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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維基維基維基百科的生存之道百科的生存之道百科的生存之道百科的生存之道和公众的捐赠和公众的捐赠和公众的捐赠和公众的捐赠行为行为行为行为(老牛老牛老牛老牛) 

 

本期封面上这个人，是非牟利性网站維基百科创始者之一 Jimmy Wales(吉米 威爾斯)，手里拿着

几张一元小额美钞，威爾斯就是这样一块钱一块钱地向全世界的人讨要，把他的維基百科王国创

办起来。 

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百科全书的概念，是上小学的时候，去一个同学家玩，他家客厅的书柜上摆了

几本砖头一样厚的大开本硬皮书。他爸爸告诉我， 这叫百科全书，全世界所有的知识都在里面了，

当时唬得我甚至没敢要求碰一下那些书。那时中国物质极度匮乏，家里有藏书的，非常少，有这

种大部头的，更是罕见。 

再次看到这些厚得吓人的书籍，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不许外借，只能在阅览室里看。我好奇地从

架上搬下几本翻阅，然后，敬畏之心顿时全无了。原来不过是一些天体、地理、人文等中外基础

知识，被编纂在一起，大杂烩式的堆积介绍而已。 

第三次接触到“百科全书”，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计算机互联网时代，这便是网络 wikipedia（維

基百科）。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携家带口来到加拿大定居了。 

在网上查找东西时，Google 一搜，大部分时候維基百科就显示出来，里面的内容，也大致有参考

价值，心里喜欢，觉得是个很棒的工具。突然有一天，网站的顶端显示了一段话，大意是为了保

证网站的独立性，維基坚持不做广告，但像所有烧钱的网站一样，它需要资金来维持其运转，呼

吁使用者们给予捐助。认真一想，在广告满天飞的互联网世界里，的确从来没在維基网站上看到

过任何广告，很干净清爽的一个网站。 

当时維基已是世界排名前 10 网站之一。我无法相信这么大名鼎鼎的网站，怎么会可怜巴巴地向

我们这些散户伸手要钱。很多其他同样有名气的网站，像 Youtube，Myspace，Twitter，

Linkedin，Facebook 等等，已经成为互联网广告商业成功的传奇，价值动辄几十亿上百亿。这些

网站能赚钱，靠的是人气，也就是点击率。而維基百科有 285 种语言，全世界共有近 3.65 億名

民众使用过它，这是多么大的广告市场啊，可是它不做广告，像个要饭的到处伸手讨钱。 

感叹之余，我掏出信用卡，给維基捐出了我的第一笔钱，100 块。这以后，每年我都收到一封維

基媒体基金會的电子邮件，格式千篇一律，先表示感谢，然后问，您认为这个网站对您有用吗？

如果有用，您愿意继续捐吗？只有您的捐助，才能使我们生存并发展。这个网站当然对我有用，

当然我愿意继续捐。就这样，捐到 2016年，已经 10个年头了。 

大家也许还记得，几年前，ASPE 协会成立之初，各方面都很困难，我给会员们发过一封邮件，

请求大家利用自己工作公司的 sponsor 政策，为协会弄些钱。当时我用的是同一个套路，完全从

Wikipedia 照搬过来的。我写到，如果你觉得 ASPE 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请捐助这个协会，这样

我们才能生存下去并发展起来。果然，这以后陆陆续续就有几笔钱进来了，使得 ASPE 协会一直

坚持到现在。 

2016年 10月 31日，我收到一封維基创始人 Jimmy Wales的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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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teven, I’ll keep it short. For the past 10 years, you donated $100 every year to keep 

Wikipedia online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eaders. We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your support. 

We are the small non-profit that runs one of the top websites in the world. We only have about 

300 staff but ser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sers, and have costs like any other top site: servers, 

power, programs, and people. If all our past donors gave again today, our fundraiser would be 

over within an hour. We’re not there yet. Please help us end the fundraiser and improve 

Wikipedia. 

Wikipedia is something special. It is like a library or a public park. It is like a temple for the mind, 

a place we can all go to think and learn.To protect our independence, we’ll never run ads. We 

are sustained by donations from our readers. Now is the time we ask. Steven, please take one 

minute to keep it online, ad-free, and growing another year. 

Thanks,  

Jimmy Wales, Wikipedia Founder 

我原来只是使用，并没有太在意是谁建立了这个网站。这封邮件引起了我对 Jimmy Wales 的兴趣，

上网一搜，关于他的各种介绍和信息，很多来自于他本人创建的維基网站。这有点儿让我倒胃口。

我们知道，国人不反感搞个人崇拜，这是一个需要有“伟人”来支撑着往前走的民族。但我本人，

对很多被人崇拜的大人物总有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和莫名其妙的反感，有时候甚至是厌恶。当我

耐住性子，把維基关于 Jimmy Wales 的介绍看完，就又一次有点儿感叹了。 

Jimmy Wales 和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一样，喜欢美化自己，但在他的維基王国里，他做不到。維

基百科在全球大約有 35,000,000 名註冊用戶，其中有 100, 000 名积极貢獻者長期參与編輯工作，

他们是自愿者，没有太多约束，可以相对自由地在維基百科上编纂科目。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当

中有些人想在維基上表达对 Jimmy Wales 的不满甚至愤怒，他们可以这么做。下面是我从

Wikipedia 上收集到的关于 Jimmy Wales 一些介绍。 

威爾斯 1966 年生于美国美国亚拉巴马州，父亲经营杂货店。1994 年，他於奧本大学取得金融学

本科学位后，在芝加哥任期貨及期權交易員。1996 年，他与两位合伙人创立门户网站 Bomis， 

为聚集人气，他们以色情图片为卖点，将其美化为“以男人为导向的搜索引擎”，大概是因为男

人干那些事儿无师自通，根本不需要导向，靠本能就完全解决问题，所以，Bomis 生意做不下去，

最终关门散伙。 

威爾斯不死心，4 年后，又与另外一个合伙人拉里·桑格推出了 Nupedia（自由开放的百科全

书），这个网站背后的意图是想让各种主题的对应专家撰写条目，并在条目旁边卖广告以盈利。

但这个网站也很快走入了死胡同，专家们有自己舒适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对威爾斯这个想法不

感兴趣。Wikipedia 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的，他们背水一战地抛弃了让专家编辑和

审阅条目的思路，“降低”百科全书要求的严谨、准确、完整等所谓的专业门槛，向所有普通人

开放，任何想参与编纂的人都可以加入进来。没想到，維基就此一步步走向了成功。不过，早期

的时候，威爾斯还是很担心“人人都可以编辑的百科全书”的开放编辑概念，怕有一些乱七八糟

的内容进来，有时晚上醒了，他会爬起来监视被添加的东西，搞得自己很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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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获得成功后，威尔士曾在公开场合说他是维基百科唯一的创始人。这话遭到公众的质疑

和抗议，认为他有意歪曲事实，因为他的早期合伙人桑格也是这个网站的灵魂人物之一。桑格自

己也把个人早期网页收集链接起来以证实他与威尔士联合创始人的地位。 

2005 年末，威尔士编辑自己在英文维基百科上的自传条目。志愿者罗杰斯·卡登海德在他编辑的

版本里称威尔士删除桑格作为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的参考资料。桑格闻讯后表示：“看到这样的

修改，似乎是威尔士正试图修改历史，这不过是徒劳，因为我们美好新世界的活动开放，通信已

最大化，真相总会大白。”虽然威尔士争辩他修改内容的唯一目的，是想提高内容的准确性，但

他最终对编辑自己传记表示道歉，因为这种做法通常不被维基百科鼓励。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人成功到一定程度，内心世界的膨胀，有时候会去干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这一点

威尔士与常人并无不同。 

威尔士把维基百科交给非牟利性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管理，因为他认定维基百科只有坚持不做广

告，才有可能做得更大，才有可能走得更远。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看事情的

独特角度。人们做事，的确有长远眼光和鼠目寸光之分，这种区别导致他们做事的方式和态度截

然不同。 

在这个基金会里，威尔士依然是 “教父”级别的人物，属于“精神领袖”。也有不买他帐的，前

维基媒体基金会员工丹尼·沃尔，曾揭发威尔士拿基金会公款随意挥霍，基金会会长和执行主任

都出面替威尔士澄清，最后不了了之。 

像所有人一样，威尔士早期创业，天经地义是冲着钱去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最后搞出了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不赚钱的”产品，“想像一下，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自由

使用所有人类知识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在做的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威尔士的确是一个很了不

起的人物，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初衷。威尔士当然也从来没有忘记赚钱，他依托维基百科，创办营

