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el Stuart

画家、版画家、インストレーションアーティスト。米
国ワシントン州の出身で 26 年前に来日。京都は創作
活動に理想的だと感じている。

Oussouby Sacko

マリ出身。6 年間中国で建築を学んだ後来日。京都で
研究を終えた後 1,2 年の実地研修を経て帰国する予定
であったが、それからすでに 21 年が経っている。

Robert Yellin

陶磁器美術研究者、米国ニュージャージー州出身で
1984 年に来日。陶磁器に関する書物を数冊執筆し、
日本の陶磁器に関する世界最大の英語によるデータベ
ースを作成。長年静岡に暮らしていたが、15 か月前
から京都に移り住む。

我们静坐在法然院的走廊上 , 凝望着充满了超越时代魅力的中庭。朗朗秋日阳光，暖暖的轻柔和
风。完全是一幅京都独有的风情，除却我们不是日本人这一点以外……。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
大部分都会以东京作为活动基地，然而，认定京都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的外国人却也不在少数。
JQR 为了探寻其中之缘由，访问了居住于京都的 3 位外国人士。

JQR ： 大部分外国友人都会选择住在东京，几
位是为了什么而选择住在京都呢？

：　我之所以在搬到京都来住有 2 个原
因，一是文化上的考虑，还有就是工作上的理
由。就像棒球卡的收藏爱好者会对所有的棒球
选手的信息如数家珍一样，关于陶瓷器的林林
总总我也是烂熟于胸的。陶瓷器原本产于九州
至名古屋之间的西日本，被誉为是日本六古窑
的陶瓷器的产地也都在西日本。从京都乘坐列
车只需 1 小时就可以到达信乐、丹波、越前、
备前的窑址。京都可以让我更加接近我所无比
钟爱的艺术，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选择在京都
居住了。

:　我喜欢大都会，所以我非常爱去东京和
大阪等城市。但是，京都却不一样，它还保留
着一种乡村风情，周围被大山环抱，市区中心
有河川流过。我喜欢大都会的同时也非常喜欢
自然，不论是慢跑还是野生鸟类观察，京都都
是最佳的选择。在我还只有 10 岁的时候，经
常一个人去钓虹鳟。而当我坐在京都富有传统
风格的庭院中时，那时的感觉又回萦绕在前。

：　我喜欢京都的理由是，对于日常生活，
这座城市的大小刚刚好。住在东京，要么距离
太过遥远，要么人群拥挤不堪，还经常会碰到
身不由己、动弹不得的情况。但京都却与东京
截然不同，对于类似要骑自行车还是乘公车这
样的问题，可以轻松地作出选择。京都这座城
市的街道非常简单而容易极易理解，穿行自如。
当你想要去嗅一嗅历史的味道时，那些历史名
胜就在你的身边 ；而当你想要去摩登场所时尚
一番时，你又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流行咖啡馆星
罗棋布于大街小巷。实在是一个探古寻今、四
通八达的好所在。

：　就如同佛罗伦萨那样的历史都会一样，
京都根本就是一座活着的美术馆。而且，就比

如今天我来这里，骑自行车的话从街道那头到
这头用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既有百货公司，又
有网络，完全是国际水平的生活方式，不会有
任何不便的感觉。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我们可
没有与世界相隔离。

：　我经常会听到日本人这样说，“京都这
地方有很多规矩，京都人可是不容易亲近的”。
然而，令我感到有趣的是，对于外国人而言，
规矩越多反而会令人感到越适合居住。京都人
非常主动也非常愿意将此地的所有规矩和日本
的文化教授给外国人。而来自其他地区的日本
人则一般不会主动与你招呼，他们会在自己面
前竖起一道壁垒。而且，如果对方是外国人士，
京都人在规矩方面也不会特别苛求，他们还是
会通融一下的。

:　刚刚说的“距离”，对我可是非常有用的。
到底要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根据当时的
心情而定。因为我在京都生活太长时间了，有
时当我回到美国，不论什么事情，大家都会当
着我的面，直言各自的意见，那时我会想要说，

“凭什么我非要听你们的意见不可？”。
：　全场哄笑 !

