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诺嘉布遣会墓穴
您现在在嘉布遣修会的修道院。这里是基督徒社区，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受到了一位意大
利圣人， František z Assisi （ 1182–1226 ）的生活的启发。
嘉布遣修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意大利翁布里亚，从这里嘉布遣修会逐渐扩大到整
个世界。他们于 1599 年来到捷克，并在布拉格的 Hradčany 区建了第一座修道院。他们
自 1604 年开始活跃在布尔诺。
内有圣十字教堂的修道院的建立多亏了大量的施主 。它属于简单的弗拉芒－比利时建筑风
格，是典型的嘉布遣修会。在 18 世纪下半叶，它经历了巴洛克式的重建。
嘉布遣会地穴
墓穴是用来埋葬嘉布遣修会的修士和施主的。特殊的通风系统和教堂地下室岩石的地质构
成的联结造成了尸体的木乃伊化。
墓室的墙壁内有有大约 60 个孔，融入几个通往教堂屋顶的烟囱，通过这些烟囱，空气可
以流动。通过空气的流动，尸体渐渐风干。由于存在传播流行病的风险， 1784 年，这种
掩埋方法被约瑟夫二世颁布法令禁止。 18 世纪末，大多数通风口都被关闭。
嘉布遣会墓穴共埋了 205 人，其中有 153 名修士。直至今天，教堂地下室成为了他们中
41 人的最终安息地。 1855 年，嘉布遣会地穴向公众开放。

在教堂入口上方的拉丁题词 Tu Fui Ego Eris ，译为，我曾经是你，
你将成为我。它提醒着我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最终结局

一厅：教堂
您已进入教堂，最开始这里可能是冬季唱诗班所在地。在你的上方同样也有唱诗班－在这
里嘉布遣会教徒聚集在一起祷告，甚至是今日也如此。
在几个世纪中，这间房间改变了它的功能和形式。可能是从 1872 年它成为了著名的
Pandur 指挥官， František Trenck 男爵的最终安息地。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叶， sv. Klemenciána 的舍利移到了这里。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被
建成了石砖食堂，其前端包括了中间有嘉布遣会教徽的巴洛克灰泥浮雕。在食堂的后面是
自 1656 年的老石祭坛。
sv. Klemenciána 舍利棺材
自 1762 年 , 包含了可能生活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殉道者的遗骸。仿制品身着巴洛克式的
蜀锦礼服，人们可以从特定部分的开口看到圣人的遗骸。殉道者的遗物由清扫烟囱的
George Barnabáš Orelli （葬于墓中）于 1754 年捐赠。
在祭坛的两侧，您可以看到丧葬礼仪的服饰样品，完全是那时嘉布遣会的习惯。

František Trenck 男爵（ 1711–1749 ）
由于他暴力，难以捉摸和野心勃勃的特质，他们称他为魔鬼
Trenck 。他指挥着 5000 佣兵的强大军队，这使他的残忍臭名昭著。
尽管他为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里萨服务作战，但他和他的 Pandurs
引起了维也纳朝廷的注意，在那里他树敌很多。
那么这位被颂扬着无数传奇的军人跟嘉布遣会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
在 Špilberk 堡垒相遇。 Trenck 男爵是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而嘉布
遣会教徒为倾听者。是什么影响了 Pandur 指挥官至今仍不清楚，嘉
布遣会纪事报显示，在狱中的日子唤起了他的良知，他为自己混乱的
生活感到悔恨。他将他的部分财富捐给了慈善和嘉布遣会修士，并遗
赠 4000 金币。他希望可以葬在这里，于墓中。

二厅： ARS MORIENDI 展览
2011 年在布拉格洛雷托教堂的地穴中，发现了独特的巴洛克风格壁画，包含死亡和复活
的主题，人类生存脆弱和短暂的符号。它们的作者，也许是嘉布遣教会画家，于 1664 年
通过 al fresco 技术（在潮湿的石膏中）创造了它们，本质上是用黑色灰色色调绘制。他
根据按资助人 Loreta Alžběta Apolonie Kolowratová 女伯爵所要求的佛兰芒和荷兰的图
形设计工作。（这个地方由嘉布遣会管理。在洛雷托教堂旁边矗立着捷克共和国最古老的
嘉布遣会修道院）。

死亡的胜利：这幅壁画是进入
洛勒坦墓的人看到的第一张图
像。这胜利象征的骷髅，拉满
弓，准备着直接瞄准眉心给我
们这些新来的人致命的一击。

在大厅的中间您可以看到以三支
箭拉满弓的骷髅壁画。它是死亡
的寓言。在它旁边有一幅最后的
审判的天使图画，那些作恶的人
将进入永恒的惩罚，但那些正义
的人将进入永生。

Chronos ： Chronos 象征着时
间的化身，用他的镰刀敲击着
人类努力积累的符号。肖像对
应的是圣经场景拉撒路的复
活，您在对面的墙上可以看
到。
拉撒路的复活：这幅壁画表现
的是上帝的爱，它比死亡更强
大，死亡使我们不堪重负，并
打开了永恒之门。这场景采用
了耶稣的话：“我是复活和生
命。。。信我者，得永生。”