利性公司Wikia，该公司 2009年开始盈利。 

因为觉得这个网站很有用，所以我愿意花些时间，写下这些文字，替 Wikipedia 和它的创始人

Jimmy Wales 鼓噪一下，让更多人捐助它。这种捐助，与道德、责任感等诸如此类的闪光词汇没

有任何关联，它背后，其实潜伏着一个简单交换原则。要想得到，必须付出，只有相互利用，才

能长久共存。只是单方面享受或单方面给予的行为，都注定不会长久，这是人性根本所致，也是

人类最古老、最简单、最实用的原则之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国家和

国家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只是这种关系，很多时候出于道德或政治上的需要，被涂上了一层

光环，蒙蔽了很多人。我来自一个道德感很强的国家，对所谓道德是有些敬而远之的。我在一个

民主国家生活很多年了，对所谓民主也有些失望和淡然。我已经厌倦那些宏大光鲜的概念，我退

缩回我个人的狭小空间，认可“因为我需要，所以我付出”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你

认同我，相信你会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Wikipedia对你有用，并且你想继续用，请捐助它。3元起捐，没有上限。 

捐助网站：https://donate.wiki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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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友好合作 FRIENDSHIP 

 

 

中加石油工程协会(ASPE)是一个由加拿大石油行业中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

组织。该协会由一群志愿者管理。ASPE 的使命是: 1）通过知识交流、教育、社交来促进石油行

业中专业人士和学生的职业发展. 2）推动与中国石油行业的联系，促进加拿大和中国石油工业的

相互理解与交流。ASPE 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内容涵盖石油地震、地质、钻井、完井、采油、油

藏和地面工程，并组织社会活动和技术研讨会。网址：www.aspeoil.ca。 

 

 

我们的使命：推动加拿大油气行业华人的互帮互助, 让华人成为业内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我们的

宗旨：1， 促进在加拿大从事石油行业的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 为加拿大新移民，新毕业

生提供与业内人士交流的机会。3， 为会员提供石油行业信息，技术交流，以及商机分享。4， 

为中加两国的石油同行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网址：http://ccpsociety.org  微信号：ccpsociety。 

 

 

卡尔加里石油非正式论坛始于 2016 年 3 月，行业萎缩之际，致力于卡尔加里石油技术和信息的

高频率学习和交流，扩大参与者的知识面和社交面，提供未来职业可能的帮助。论坛已经举办多

期讲座，涉及卡尔加里石油行业的实践技术和信息，包括分段压裂油藏工程、储量评价和资产评

估、石油公司成本解读、油砂处理工艺、加拿大石油财务和会计等。论坛还组织多期座谈，讨论

加拿大上市石油公司的生产运营及财务状况。另外论坛还组织落基地形和地貌讲座，组织家庭活

动和野外地质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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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征稿启事 CALL FOR SUBMISSIONS 

 

《流》杂志，看后觉得好，请推荐给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

式的作品，投稿信箱 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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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移民眼中的加拿大穆斯林移民眼中的加拿大穆斯林移民眼中的加拿大穆斯林移民眼中的加拿大（（（（吴薇吴薇吴薇吴薇））））    

 

 

加拿大的穆斯林移民或移民子女中，有高达

83%的人表示自己对身为加拿大公民“非常

自豪”。这个比例甚至比非穆斯林加拿大人

都高出 10 个百分点，也比十年前的加拿大穆

斯林高出 10 个百分点。这是加拿大社会调研

公司 Environics Institute最新公布的一项民意

调查结果。 

 

民调分析人士 Éric Grenier在 CBC网站上撰文

说，这次民调也显示，加拿大穆斯林中的年

轻人反倒比老一辈人更看重自己的宗教信仰。

他们也对种族歧视更担忧、更悲观。 

穆斯林移民对加拿大的归属感之高，可能超

过大部分本土加拿大人的想象。民调显示，

高达 9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加拿大怀有归

属感或强烈归属感。58%的受访者说他们的

归属感在过去五年中增强了。说自己的归属

感在过去五年中减弱的仅有 5%。 

 加拿大最让穆斯林移民感到自豪的因素是自

由和民主，尤其是对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第

一代移民来说。 

但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年轻穆斯林比他们的父

辈更看重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社会多样性。

在所有的受访者中，24%选择了自由和民主，

22%选择了多元文化和多样性。 

其他让穆斯林移民感到自豪的因素还包括国

家和平稳定（9%），民众友善人道（8%），

犯罪率低（7%），包容和尊重他人（7%），

平等、公正和人权（6%），机遇（2%），生

活水平和质量（2%），教育体制（2%），受

到其他国家尊重（1%），社会服务（1%），

美丽的国土（1%） 

穆斯林移民讨厌加拿大天气的程度甚至超过

了种族歧视和难找工作。将近三分之一

（31%）的受访人表示他们最不喜欢的是加

拿大寒冷的天气。相比之下，7%的人最不喜

欢加拿大的地方是缺少工作机会，选择“歧

视移民”和“歧视穆斯林”这两项的人加起

来占了 9%。 

 

其他给加拿大减分的方面还有税制（4%），

政府政策和领导（2%），加拿大外交政策

（2%），太过自由，缺少家庭价值观（2%），

物价（2%），远离故土（2%），缺少社会服

务和医疗服务（1%），教育和大学学费

（1%），侵犯隐私的法律（1%），移民手续

拖沓困难（1%），新的安省教学大纲中的性

教育内容（1%），同性恋和同行婚姻（1%）。 

但是有超过五分之一（21%）的受访人说不

出讨厌加拿大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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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穆斯林和身为加拿大人对加拿大穆斯林

的个人身份构成都非常重要。84%的人说宗

教非常重要，81%的人说加拿大国籍非常重

要。两组人的比例相差无几。 

但如果必须在宗教和国籍当中选出一个的话，

50%的人表示宗教对他们来说最重要，27%的

人还是说二者同等重要。相比之下，非穆斯

林加拿大人只有 28%说自己的宗教比国籍更

重要。 

 

去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和戴面纱的穆斯林

妇女都比十年前多，尤其是年轻人。每周至

少去一次清真寺或其他礼拜场所的穆斯林比

十年前增加了 7 个百分点，达到 48%。在公

共场所带头巾或面纱的穆斯林妇女略超过一

半（53%），其中绝大部分戴头巾，完全蒙

面和穿遮盖全身的罩袍的受访人各占 3%。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中因宗教、

种族和文化原因受过歧视。加拿大人如何对

待穆斯林也是受访人最担心的问题。和其他

移民社区不同的是，年轻的、在加拿大本土

出生的穆斯林反而比上一辈更担忧歧视问题。

他们在回答未来受否会有改善的问题时也更

加悲观。 

超过一半（57%）的穆斯林认为外来移民应

该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放在一边，接受加拿大

主流文化。不过，对具体问题的回答显示出

这样做并不容易。 

例如，40%的穆斯林表示同意“父亲必须在

家里决定一切”这个说法，而非穆斯林加拿

大人只有 21%同意。 

80%的加拿大人认为同性恋应该被社会接受，

但只有 36%的穆斯林这样想。 

只有 29%的受访人认为下一代穆斯林受到的

歧视会比现在少，35%认为会更糟，21%认为

不会比现在更好。 

但是，高达 84%的穆斯林认为加拿大比其他

西方国家更善待他们。这个比例比十年前高

出 7 个百分点。将近一半（49%）的人认为

敌视穆斯林的加拿大人极少，这个比例比十

年前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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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T 建校建校建校建校 100 年年年年（（（（卡卡卡卡加里生活加里生活加里生活加里生活）））） 

 

 

 

Southern Alber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AIT) 

自 1916 年建校至今已经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

2016 年 10 月 16 日在主校区举行了盛大世纪

庆典。 

  

两届 JUNO 奖和 Polaris Music Prize 音乐奖得

主 Dan Mangan 的演出，拉开了 SAIT 百年庆

典的序幕。 

 

Cohos Commons 这里的人最多，不同的风味

美食吸引了众多的校友。 

 

你可以体验一下校内的课程，尤其是各种操

作类的实验，比如你可以在一块钢板上用电

切割出一幅图案。 

 

档案员 Karly Sawatzky带着大家游览校园，为

大家讲解一百年来校内的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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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培专业的 70 位学生为了百年庆典，做了一

个 14层的蛋糕，用时 1000 小时。 

 

蛋糕的设计者 Chef Rose Warden在切第一层

蛋糕。 

 

David Finch，这位写有 20 多本加拿大西部历

史著作的作家，带着他最新的一本书 Shapers, 

Makers and Originals: The Story of SAIT’s First 

100 Years 来到了 SAIT。 

 

建筑系的一个工作小组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

在今天打开了 50 年前封存在地下的时间胶囊。 

 

72 和 70岁的 David and Hazel Eliason 专门从

Victoria BC赶来参加庆典，David曾在商业管

理系任教 29 年。 

 