：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滋贺县的乡下，他
是一名艺术家，在那里，一天之内近邻会来拜
访多达 5 次，他们坐在长椅上，然后就他的画
侃侃而谈。他自己倒是蛮喜欢那种感觉的，但
如果是我们的话，经常有人来访，根本就没有
办法好好干活了。住在京都，在当做事时，谁
也不会来打扰。但是，如果想见某人的话，他
可以马上过来。对于我来说，这种不远不近的
关系最为舒服。

: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京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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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遭到轰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京
都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魅力。

JQR ：　什么魅力？

：　当我在七弯八拐的狭窄小巷中迷路
时，总会有新的发现，会与从很久很久以前就
在那里的东西相遇。京都人说到“战争”时，想
到的会是 1400 年代的应仁之乱。而且，京都
的现代化状况已非常发达。当您想要找一件最
新的产品时，虽然它不会像秋叶原那样全部集
中的一个地方，但只要用心寻找总是可以找到
的。

JQR ：　确实如此，京都不但富有魅力，而且
历史悠久。但是，这一切不是可以利用休假时
间来感受吗？每天都住在京都有什么不一样
吗？

:　你可以将它想成是一生都在休假！
：　全场哄笑 !

罗伯特 ：　清晨醒来之时，发现自己的生活方
式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矛盾，这感
觉非常好。周身被美丽的事物所环绕，醒来时
不是去看闹钟，而是依旧保持着如做梦一般的
感觉，这不是很好嘛？在京都的街上随便逛逛，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颇有意思的文化。与东京不
同，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摇滚乐队公开演出。
但是，这里却有很多很多传统的文化。而且，
那是永恒的。Lady gaga 在过了 10 年之后肯
定会被世人所遗忘。但是，充满魅惑的“雅乐”，
在之后的 1000 年内，肯定还会在神社中萦绕
不绝。

：　全场哄笑 !
:　像松江那样富有魅力的城市，在日本

有很多很多。但是京都就像是所有这样魅力城
市的综合体。而且，在那里你可以非常方便的
去到任何地方。我现在都没有在开车了。

：　京都是一座古老建筑和现代建筑相互
融合的城市，它有很多问题，也都被解决得很
好。在京都，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在

教 2 个建筑班，其中之
一就是京都的建筑。不
过，我自己也不知道为
什么我可以教这个……。

：　全场哄笑 !
：夏 季 讲 座 时， 北

起 北 海 道， 南 到 冲 绳，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
会相聚于此。与讲座的

负责人取得联系也很方便，无论任何他们都非
常愿意为学生们抽出时间。东京人非常忙，要
在较短的时间内联系妥当并见面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而在京都，如果只是占用一点时间
的话，基本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办到。即便只有 1、
2 小时。

：看来大家在京都都生活得很是悠闲啊！
:　没错，就是悠闲。从曼哈顿来看我的

朋友对我说他绝对不要住在京都。他说这里的
夜晚太安静了，没有生气，城市也不大。这还
真让他给说对了，京都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一座安静的大都会，这种平衡感对创作
活动来说可是再好不过的环境。

:　确实如此，与东京相比，生活在京都，
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发挥出他的创造力。

JQR：　您们 3 位都在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这是否就是您们能融入京都的生活的理由呢？
还是说，即使是从事技术性或与金融相关工作
的人，也可以很惬意地在京都生活呢？

：　嗯～，我以前是从事建筑工学研究的。
所以我觉得，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关系不大。
因为，即便住在京都还是可以与东京取得联系
的啊。

：　我想，对于技术人员而言，京都应该
不会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吧！当然，如果他对日

本的某样东西特别感兴趣，或是有机会在这里
教课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作为艺术家和建筑家，
不能否认我们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亚洲，这是
我们定居京都的理由。定居京都对于我们而言，
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　就如乔尔所说的那样，在京都，你
可以经常性地、非常自然地就接触到那种创造
力的本源，它可以刺激你的灵感。