在橱窗里坐着一个吹泡泡的小男
孩，象征着人类生命的脆弱。

三厅：格林家族最后的安息地
您刚进入墓穴的第一间房，里面埋葬了格林家族的人。这个著名的建造商和建筑师家族
在布尔诺修道院的历史上是固有的。他们与嘉布遣会群体的联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更
是友谊。莫里茨格林的两个儿子加入了嘉布遣会，随后他的孙子也加入了。
Mořic Grimm （死于 1757 年）扩大了修道院里嘉布遣会的地
下室并参与了小部分的建设工作。他著名的作品包括布尔诺奥
古斯丁修道院的建设，为少数派工作，还有省院的完成（如新
城厅）和 Dietrichštejn 宫的重建。
Marie Anna Josefa Grimmová （死于 1757 年） 弗朗齐歇克
安东宁的妻子，他们的儿子成为了一位嘉布遣会教徒。（灵柩
错误的标记成 Voršila 格林 , 莫里斯的妻子。）
František Antonín Grimm （死于 1784 年）参与了嘉布遣会教
堂（圣费德勒教堂）和修道院（ Trenck 翼）的完成工作。他
成为了一位不仅是公认的，熟人追捧的建筑师，更是一位拥有
广泛书籍和建筑平面图收藏的收藏家。他大量的作品中包括布
尔诺圣利奥波德修道院教堂和斯滕奥古斯丁修道院教堂。

独特的巴洛克棺材收藏
嘉布遣会墓穴保存了大量的自 18 世纪的木棺。（您可以看到棺盖悬挂在周围的墙
上。）它们主要是由橡木制成，有些是由松木制成。最常见的主题是钉在十字架的基
督，植物，石榴，头骨与叉骨和各种首饰。

四厅：贵族施主墓
当您从“格林家族”的宽窄巷子走下来，你的头顶上方是阿西斯的圣
弗朗西斯小教堂，现在您在贵族墓，在您的右边是嘉布遣会殉道者的
圣菲德尔教堂。
天使雕塑显示了一个拉丁碑文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译为，世
间万物稍纵即逝。这里长眠着那些享受了财富和社会认可的人。
在拉丁铭文的左边，有一个盘子提及了教会的奠基石，据说是在周边
砖砌地窖的上方发现的。在侧壁上，您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通气孔。
Jan Wilhelm ， Zinsendorf 和
Pottendor 伯爵（死于 1695
年）， Špilberk 城堡将军和指挥官。
Marie Magdalena Isabella ，
Zinsendorf 伯爵夫人（死于 1719
年），我们不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
Marie Eleonora Kottulinská-Vrbnová
女伯爵（死于 1761 年），从维也纳转
移到这里，安置在她丈夫的旁边。

Václav Michael Josef ， Vrbno 和 Bruntál 伯爵
（死于 1756 年），她的丈夫是摩拉维亚的首席审判
长，秘密帝国议员和金羊毛骑士。
Leopold Antonín ， Bohuňovice de Sack 伯爵 ( 死于
1725 年 ), 摩拉维亚首席大法官和秘密帝国议员。
Prosper Antonín Josef Quido, Sinzendorf 伯爵 ( 死
于 1756 年 ), 摩拉维亚首席管家，秘密帝国议员，修
道院的特殊施主。
František Filip ， de Philibert 男爵（死于 1753 年）
摩拉维亚总经理，布尔诺马术节军事指挥官。

五厅：这里埋葬着 Barnabáš Orelli ，他是修道院最大的施主之一
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墓穴不同的厅高度不一样。这是因为教堂和修道院建在九栋房子的
地面上，它们的地下室可能就是用来建墓穴的。
现在您在教堂正厅的下方。在拱门的上方，您可以看到另外的通风孔。
大的砖砌墓穴，在角落的左边，用来存放那些随着时间推移尸体分开的死者。
Jiří Barnabáš Orelli ( 死于 1757 年 ), 他是扫烟囱的人，后来成
为了公会首领，布尔诺市民。同他的夫人 Victoria 一起慷慨的资
助嘉布遣会，同时也帮助解决各种有关修道院运行的问题。

Martin Antonín Löw （死于 1773 年），商人，布尔诺市民。
František Preisler （死于 1747 年），医生，免费为嘉布遣会教徒治疗 36 年。
祭坛男孩－显然在 12 岁死于做礼拜中。
Josef Kašpar Günter, Sternegg 男爵（死于 1743 年），维也纳法院药剂师。

六厅：嘉布遣会修士墓穴
嘉布遣会埋葬的方式非常简单，这反应了他们最
基本的感召力：贫穷。死去的修士被放置在底部
可缩回的木棺内，在教堂仪式后，一级级（这里
可以看到）放入墓穴中。他们把他放在裸露的地
面上，只有他的头下放着一块或两块砖头。然后
棺材被用于其它的葬礼。
修士们被埋葬后几乎没有特定的身份标识，只有
有限的宗教地位属性。例如，您可以看到右边的
嘉布遣会修士手持木十字架。这是他在教会超过
50 年的标志。他的双手包裹着念珠，是修士们
在礼拜时使用的。

Michael Heřman, Althan 伯爵（死于
1743 年），摩拉维亚的首席法官，秘密
帝国议员，修道院的大施主。他的棺材
回到了这里，与嘉布遣会教徒在一起。

嘉布遣会教徒没有具体的坟墓，但是他们保存着
详细的死亡记录报告。意识的连续性－活着和死
亡的修士群体－从前和现在都很强大。
目前，嘉布遣会教徒被埋在布尔诺的中央公墓。

谢谢
我们非常荣幸为您做嘉布遣会地穴的向导，至少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感谢您访问我
们，祝您有祥和的一天。
附注：请您将指南带回售票处。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