他们发现时间胶囊里的剪报是当年他们结婚

的公告，上个月他们刚刚庆祝结婚 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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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 Nanshi 讲话时，穿的是 100 年前最流行

的礼服。 

 

入夜，烟火升起来了，感谢 100 年来对 SAIT

做出贡献的所有人！ 

 

期待 SAIT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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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钻空加拿大钻空加拿大钻空加拿大钻空子子子子医生医生医生医生（（（（温哥华港湾温哥华港湾温哥华港湾温哥华港湾）））） 

 

 

加拿大有多缺大夫啊，真是啥都忍了！这两

天一条来自魁省小城的消息惊爆加国医疗圈，

外科医生伊萨姆.哈达德（Issam El-Haddad）

在 2015年挣了大约 150万加元，是该省专科

医生平均收入的四到五倍。但是 Radio-

Canada 的调查记者发现，他的高收入并非全

是正当所得，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钻制度的空

子，而且已经持续长达九年！ 

拉萨尔是魁北克省的“大西北”，离蒙特利

尔将近 700 公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工

作的医生可以享受相当于工资总额的 45%的

偏远地区津贴，看上去已经很丰厚诱人了是

不是？但哈达德还是不满足。 

事实上，他的工资加上这笔津贴，每个工作

日已经可以获得 1000 加元，并且按照他的薪

资合同，这笔钱还只是基本收入，并不包括

他的手术费用。小伙伴们自行脑补一下，一

天 1000加元基本收入，这是啥概念？ 

不过哈达德医生的收入去年在同行中名列第

一，倒不是因为这笔优厚的津贴，而是因为

他的许多手术是在可以收取更高费用的晚上、

周末和节假日做的。 

哈达德的同事，麻醉师德莫普在接受记者

Madeleine Roy 采访时回忆说，哈达德是在

2007 年来到拉萨尔市的，自他来了以后，医

院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

就是正常时间以外的手术马上就大大增加了，

“他经常在晚上 9 点以后和周末做手术，有

时候也在深夜。”另外两个不愿意公开姓名

的医生也告诉记者，哈达德白天基本上不到

医院里来。 

 

去年收入名列同行第一的哈达德（右） 

为什么要这样呢？答案当然无法免俗，就是

钱闹的——按照魁省卫生部和魁省专科医生

达成的薪资协议，晚上、周末和节日的手术

和出诊等“医疗行为”的费用比正常时间高

70%，如果是深夜，高 150%。 

以摘除胆囊手术的魁省收费标准为例：7 点-

17点： 490加元。17点-21点： 650加元。

21点-24点： 1100加元。24点-7点： 1600

加元。 

看到这些数字，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哈达德工作的医院，54%的手术是在正常工

作时间以外做的，赚钱呗！为了赚钱，不择

手段，在半夜把病人揪起来手术真心不叫事

儿。而在其他同类医院，这个比例不过 16%。 

不止一个医生对哈达德的做法表示了不满。

动手术除了主刀医生外，还需要麻醉师、助

手、护士、消毒人员等。医院必须为整个团

队的加班买单，因此不得不在其他地方省钱。

但，为什么医院能够容忍这种行为长达九年？ 

目前已经退休的麻醉师德莫普在哈达德刚来

时就向医院管理层提出了异议，但遗憾的是

情况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他说，哈达德的做

法之所以被长期容忍下来，是因为医院方面

觉得，有这么一个人总比没有强。哈达德是

该医院唯一一名外科医生。除他之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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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地的外科医生每个月来一次。此事曝

光后，一些评论人士也指出，偏远地区更加

缺医生是造成哈达德这样的人肆无忌惮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无良行径终究

还是东窗事发，目前拉萨尔医院负责人和魁

省医疗保险目前都在各自对哈达德事件进行

调查。 

加拿大医生为何如此短缺？很多小伙伴可能

会有这样的感触：加拿大的医生真的很短缺，

看个病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一个小手术经常

要安排等上很长的时间，所以总是有人在说，

都不敢在加拿大生病了，怕来不及看。 

为什么加拿大万般皆好，但是偏偏医生那么

短缺呢?仔细分析起来，应该说原因很多，情

况也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加拿大

获得行医执照比较困难。正规医学院学生一

般需要经过 7 年大学和 3 到 5 年的住院实习

后，才能拿到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行医执照。 

加拿大询证整合医学会理事陶京来博士指出，

医生和博士在西方国家都被称作“doctor”，

表明医生一般都需要读一个博士的时间段来

学习，而且在执业过程中要承担巨大的工作

压力，因此西方大学医学院对于录取学生很

挑剔，不仅考察知识技能，而且考察社会公

益心和责任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学

院扩招的可能性。而医学院的学生都有政府

补贴，扩招太多，政府财政一下也吃不消。 

再者，学生实习的医院场地、医疗设备以及

指导老师等资源也有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规模扩招的可能性。加拿大政府

也不允许由于急需医生而降低医学院毕业生

质量的情况发生，而兴建医学院更需要反复

论证审批和拨款等一系列繁琐程序，不是短

期内能实现的。 

医生行业协会制定了一系列比较苛刻的规定

和高门槛来限制医生人数的大幅增加。医生

是个高收入行业，想行医的人自然不少，但

如果遍地都是医生，就不值钱了。另外，由

于经费有限, 医院也并不鼓励医务人员加班加

点看病人，这些都造成了每天可以就医病人

的数目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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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Fargo 富国银行财经丑闻富国银行财经丑闻富国银行财经丑闻富国银行财经丑闻 (桂琼桂琼桂琼桂琼) 

 
 

 
 
 
 

 
 

富国银行的财经丑闻，十月十二号在总裁／主席 John Stumpf 的辞职声明后，总算告一段落。但

追究责任的调查，大概不会就此为止，过去五年中被开除的五千三百底层员工，以及分毫无损的

高层管理人员的财经回报，还会是调查的主题，而富国银行丑闻的余波，肯定要在银行金融业界

回荡很久很久。富国银行宣布明年开始实施的消除销售目标的计划，提前到今年十月开始执行。

这一点，大概是富国银行到目前为止，最最有效的争取客户信任的一步，也是维持住各个阶层销

桂琼

桂琼桂琼

桂琼，

，，

，现居卡尔加里

现居卡尔加里现居卡尔加里

现居卡尔加里，

，，

，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

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

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

一半人生

一半人生一半人生

一半人生，

，，

，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

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

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

，，

，运用

运用运用

运用

自如

自如自如

自如。

。。

。喜欢很多人和事

喜欢很多人和事喜欢很多人和事

喜欢很多人和事，

，，

，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

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

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

物

物物

物，

，，

，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

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

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

。。

。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

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

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

，，

，

需要培养

需要培养需要培养

需要培养，

，，

，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

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

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

，，

，相信孩

相信孩相信孩

相信孩

子是我最好的老师

子是我最好的老师子是我最好的老师

子是我最好的老师，

，，

，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

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

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

，，

，

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

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

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

…………

……相信精神上的感

相信精神上的感相信精神上的感

相信精神上的感

动

动动

动，

，，

，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

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

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

，，

，假如不是更重要的

假如不是更重要的假如不是更重要的

假如不是更重要的

话

话话

话。

。。

。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

，，

，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

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

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

，，

，一定会说

一定会说一定会说

一定会说，

，，

，你现在是在

你现在是在你现在是在

你现在是在

用英文思维

用英文思维用英文思维

用英文思维，

，，

，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

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

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

…………

……可我觉得离开中

可我觉得离开中可我觉得离开中

可我觉得离开中

文环境那么久

文环境那么久文环境那么久

文环境那么久，

，，

，反而

反而反而

反而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

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

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

，，

，更

更更

更

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

。写下文字的快乐

写下文字的快乐写下文字的快乐

写下文字的快乐，

，，

，不需要与人解

不需要与人解不需要与人解

不需要与人解

释

释释

释，

，，

，自己有兴趣的事

自己有兴趣的事自己有兴趣的事

自己有兴趣的事，

，，

，才可能坚持

才可能坚持才可能坚持

才可能坚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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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人员的最可靠策略，我已经等不及五年后十年后的测试结果，因为不靠丑闻之后的政府以及舆

论压力，在一片销售至上的金融行业中，期待银行，尤其是一间全球最大银行自觉自愿取消职员

销售目标，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实。 

 

富国银行的九月信息表明，分行的客户来访流量降低 4%，而对比八月，九月的客户开新户头减

少 30%，信用卡申请数量也有所下降。一方面可能是没有销售目标压力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就

可能是客户对富国银行负面信息影响的对应，缺乏信任度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调查的结果表明，富国银行的员工在过去五年中，开了一百五十万个虚假的户头，