：　就算是漫无目的眺望，也很容易受到
自然界地启发。屋顶的瓦片、人行道或是那凋
落的银杏叶的超现代的图案，都可能会给你启
发。自然就在你的身边，你可以任意对其作出
不一样的解释，而它则会任君采摘。

JQR ： 那么，为什么不住在乡下呢？

:　你说得对，不过，要是住在乡下的话，
就没有办法与来到这座城市的人相遇了。每年，
日本国内外到京都在观光的人数达 5 千万以
上。所以说，在京都，你可以同时获得自然和
人两方面的刺激。

：　刚才我提到的那位从城市搬到乡下去
住的朋友，他对那里的和邻居们一起坐在长椅
上唠嗑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对于像您这样
从东京来的人来说，京都基本上就跟乡下差不
多了吧！然而，对于我来说，京都是城市生活
和田园生活的完美综合。京都的生活就好比是
开车，想快时可以猛踩油门，想慢时可以随时
去踩刹车。

：没错，没错 !!

JQR ：　与 20 年前相比，京都有什么变化吗？

：　京都是一座有机的城市。它内部不断
地在发生着变化，而不单单只是对外索取。人
们可以直接接触“活着的”历史。相信大家也都

知道，京都人经常会说“一百年来，我家吃的
豆腐都是从同一间小店买的。”、“从多少代前开
始，我们就经常光顾同一家店。”等等。

：　现在，很多商店都改成咖啡屋或服饰
店了。以前可没有这些。

：　但是，京都的以咖啡为中心的文化却
是有非常古老的传统的。京都有很多学校和大
学，也有过很多的思想家。

:　而且，京都迄今为止都是非常前卫
的。许许多多的文化要素在这里诞生，并在这
里实现了革命性的发展。京都即是传统的，又
是前卫的。有许许多多的先进企业都是在京都
诞生的。

：　就像京瓷和任天堂等等
：　传统是个好东西，但不能停滞不前。

任谁与不会喜好向化石一样的城市。必须要不
断地创新。

JQR ：　明白了。经过各位的说明，我同意各
位所说的在京都生活的优点。那么，有没有什
么不好的方面呢？

：　全场哄笑 !
:　嗯～，旅游旺季时的那个嘈杂程度可

是不一般呢！有一晚，想着在散步之余去看一
看宁静的夏季红叶，于是就去了一处寺院。结
果是，寺院内停着旅游巴士，来了很多游客，
嘈杂不堪，就好像在新宿车站一样！

：　全场哄笑 !!
:　京都人很能忍，这无疑是一种美德，但

是有时也会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比如
说，年轻时我家经常会举办聚会，结果在第二

天邻居就会笑着脸
跟我说，“昨晚玩得
很开心吧！”。于是
下一次聚会我就叫
上 他 一 起。 可 事 后
有 人 告 诉 我， 说 我
的邻居只不过是过
来抱怨的！

：　知道“KY”
是什么意思吗 ?

：　不知道，什么意思？
：　K 是空气、气氛的首字母，Y 是阅读的

首字母，连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解读当时的气氛、
氛围，不懂得察言观色的意思，指对周围的气
氛比较迟钝的人。“读懂现场氛围”是非常普通
的日语表达形式，但是在这里，在京都，要想
真真正正地读懂现场的氛围，可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

：　没错，没错 !
：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特

意要保持那份“高级”的感觉，在京都，无论什
么东西价格都会有点小贵。哪怕是到处可见的
商品，只要写上“京都产”或“京都版”，价格
就会上去。

：　完全同意 !
：　我要重申的是，这个价格的小贵现象

的形成，就好像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样。像
是有的餐馆会在菜单中这样写道，“本店百年来
使用的豆腐都出自同一商家”，对此他们非常自
豪，虽然这家的豆腐比其他任何一家的豆腐都
要贵！

