停了 20 分钟
用来考虑“我到底该怎么办！”，当
时真是困恼极了。
所有人 ：　　哇哦～
汤姆 ：　　当时，我想尽办法总算
登山去了。后来下来后跟村里的大
叔们还喝了个酩酊大醉！
所有人 ：　　（笑）

JQR ：大家第一次行走在日本的山
间时，对于自己身在在自然保护之
下有没有什么感想？

贝尔纳鲁 ：　　恩～，我虽然知道
日本有很多山，但因为日本的都会
印象实在在深刻了，所以我一直以

为山里也会跟城市差不多。当我知
道日本的山基本上都不是这般时，
我吃惊不小。
汤姆 ：　　我小时候住在山梨县的
深山中，所以我知道在比英国的任
何地方都要高的地方有非常漂亮的
山脉存在。
塞巴斯蒂安：　　我在来日本的飞
机上就看到了日本有很多的山，那
些沿海而建的城镇就好像被连绵不
绝地山脉切成了一块一块似的。
贝尔纳鲁 ：　　我的成为了法国阿
尔卑斯山导游的朋友的论文题目时
日本和法国山脉的比较调查。法国
的山脉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开垦用
来放牧等，而日本不同，处于沿岸
的居住区外，基本上都保持着天然

的环境。与欧洲相比，日本始终保
持着那份自然，这一点也不同于加
拿大。
塞巴斯蒂安 ：这真是很厉害！
汤姆 ：　　有点像新西兰。特别是
南岛，就像是自然被完美的保存下
来的感觉。

JQR ：　　就是说新西兰和日本是
同样的岛国？

汤姆 ：　　是的。在我登过山的国
家中，这两个国家非常相似，都在
山中别有洞天的国家。那感觉就像
是远离的城市一般。希望两个国家
的环境可以一直被保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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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 2 年后买的书。当时因为工作
繁忙，没有过夜，所以这本书非常合适。
里面有 30 条路线的介绍和地图，还对方
向进行了详细地说明。非常实用”

“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带在身上。我小时
候玩耍的地方都是在森林中，如果一直往
北走就会去到北极。而如果在日本的山中
迷路了，那就只需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
城镇了，而这时这把瑞士军刀就很有用
了！”

“如果只有指南针的话，我是没有信心将
大家带到有人住的城镇的，所以我都会带
着 GPS。夏天的话，只要沿着山道走就
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冬天的话，下
了雪覆盖了路面再加上不安稳的天气，就
很容易迷路了。GPS 就是我上的保险”

汤姆／当天来回登山手册 塞巴斯蒂安／瑞士军刀 贝尔纳鲁／ GPS

钟爱的登山用品

日本的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