申请了五十万个虚假的信用卡，因此多收客户费用两百六十万美元。两百万这个数字咋一看不

小，但是，看看富国银行的基本信息吧？富国银行 2015 年底，拥有八千七百家分行，一万三千

多自动柜台机，在世界三十五个国家运营，客户超过七千万。对了，富国银行是一个拥有七千万

客户，二十六万五千多员工的大银行，2015 年利润两百二十八亿，市值最高，世界第一大银行，

富国银行。对比之下，两百万的费用真的是不值一晒吧？ 

 

过去五年中，富国银行因为开虚假户头而被洛杉矶市政府告上法庭，九月份被美国联邦州立市立

机构追究罚款一亿八千五百万。而且，事情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已经有两个前雇员上庭集体起

诉富国银行的“激进的销售目标和文化，逼迫雇员满足销售目标”而造成开虚假户头，因为不满足

销售目标会被开除，开了虚假户头会被解雇。而议员联合调查组，更是步步紧逼，追根溯源追究

法律责任，到此时为止，CEO总裁兼董事会主席 John Stumpf辞职，四千一百万的未实现股值被

取消，还有更多的福利可能会被取消。不过，大家不必为 John Stumpf 的经济回报担忧。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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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间巨型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Target 和雪伏龙石油），这两份工资加起来一年回报是

六十八万，而自从他 2007年接手富国银行的总裁职位之后，富国银行的业绩非常出色，连 2008-

2009 的金融风暴，都几乎不受影响地轻松渡过。他 2012 年的收入是两千二百八十万，这当然还

不包括他的富国银行股票的价值。 

 

 
 

丑闻中心的零售系统的总经理 Carrie Tolstedt 在富国银行工作了 27 年，拥有将近五千一百万的

富国银行股票，退休后丑闻爆发，据说她的退休套餐里的一千七百万会被收回。但是，她在五十

六岁的职业高峰匆匆离职，无疑也让人不得不怀疑她在逃避可能的责任。 

 

过去五年里，富国银行系统性地重复地出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大概必须从大众对银行运

作，以及富国银行或者几乎所有的银行总裁及高层管理人士的回报评估了解开始。每一年放眼望

去，各大公司总裁们的收入非常吸引人。以加拿大各大银行为例吧，加拿大各大银行的总裁（他

们的收入都是上报的公开信息）收入并不是加拿大商业上市公司最高的，可也绝不逊色。比如

2015年，RBC David McKay 一千零九十万，BMO的William Downe 一千零二十万，Scotia的

Brian Porter 九百三十万，TD的 Bharat Masrani 九百万， CIBC的 Victor Dodig八百二十万。他

们的基本工资非常的正常，多数在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左右，他们收入的最大部分，就是他们表

现的最大回报刺激因素，股票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相信加拿大和美国银行的奖励制度及方

法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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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把一个公司的股票股值提高，换句话说，就是要赚钱盈利，回报投资者的投资在股票市场

得到稳定的持续的回报，是每一个公司存在的第一要义。资本的本性，就是利润最大化，不惜一

切代价和成本扩大利润，是每一个高层管理人士最紧要的根本。每一年让股票不断上升从操作意

义上几乎没有根据可循，但是从盈利稳定的银行业来说，不赚钱几乎不可能，哪怕在金融危机冲

击全世界的 2008 及 2009 年，加拿大各大银行都还是稳固地保持了利润的增长，股票受到的冲

击，几年内飞快地上升而保值并增值。美国各大银行受冲击更大，是因为次贷危机和华尔街的暴

利机制。富国银行，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傲然挺立，它的总裁，John Stumpf，更是傲人地远

离华尔街独立地运营盈利。富国银行，也是巴菲特所持有的最大的银行股票，因为巴菲特欣赏富

国银行的策略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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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拿大各大银行类似，富国银行非常注重它的零售银行业，虽然得到最大回报的无疑从来都是

wealth Management 财富管理部门，比如互惠基金和投行部分，但是最最靠得住保持银行稳定增

长和盈利以及确立公司文化的，却永远是银行的纵横交错的零售分行业务。这一部分费用相对比

较高，因为必须要雇佣大量的员工，租用最多的房地产，开放最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因此而来的纷

繁复杂的人事管理，但是，这也是银行收集到最多客户信息的第一手直接接触客户的部门。银

行，以及各个商业机构，几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名恐惧感，害怕被对手追上，害怕自己被替

代，害怕无名的威胁，于是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更新的销售目标，吸引更多的客户，赚取更多的利

润。 

 

在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国家，在一个已经高度饱和的市场，面对一个高度有竞争力的对手的行

业，怎么做到最好？富国银行的对策，也是 John Stumpf 的口号，就是“Eight is great！”八个最

好！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客户在一家银行拥有八个以上的产品，他／她就会有更高的忠诚度，也

会给银行带来更好的回报。怎么达到这个“最好的八个”组合？每次一个客户踏入银行大门，银行

雇员就有责任把他／她的产品数量增加。而且，这个增加是写进每一个员工，每一家分行经理，

每一个地区销售经理，每一层管理经理／人员的目标中，一路上升到最高的管理层面。满足这个

需求，就是从上到下，每一年每一季度每一个月每一周每一天的评估雇员的标准。对了，不能是

单一的八个产品，比如说你拥有八个银行户头，那，银行也无法盈利，银行需要交叉销售，让客

户有了户头以后，再拥有信用卡，有了信用卡，再开一个投资户头，有了投资户头后，还要有借

贷款项，借钱买房子买车一应俱全。这样的交叉之后，客户会给银行带来最大的利益回报。银行

的股票会稳步上升，高管的回报会急剧增长，分行以及地区管理的经理经济回报增加，员工的工

资以及奖金也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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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在书面上都非常好，以顾客利益为重，增加投资者的回报率。但是，富国银行在什么地方

出错了呢？总裁 John Stumpf 的辞职以及他在国会听证会上的电视转播，都表现得非常内敛得

体，辞职声明都非常的诚恳。最后，富国银行接受一亿八千五百万的罚款，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抵

赖银行的错误。在他们自己的书面承认是过去五年内曾经解雇五千三百员工，但是，具体的情

况，就是语焉不详。事实上，有证据表明 2011 年之前就有富国银行员工写信警告销售部门“大规

模的欺骗手段”，这封 2007年的警告信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后“不加限制，（这种行为）将严重损害

公司的职业和道德形象，引起顾客的抱怨以及投资者法律纠纷，以及监管机构的重罚“。五千三百

员工系统性地重复性地犯同样错误，就算是在一起开会决定统一行动，也不会这么整齐划一，唯

一的解释，就只能落在富国银行的系统性的管理上面了。目前很多信息表明，这一虚假开户行

为，是一直持续并被鼓励而成风。这也就不得不让旁观者怀疑，究竟富国银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文化，这里面还有多少可以深究的问题等待被揭发，因而影响投资者的回报？网上广泛揣测巴菲

特将会如何行动，因为他一直的主张，都是对公司的道德基础有相当的评估，这一次富国银行丑

闻，道德上公司管理文化上以及金融回报上，直接冲击到他的底线。 

 

银行是商业机构，有商业行为是天经地义，有销售行为是本行，有销售目标也是正常，但是如何

有销售目标，但又以客户利益为上的共同得益的模式，就是一个如何找到一种平衡的艺术。没有

销售目标，恐怕是让所有银行业手足无措的挑战，有销售目标，又要防范销售人员的非道德的销

售手段投机取巧，还要保持销售人员把顾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坚持培养积极健康公司文

化，建立员工信任层度，似乎是值得下一步所有银行家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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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编者按编者按

编者按：

：：

： 

一天，编辑邮箱里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 David Guo，说他有一个超级铁路槽车运输阿省稠油的

方案，想跟大家分享。当时他只有英文稿，我看完之后，本能的想法就是，这得多大的前期投入

啊! 好像不太现实，然而，随着和 David就这个话题邮件的相互往来，我的想法慢慢发生了变化，

我渐渐不再着眼于这个方案本身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而是对 David 发散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他这套方案背后还有将来潜在动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原材料、基础加工等等参

与铁路建设和槽车制造一系列念头。                                                                                                                                

在我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相当僵化，死死地箍住了绝大多数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人们不敢想，也不愿意接触任何听上去看上去异常的东西。 

记得小时候老师或大人训斥那些聪明而又调皮捣蛋的孩子，最常用的语言就是，你怎么就不能像

其他孩子一样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这话现在回想起来，既好笑，也感觉很残酷。它背后隐藏

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扼杀了无数中国孩子的天性和本能！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知识分子本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知和一个民族的脊