:　像是“麸嘉”吗？

：　没错！我虽然和他们关系不错，但始终不
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靠卖麦麸致富。（麸即用
小麦的麸素做成的向面包一样的食物）

:　因为那不是一般的麦麸，那可是麸嘉
（麦麸的名店）的麦麸！

：　全场哄笑！
：　有时我非常怀念祖国的食物。像是纯

天然面包或是特别的芝士等等。但实际上，在
京都找不到它们，对此我非常高兴，因为你看，
我现在亟需减肥。

：　全场哄笑 !
：　我非常希望日本的食物和菜式，所以

住在京都，我感到非常幸福。
：　对于我来说，住在京都最大的缺点

是吃不到好吃的寿司！
：　醋浸的秋刀鱼寿司可是最棒的美味啊！

JQR ：　嗯，刚刚大家都对京都赞不绝口，那
么如果让大家来介绍一下旅游手册上没有提到
的好去处，或杂志中没有介绍过的秘密地点的
话，大家会介绍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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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最棒了 !

：全场哄笑 !
：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家是古老的民

居建筑，庭院非常漂亮，还装点有许许多多的
艺术作品。所以我很少外出！不过，我也非常
喜欢那种小小的美术馆。像是北村或野村等等，
它们都很小，主要都是展示茶具。谈到日本文化，
不得不提到日本的茶道文化。比如酱油瓶和置
筷架，它们都脱胎于茶具。

：　京都被众山所环绕。都是不知名的小
山。很多山的山顶上都有礼堂。当我想要“刷新”
一下自己时，我就会散步到山上，山间很美，
颇有情趣，也很安静。

:　如果想要看看京都的传统一面，我会选
择小小的画廊、或是安静的庭院或寺院。当自
从 15 年前的一次经验之后，我对名胜古旧的
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我的朋友要搬去北
海道，于是我们决定再去名胜古迹走一走。我
们选择了龙安寺，为了避开观光客，我们特意
提早到了那边。我们各自坐在走廊的两端，拍
了照。不久，第一辆满载观光客的巴士来到了，

当时我就想“完了”。但是，但我将注意力集中
到石庭时，周围的噪音人流的吵杂一下子从我
脑中消失了。所以说，还是可以去有名的寺院
的。只要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你要看的东西或你
感兴趣的东西上，你会完全地忽略掉时间的流
逝。这可是我“很日本”的经验哦！

：　我喜欢在咖啡屋打发时间。像是“町屋
（注 ：即前店后屋的店面）”这种古朴的一角。

京都的咖啡屋总是非常安静、沉稳，它与巴黎
那嘈杂的咖啡屋截然不同！

：　就我而言，如果是朋友聚会，我会选
择去繁华区的时尚酒吧，去品尝那里的自产啤
酒。在酒吧，你的交际圈会像水中的涟漪那样
不断地向外扩张。

JQR ：　各位都没有回去故乡的打算吗？

：　所谓的故乡，我认为就是你居住的
地方。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京都就是我的
故乡。因此，我不会想要“回”到哪里去。我总
是向前看的。

:　是啊，要对“故乡”作出一个定义着实

困难。你所出生的地方是故乡，但你人生的大
部分时间所度过的地方也是故乡。我在京都有
我自己的家，还有家人和工作。我的生活非常
舒适，同时我也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说的话，京都应该算是我的故乡呢，还是说应
该算第 2 故乡？

:　最近，因为演讲的关系我去了一次圣
地亚哥。但是，那里已经不是我所知道的 70 年
代的圣地亚哥了！

：　我懂，我懂！有时我也会怀念祖国，
像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但等我回到马里，
待了不过一星期我就受不了了！

：　全场哄笑 !
:　确实如此，所谓的故乡其实是一个相对

的概念。我妻子对我说想要其其他什么国家住
个 2、3 年试试。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肯定会
因为文化方面的碰撞而选择回到京都！我在京
都住了 26 年了，基本上，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Nature is 
omnipresent.

Kyoto is at 
human 
scale.

Life here is 
like a 

va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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