梁，然而在那种环境下培育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愤懑、胆怯、沉默以至于漠然。

他们习惯于在一个被打制好的笼子里生活和工作，长期以往，习惯如此，即便有一天笼子没了，

也要设法找一个，钻进去，才觉得踏实。这种状态下，国人要想有创新甚至异想天开，几乎没有

任何环境和土壤。国门打开后，我们来到西方国家，能比较快地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掌握新的工作

技能，但思维方式和胆怯心态，第一代人能有比较大改变的，非常之少。当然，从生理和心理学

角度来看，这种转变，的确需要时间和过程，前提是人们首先愿意转变的话。 

话题似乎有些远了。David 这个设想，引起了我许多遐想和感慨，甚至有小小的激动。我非常愿

意把他和他这个新奇的想法介绍给大家。为方便大家阅读，David把他的英文稿译成了汉语。 

正当我一心一意编辑这篇稿件时，传来了 North Gateway 被加拿大政府否决的消息，另外两条扩

展管线项目被批准，阿省石油行业在黑暗中见到些许光明。不过，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该来的，

早晚要来。而 David 的设想本身能不能实现，好像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 David 作为一个中

国人大胆而独特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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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阿阿省省省省重油运往太平洋沿岸重油运往太平洋沿岸重油运往太平洋沿岸重油运往太平洋沿岸 -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替代方案输油管道替代方案输油管道替代方案输油管道替代方案新新新新设想设想设想设想（（（（郭晓波郭晓波郭晓波郭晓波）））） 

 

 

 

让我们用铁路槽车将阿尔伯塔的重油运送到太平洋沿岸。这次，我们使用超级铁路槽车，一个可

以替代管道方案的办法。 

阿尔伯塔的经济遭到低油价的冲击已经差不多快两年了。就好像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还不足以将政

府首脑、工业界领袖和油气工人的坏情绪推到极致，最高法院近期否决了北门管道项目的申述。

这简直就是让阿尔伯塔油气行业长期持续的痛苦雪上加霜。前段时间 Husky 公司的管道泄漏又给

了反对管道人士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据说美国近年在自己的国家修建了数以十计的管道，而且奥巴马总统曾告诉他们的油气工人，他

们要修建更多的管道来运送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 但是，就是同样一位总统，公开地否决了将加

拿大的重油输往美国的 Keystone管道项目，理由是这条管道对环境太危险。 

似乎阿尔伯塔省通过管道将重油运往大洋沿岸的企图所面临的挫折是无休无尽的。怎样将阿尔伯

塔的困于内陆的重油运送到大洋沿岸？这次我们讨论的是运往太平洋沿岸。我们是否需要执着于

管道方案？来自于第一民族、环保主义者和我们的邻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方面的阻力也许会

将建议的北门管道项目推迟又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再等待十年或更

长的时间？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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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超级铁路槽车方案是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超级铁路并不是一个崭新的主意。这一设想初次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德国的工程师

们概念性地设计了一种超级列车，用于将德国的农民及其财产运送到德国军队从苏联抢夺来的土

地上，并将物资运送回德国。由于德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失败，这种超级列车从未出现在轨道上，

甚至从来就没有制造过。 

当前在全世界各地奔跑的货物列车的尺寸几乎与 100 年前一样大。在过去的 100 年里，其它交通

工具，如飞机、轮船、卡车，尺寸与其最初的型号相比几乎增大了 100 倍。通过增大这些交通工

具的尺寸，获得了增大的运送能力。但是，在同一时期，铁路列车的尺寸几乎从未增加。人们很

难想象，一项 19 世纪的运输技术仍然用于运送 21 世纪的货物。 

为了运输阿尔伯塔的重油，我们无需将现有铁路槽车的运送能力扩大 100 倍。扩大十倍至三十倍

就够了。而且，这是可能的。 

首先，这在物理上是可能的。 

为了获得三十倍的运送能力，我们无需将现有铁轨的宽度拓宽三十倍。我们用不着那样做。一个

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物体的尺寸在所有维度上都是 1 个单位，该物体的体积是 1 个立方单位。1 单位 x 1单位

x 1单位= 1 立方单位。如果我们在每个维度上都将该物体增大 1倍，则增大后的物体的体积将是

原来的 8倍。 2单位 x 2单位 x 2单位= 8立方单位。如果我们在每个维度上都将该物体增大 2倍，

则增大后的物体的体积将是原来的 27倍。 3 单位 x 3 单位 x 3 单位 = 27立方单位。 

如果我们仅仅将现有铁路槽车的尺寸在每个维度上增大两倍多一点，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获得三

十倍于原来的货物容积。常规铁路的轨距是 1.435 米。为了获得三十倍的货物容积，我们只需要

将现有轨距扩宽至大约 4.3 米。这个宽度小于一条两车道公路的宽度。 

其次，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建造五十万吨级的油轮。五百吨级的卡车四十年前就在

北美的大地上奔跑。依据现有技术，我们看不到建造和运行单节重量 1500吨的铁路运输系统有什

么重大障碍。重量 1500吨的铁路槽车施加到地表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岩石路基承载这样的压力应

该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土质路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铁路车厢/槽车的

尺寸在过去的 100 年里没有显著的增加。因为常规的土质路基无法承受太多的荷载。 

混凝土路基能承担这一任务。每平方厘米的现代混凝土可以很容易地承载 0.3 吨的荷载。半平方

米的混凝土基础就能够承载 1500 吨的荷载。给出一个 10 倍的安全系数，5 平方米的混凝土基础

就能支撑一节 1500吨的铁路槽车。这样，当铁路的路径经过土质基础区域，设计人员在设计超级

铁路的基础时，可以将铁路桥梁布置在大尺寸的混凝土墩台上，或将铁轨布置在连续的混凝土地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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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该方案在经济上可行。 

尽管铁路槽车运输仍然是经济上可行的方法，海运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运输方式。想象一下，几

台超级列车车头牵引着 100 节超级铁路槽车；每节槽车内装 1000 吨原油。这样跑一趟，能够运

送多少原油？一列这样的列车可以很容易地装满一艘 100,000 吨级的油轮。这一方法的运输成本

将介于常规的铁路槽车和油轮之间。 

第四，这一方案的运输能力能够满足加拿大西部油气行业的需求。 

我们每天运输 100,000 吨原油，每年就可以运输 36,000,000 吨的原油。如果建造更多的超级列车

和装车/卸车设施，总体运输能力可以很容易地扩大一倍至两倍。这样能否让阿尔伯塔的油气行业

开心？或者，我们是否有这么多的原油可运？ 

第五，超级铁路槽车方案的安全/环境风险应该低于管道方案。 

在管道的整个运行周期内，沿管道的整个路径，安全/环境风险持续存在。在超级槽车铁路沿线的

某一个点的安全/环境风险只在槽车经过该点时存在。由于槽车不需要使用高压来维持其运行，泄

漏的可能性大大低于管道。 

超级铁路槽车的好处： 

1. 绕过管道僵局。 

管道已经成为了油气行业与环境主义者、第一民族及我们的邻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争吵的焦

点。公路及常规铁路槽车奔跑在北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还没有赢得管道那样的坏名声。在

埃德蒙顿市与罗伯特王子市之间现在就有一条铁路。各种各样的货物经由这条铁路运输。这次，

我们试图经由类似的路径，使用超级铁路槽车运送重油。 

2.不再需要稀释剂。 

通过管道运输重油需要稀释剂。建议中的北门管道项目将会在主管道旁边铺设一条稀释剂返回管

道，用于将分离后的稀释剂送回到输出端。稀释剂、输送稀释剂的管道及其日常运行费用肯定不

会是一笔小钱。使用超级铁路槽车方案，就不需要稀释剂了。 

3.超级铁路可能会成为加拿大西部一个低成本、多功能的运输通道。 

超级铁路建成后，石油将不会是在其上运输的唯一货物。以其巨大的运送能力，加拿大西部生产

的液化天然气、木材、矿产品、谷物等也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在这个通道上运输。这也是我们可以

将超级铁路的设想推荐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有力理由。如果我们将来开发

加拿大北部的资源，超级铁路也会提供一条能力巨大、成本低廉的通道。 

进一步的建议： 

1.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建议。在设计一个超级铁路系统时需要认真考虑许多因素。超级铁路槽车

的尺寸将主要受制于动力、材料和现场条件等因素；其中现场条件最有可能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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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铁路运输技术的一个重大跨越，该铁路系统运输能力的提升应当至少达到一个数量级。这就

是说，单个超级铁路槽车的吨位至少应当为 500 吨。单个超级铁路槽车最适当和可行的吨位可能

会落在 500吨至 1500吨区间。 

2.考虑到超级铁路槽车巨大的尺寸，行驶中的列车产生的噪音和震动可能会非常大。在项目的设

计阶段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超级列车产生的噪音和振动。 

3.如果这一建议被认为有价值，可以雇用一家咨询公司做一下该计划的可行性研究。 

4.应建造双层壳体的铁路槽车。一旦发生泄漏，双层壳体的铁路槽车将提供双重泄漏防护。而且，

槽车的结构强度也会得到加强。 

5.可以在超级铁路槽罐列车的前方使用两台先导车执行安全和保安监控/预警功能；同时还可以清

除轨道上的任何障碍物。 

6.在计划中必须清楚地声明对超级铁路沿线第一民族和其它社区的益处。可以建立一个基金，其

资金将用于超级铁路沿线第一民族和其它社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就业项目。为了项目的

成功，我们需要来自铁路沿线的第一民族和其它社区的强有力的支持。 

本文仅是有关如何以新的方法运输阿尔伯塔的重油的建议。应邀请政府官员、公司高层、科学家、

经济学家、工程师、第一民族和一般公众讨论这一话题。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超级铁路槽车

的尺寸和超级铁路的路径将会浮现得更加清晰。 

让我们来开始这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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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艺术艺术艺术 ART 

 

 

ART 

 

Michael Parkes (born in 1944 in Sikeston, Missouri) is an American-born artist living in Spain who is 

best known for work in the areas of fantasy art and magic realism. He specializes in painting, stone 

lithography and sculpture. Parkes' work is widely available in the form of self-published mass 

production poster prints and nine publish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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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挨打挨打挨打挨打终结篇终结篇终结篇终结篇 (徐凡徐凡徐凡徐凡) 

 

 

 

 

 

 

 

 

 

 

 

 

 

 

 

徐凡

徐凡徐凡

徐凡，

，，

，Emily Xu，
，，

，小名丫丫

小名丫丫小名丫丫

小名丫丫，

，，

，15 岁
岁岁

岁，

，，

，加拿大

加拿大加拿大

加拿大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 Tom Baines School十
十十

十一

一一

一年级学生

年级学生年级学生

年级学生，

，，

，

痴迷绘画

痴迷绘画痴迷绘画

痴迷绘画，

，，

，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

。

2012 年
年年

年 Th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NCC) 举办的全加拿大
举办的全加拿大举办的全加拿大

举办的全加拿大   “
““

“ Raise Your 

Voices!”
””

” National Student Banner Contest七
七七

七

名获奖者之一

名获奖者之一名获奖者之一

名获奖者之一。

。。

。 2014 年画作
年画作年画作

年画作“

““

“ Calgary 

Tower”
””

”及配诗

及配诗及配诗

及配诗“

““

“Rapunzel’
’’

’s Tower”
””

”被选

被选被选

被选

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

“A city map 

in verse and visual”
””

”，

，，

，并因此

并因此并因此

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

受市长邀请于受市长邀请于

受市长邀请于

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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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年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主得主得主鲍勃鲍勃鲍勃鲍勃····迪伦之路迪伦之路迪伦之路迪伦之路（（（（袁越袁越袁越袁越）））） 

 

 

 

袁越，男，网名土摩托，1968年生于上海，五岁随家人去北京生活。1986年进入复旦大学生物

工程系学习。1992 年留学美国，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94 年至 2004 年在美国从事生物技术研究；

2005年初回到国内，担任华纳唱片公司欧西部经理。同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担任特约撰稿

人至今。 乐评文字见于《音像世界》、《我爱摇滚乐》和《轻音乐》等多家刊物，专著有《来自

民间的叛逆》（2003）、《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生命八卦》、《土摩托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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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明尼苏达州位于美国的东北部，但在美国人眼里，这个州属于“中西部”，因为这

个国家是从东海岸发展起来的，波士顿、费城和纽约才是中心，明尼苏达则完全属于乡下，明尼

苏达人就是正宗的乡下人。 

1890 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北方小镇希宾 (Hibbing) 发现了一个大铁矿，此时正赶上美国工业进入高

速发展期，希宾迅速地富了起来，成为美国最富的镇之一。1946 年，一户姓齐默尔曼 

(Zimmerman) 的人家搬到了希宾镇，这家的男主人阿比·齐默尔曼 (Abe Zimmerman) 因为生病不

得不辞去原有的工作来这里帮助他的两个哥哥代管一家电器商店。阿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鲍勃

(Bob)，小的叫大卫(David)。大儿子生于 1941 年 5 月 24 日，出生时因为头太大还差点出了麻烦。

鲍勃很小就喜欢唱歌，而且有很强的表现欲。在他 3 岁那年就当着邻居阿姨们的面表演了两首歌，

最好笑的是在唱歌前他郑重宣布：“大家都不要说话了！否则我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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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同其他男孩子一样，也喜欢看连环画，他会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个没完。也许是从连环

画中得到了启发，9 岁那年的母亲节那天，鲍勃突然跑到母亲面前，为她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我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My dear mother，I hope that you) 

永远不会变老，头发永远不会变白，(Will never grow old and gray，)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对你说：(So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ill say:) 

“喂，这位年轻的女士，母亲节快乐！”(“Hello，young lady，Happy Mother's Day。”) 

 

显然这首诗不能算好，但从此写诗成了小鲍勃最大的爱好。齐默尔曼一家是犹太人，这在希宾算

是个少数派。他们家虽说不上富有，但比起在当地占多数的蓝领工人来说却是相当富裕的。镇上

的工人们不喜欢这些富裕的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所受的歧视还不算太严重，与当时美国黑人所

受的歧视相比更是微不足道。而对于鲍勃这些犹太孩子来说，这种歧视的最大后果就是孤独。鲍

勃的父母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回家，鲍勃放学后就只能一人待在家里，因为他和学校里那些穷孩

子们玩不到一起去。寂寞的鲍勃经常会一个人对着窗户发呆，做白日梦。由于天气寒冷和对铁矿

的过度开采，希宾镇已经没有多少植被了，窗外能看到的就是一片光秃秃的碎石和那个被当地人

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坑”的露天铁矿。这种奇特的荒凉景象肯定在鲍勃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至于他在后来的创作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人世间的荒谬和无常。 

也许是因为内疚，齐默尔曼夫妇俩总是尽量满足鲍勃的需要，很快鲍勃就有了自己的高级收音机、

电唱机和满架子的唱片。那阵子鲍勃很迷收音机，尤其喜欢收听来自遥远的南方电台里播放的流

行音乐。当时美国南方正流行黑人的“节奏与布鲁斯”(R & B)，以及受此影响而出现的“乡村与

西部”音乐。这些音乐节奏强劲，气氛喧闹而又放肆，与希宾镇单调无趣的白人中产阶级生活形

成了鲜明对比。与其说小鲍勃喜欢这种音乐，不如说他迷上了这种音乐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与现状

的强烈反差。 

这段时间小鲍勃还有一个爱好：看电影。他的一个叔叔拥有希宾镇最大的电影院，他因此免费看

了大量好莱坞电影。1955年秋天，鲍勃看了一部名叫《无因叛逆》(Rebel Without A Cause)的电影，

演员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电影里成功地扮演了梳着背头的叛逆青年。这一形象把鲍勃迷住

了，他马上跑到店里买来一件黑皮夹克，一条李维牌紧身牛仔裤，一双高腰皮靴，还央求父亲为

他买一辆二手的哈雷摩托车，经常骑着它在大街上兜风，车后则坐着鲍勃当时的女朋友，一个出

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名叫埃科的姑娘。就这样，鲍勃在旁人眼里成了镇上不良青年的一员。这些

被人们称为“油脂仔”(Greaser)的另类青年多半是穷苦工人家的孩子，鲍勃其实跟他们混不到一

起去，他只是喜欢那种叛逆的感觉罢了。这种喜好伴随了他一生。 

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方因为气候灾害爆发了饥荒，失业的黑人沿着 61 号公路北上，去芝加哥

等大城市找工作，顺便把黑人的布鲁斯音乐带到了北方。城市生活为这种源自乡村的音乐插上了

电，并渐渐转变成为大名鼎鼎的摇滚乐。自 50年代开始，摇滚乐逐渐在美国流行起来，身为“油

脂仔”的鲍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和两个朋友组织了一支摇滚乐队，取名叫“金色和弦”

(Golden Chords)，鲍勃是乐队的主唱。有一次乐队去参加学校组织的音乐比赛，学生们被这种喧

闹的节奏吓坏了，台下有人开始“嘘”起来，有一个老师甚至躲进了休息室。鲍勃这时显露出了

他性格中最强的一面，自信，他完全不理会台下的嘘声，仍然自顾自地唱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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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果，“金色和弦”名落孙山。不过，总的说来，鲍勃的中学时代是很平常的。中学毕业后，

鲍勃考上了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不过很快就厌倦了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整天

出入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酒吧区，听“垮掉派”(Beat)诗人们朗诵诗歌，也跟着他们一起吸毒。那

个时期美国的大学生是不听摇滚乐的，嫌它太简单。他们需要一种成年人听的音乐，而在当时他

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民歌。鲍勃很快就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

并开始学唱美国民歌。他一开始是从扒流行民歌组合“金斯敦三重唱”(Kingston Trio)的歌学起，

很快就学唱更古老、也更正宗的老民歌。他尤其喜欢黑人唱的民歌，这大概是因为他中学时就是

黑人布鲁斯的乐迷，对黑人音乐特别有好感。 

鲍勃苦练了一学期，觉得自己有些底气了，便在一天下午背着吉他走进了一家民歌咖啡馆，说自

己名叫鲍勃·迪伦(Bob Dylan)，想来咖啡馆唱歌。从这一时刻起，那个来自希宾镇的犹太少年鲍

勃·齐默尔曼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取代他的是一个稚气未脱却又野心勃勃的鲍勃·迪伦。 

迪伦取这个名字一半是因为一个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Matt Dillon)，另一半是因

为迪伦觉得这个名字又好听又好记。后来总有人猜测鲍勃改名是为了纪念著名诗人迪伦·托马斯

(Dylan Thomas)，可鲍勃那时很少读书，改名时他还没读过托马斯的诗歌，成名后鲍勃找来一本托

马斯的诗集读了一遍，他的评论是：“我俩的风格不一样。” 

鲍勃改名字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他很早就对自己的身世不满意，自己平庸的犹太家庭和他一心

想成为的流行歌手的身份太不相配了。充满幻想的鲍勃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寻找一个他想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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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以代替人们心目中的犹太乖小孩儿的形象。大唱摇滚乐的“油脂仔”是他选择的第一个角

色。在他进了大学并放弃了摇滚梦之后，鲍勃急需再次改变自己的形象，改名字大概是最彻底的

手段了。不仅如此，他还每每在人前吹嘘说自己是来自美国南方的孤儿，曾经和许多著名的黑人

布鲁斯大师一起在南方唱游过。也许可以把这种行为当做是少年迪伦善意的恶作剧，但迪伦成名

后也经常对朋友和媒体撒谎，为此经常遭到朋友们的耻笑。有人分析说他这么做很大的原因是为

了在人们心目中制造神秘感，不过他的朋友都不愿扫他的兴，没把他的谎言揭穿就是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迪伦无意中读了一本小说名叫《奔向荣耀》，立刻疯狂地爱上了本书作者，

美国最伟大的民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这是格思里写的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他

扛着一把吉他在美国各地流浪的经历。那段时间迪伦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而且

逢人就说格思里是多么伟大，自己是多么崇拜他。迪伦甚至强迫朋友们听他朗读书中的段落，格

思里成了迪伦这辈子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精神偶像。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迪伦疯狂地要把

自己改造成格思里。他很快地学会了几乎所有格思里的歌曲，而且连说话也开始带着格思里的南

方口音。不久他就把幻想与现实混在了一起，到处跟朋友说自己其实是生在美国南方的孤儿，还

曾经在加州见过流浪中的格思里，对此朋友们自然是一笑了之。 

格思里一辈子写过不少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民歌，不少人因此把他当做左派民歌的代表性人物，

但其实他一生痛恨形式主义，而政治在他看来是最大的形式主义。他曾经对朋友说：“左翼、右

翼、鸡翼，在我看来都一样。”迪伦之所以喜欢格思里，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左派立场，而是他独

来独往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图名利，敢于追求自由的天性。要知道，当垮掉派诗人们还在穿开裆

裤的时候，格思里就用自己的歌声当饭票，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 

当迪伦听说格思里因病住院，而且患的是不治之症后，便决定去纽约看他，从此便踏上了一条通

往成功之路。 

1961年 1月的某天晚上，一个叫曼尼·罗斯 (Manny Roth) 的老板正在为自己的咖啡馆客人不多而

发愁。这家小咖啡馆名叫“咖啡哇？”(Café Wha?)，坐落在纽约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

麦克杜格尔大街上，临街就只有一扇门，其余部分全在地下室。那天晚上正好有位民歌手在为客

人们唱歌，这时门开了，随着冷风走进来一个年轻人，他圆圆的脸，长得像只有 16岁，却穿着一

身西装，还打着领带，一只手拎了个背包，另一只手提着一把破吉他。他来到曼尼面前，开口说：

“我从西部来，刚到纽约。我叫鲍勃·迪伦，我想唱几首歌，成吗？”“当然可以，你住在哪

里？”“还没找到住处呢。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住一宿吗？”“我跟大伙说说看。” 

等到那个歌手唱完后，迪伦走上了小舞台。他一边不紧不慢地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口琴和一个口琴

架，一边为吉他调音，嘴里不停地向观众们讲自己的故事：“我这些年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去

过所有伍迪·格思里去过的地方。现在身上只剩下这把破吉他和这个旅行袋，其他什么也没有。”

迪伦天真的样子和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叙说很快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接下来的演唱虽然没能给

人留下太深印象，但他唱完后，有好几个人都愿意为他提供住宿。就这样，迪伦在一个陌生人的

客厅沙发上度过了他在纽约的第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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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位于美国东北部几条大河的出海口，其中心一块被哈德逊河和东河夹在中间的半岛是曼哈

顿。在这里工厂做工的蓝领工人们需要一个房租便宜的生活区，格林威治村应运而生。这个城中

村位于曼哈顿岛尖的北部，多年来不断吸收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工人，逐渐成为全美国民族成分

最复杂的街区之一。 

上世纪初，贫穷的意大利工人开始大规模迁至格林威治村，把它发展成一个以意大利蓝领工人为

主的意大利城。意大利人有个奇怪的传统，他们认为艺术家都是些受上帝保佑的好心肠的傻瓜，

他们既不把艺术家们太当回事儿，又善于容忍艺术家们那些在常人看来稀奇古怪的行为举止。因

此，这些意大利人与同样看中了这里低廉房租的穷艺术家们相处得很好。在格林威治村住过的艺

术家中出了许多伟人，如马克·吐温、欧·亨利和爱伦·坡等。再后来，许多先锋诗人、前卫爵

士音乐家、画家等相继入住这里，使得格林威治村变成了一个由 80%意大利人、15%爱尔兰移民

和 5%先“疯”艺术家组成的奇怪的城中之城。 

正是因为这些“疯子”们做出的贡献，使得纽约市不但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也逐渐演变成了美

国的文化中心。从文学上讲，这里是垮掉派文学运动的发源地，金斯堡、凯鲁亚克和巴勒斯都发

迹于此。从音乐上讲，这里不但是现代爵士乐的发源地，而且也是美国流行音乐的制作中心，几

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唱片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著名的流行歌曲创作中心“锡锅街”(Tin Pan Alley)

就位于此处。从政治上讲，这里还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美国共产党的总部就设在纽约市，这里

有大量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是美国共产党的主力。 

纽约浓郁的左派风气使得民歌复兴运动在纽约遇到了严重阻力。美国的民歌复兴运动始于 50年代

中期，其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金斯敦三重唱”，三位大男生穿着衬衫和卡其布裤子，用

吉他和班卓琴作为乐器，翻唱各民族古老的歌谣。这场运动的起因很简单，最早迷上摇滚乐的那

帮中学生纷纷上了大学，而早期摇滚乐简单无趣的歌词逐渐被他们所抛弃，唱片公司只好通过改

编老民歌来填补空白，没想到这种通俗化的民歌一炮而红，那段时期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

模仿“金斯敦三重唱”的男女青年。 

但在格林威治村这个美国民歌的重镇，“金斯敦三重唱”这类通俗民歌却没有任何市场。不但那

些一直试图用民歌宣传革命理想的左派们讨厌它，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派民歌手们也讨厌

它，骂它是穿上了民歌外衣的流行歌曲，玷污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民歌传统。 

民歌的这两个主要派别虽然不完全合拍，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垮掉派。这些人和民

歌手很像是一对寄宿在格林威治村的不和谐的共生体，虽然从本质上看两者都反潮流，都试图建

立自己的价值标准，都崇尚个人自由的不可侵犯。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美国民歌带有明显

左派标记，它把为老百姓说话，同资本家斗争当成了自己的目的。而垮掉派则提倡追求个性和心

灵解放，提倡一种没有任何义务和牵挂的绝对自由。 

迪伦刚到纽约时还不满 20岁，那时候的迪伦喜欢老民歌，表面上属于民歌的学究派，但他心里想

当歌星的愿望也很强烈。不过，在明星云集的纽约，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付出双倍的努力，还

得仰仗贵人相助，甚至还要加上一点运气。迪伦肯定是很努力的，那阵子他一有机会就去民歌咖

啡馆唱歌，苦练吉他和口琴，很快他的口琴就自成体系，圈子里谁需要口琴伴奏都来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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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就欠“贵人”了。迪伦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就是他的偶像格思里。格思里不幸患上了亨

廷顿氏症，当时已到晚期，虽然还能勉强走路，但生活已不能自理。迪伦来到纽约后不久就去医

院看望自己的偶像，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十分开心，迪伦还为格思里唱了好几首格思里自己写的

歌，格思里很喜欢这个长着一副娃娃脸，却把自己的歌唱得比自己还像自己的年轻人，逢人便夸

迪伦：“这个孩子会成功！也许他在写作方面没什么前途，可他唱得真好！这孩子会唱歌。” 

格思里这次可是看走眼了，这个评论可只说对了一半。要说唱歌，迪伦也许不太被普通听众接受，

可在民歌爱好者们听起来却很有味道。迪伦能把黑人布鲁斯唱得惟妙惟肖，你如果只听唱片的话，

肯定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才 20岁出头的白人小伙子唱的。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演唱时对歌词的处

理。他经常在一个句子里对重要的词有选择地加重音而把其他词一略而过，这样可以让原本听起

来可能很枯燥的句子变得很有韵味。这一方法还会使不同长度的句子能和谐地唱在同一个乐句里

而不显得突兀。这一绝活后来给迪伦的歌词创作带来了很大的自由度，让他可以把注意力更多地

放在歌词的内容上。不过，这样做也有副作用，许多迪伦唱起来很贴切的歌，别人却怎么都唱不

顺口。 

 

格思里的赞扬给了迪伦一个出头的机会，但要想抓住这个机会在竞争激烈的民歌圈里闯出名头，

确实还需要一点真功夫。迪伦那时还不怎么会写歌，但他在现场表演方面却有独到之处。60 年代

初期的格林威治村民歌圈盛行学究派，也就是纯粹的传统型民歌手，他们讲究的是原汁原味，认

为民歌的魅力就在于这些歌是传唱了几百年的老歌，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最出色作品。这些歌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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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历史倒要比歌本身更让他们着迷。学究派歌手们坚信他们在舞台上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老民歌

原封不动地唱给观众们听就行了，任何对民歌的改动都是一种出卖民歌的商业化行为，是应该遭

到谴责的。迪伦则与其他人很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对美国传统民歌并不那么狂热，也许

是因为他太想与众不同，甚至也许是因为他太紧张，他的演唱大概不会让人产生对古老民歌的崇

敬，而是让人想发笑！因为他在明尼苏达时就已初具雏形的卓别林式的舞台形象在纽约最终被发

展成了他的个人风格。他总是戴着一顶滑稽的灯芯绒小帽儿走上舞台，然后又会花上几分钟用卓

别林式的笨拙动作为他的吉他调弦，这中间他会时不常地说上一两句看似随意，其实却是经过精

心准备的笑话。在逗笑听众的同时告诉大家，自己是一个新手，请多包涵。之后，就在大家对这

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孩子”开始感兴趣时，迪伦会突然开始用一种只有历尽沧桑的流浪汉才具

备的粗哑的嗓子唱起一首格思里的老歌，之间他还会像老布鲁斯乐手一样吹上一段即兴的、具有

浓郁的布鲁斯味道的口琴独奏。这种强烈的对比往往会让台下的听众大吃一惊。可马上，迪伦又

会来上一段笑话，或者故意跟台下的某个熟人唠会儿嗑，等听众静下心来之后，他就又开始唱起

来。就这样听众总是处于兴奋状态，反应自然也很热烈。 

渐渐地，迪伦在纽约有了自己的“粉丝”圈，这引起了麦克·坡科(Mike Porco)的注意。坡科是格

林威治村最大的民歌商业演出场所“格迪斯民歌城”(Gerdes Folk City)的主人，也是迪伦的第二个

贵人。其实他本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音乐门外汉，对民歌更是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他关心的

只是钱。他通过观察观众的反应，发现迪伦的演出很受欢迎，便邀请他为一位当时已经很有名的

布鲁斯歌手的商业演出做暖场嘉宾。于是，就在 1961 年 4 月 11 日这天，迪伦第一次正式登上了

民歌城的舞台，这一天也被公认为是迪伦第一次正式登台表演的纪念日。 

正式演出需要办演出证，坡科便带着迪伦来到纽约市的演员工会。办证的人一看迪伦的出生证明，

便对迪伦说：“你还不到 21岁，把你妈叫来。”“可我没妈。”迪伦说。“没关系，把你爸叫来

也成。”“可我也没爸。”办事员转过头去悄悄问坡科：“他是谁？一个杂种？！”最后，还是

坡科自愿当了迪伦的监护人，这才把演出证办了下来。 

演出很成功，演完后迪伦试着联系了几家专门出民歌唱片的公司，却都吃了闭门羹，只好又回到

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一边卖唱一边等待机会。有一天，迪伦的一位朋友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

音，缺一把口琴，就把迪伦找去吹了一段，恰好公司的音乐制作人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

也在场，迪伦终于遇到了第三个、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哈蒙德是美国音乐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音乐制作人，他出生于富有的范德比尔特家族，因此他一

辈子都可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用为金钱而担心。他年轻时就是个左派的同情者，曾在左

派杂志《新群众》上发表过观点激进的文章。不过哈蒙德最爱的却是音乐，尤其喜欢黑人布鲁斯

和爵士乐。他曾经为哥伦比亚签下了碧丽·霍勒黛(Billie Holiday)、阿蕾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和康特·贝西(Count Bessie)等一大批著名黑人音乐家，是哥伦比亚能跻身于主流唱片公司

之列的最大功臣。 

哈蒙德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只听了迪伦的一段口琴独奏就认定这是一块璞玉。恰在此时，

《纽约时报》一位资深乐评人在听了迪伦的现场演唱后在报纸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

哈蒙德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场提出要签约迪伦，此时他甚至还没有听过迪伦唱歌！哥伦比亚公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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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作品部(A & R) 的新任主管大卫·卡普拉利克 (David Kapralik) 被哈蒙德的草率惊呆了，但他出

于对这位资深制作人的信任，勉强在合同上签了字。 

就这样，迪伦成为第一个和主流唱片公司签约的新生代男民歌手。据说几年后曾经拒绝过迪伦的

前卫唱片公司的一名雇员在自己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当初迪伦来试唱时他随手

记下的评语：“此人没什么特别之处，没前途。”那天晚上，这个后悔的雇员一个人跑到酒吧里

喝了个酩酊大醉。 

平心而论，那时的迪伦确实看不出有任何商业价值。他还不会写歌，嗓音有些古怪，吉他技术普

通，唯一的亮点只是口琴而已。难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从上到下都不看好这次签约，而迪伦在哥

伦比亚出版的第一张唱片也确实卖得不好，仅售出 5000 张左右，按照哥伦比亚这样的大厂牌的标

准，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值一提。好在迪伦的录音费用不高，录这张唱片只花了 402 美元，哥伦比

亚这才勉强保本。如果没有哈蒙德这样的伯乐，迪伦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换句话说，如果迪伦生在如今这样一个只看重眼前利益的时代，他几乎不可能成功。迪伦的第一

张唱片基本上都是翻唱老民歌和布鲁斯，所以纽约的学究派民歌界把迪伦视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谁知他的第二张唱片便背叛了同伴，收录了大量自己的创作，其中就包括那首广为流传的《答案

在风中飘》。第三张唱片《时代变了》又进了一步，在这首同名歌曲中，迪伦以一个领导者的口

气告诉听众，“时代变了，未来属于我们年轻人”。因为这两张唱片，左派民歌界又把迪伦收归

旗下，还邀请他参加了 196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民权运动大游行，并当场献歌。此时的迪伦，俨然

是美国抗议民歌运动的领导者。 

谁知好景不长，迪伦再一次背叛同伙，出版了第四张唱片《迪伦的另一面》，收录了他创作的一

批反映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作品，正式告别了抗议民歌王国。还没等大家明白过来，迪伦又迅速出

版了第五张唱片《回到根源》，这次他居然又背叛了民歌，给吉他插上了电，开始唱起了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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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实在是太大了，发生得也太快，美国民歌界完全不能适应，纷纷骂他是“民歌的叛徒”。

其实大家都忘了，迪伦本来就是一个唱摇滚的“油脂仔”，唱民歌反而是在玩票。 

接下来的两张摇滚专辑《重返 61号公路》和《美女如云》也都非常出色，在各种“史上最佳摇滚

专辑”榜单上的名次都很靠前，卖得也很好。迪伦终于在短短的 4 年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明

尼苏达大学肄业生变成了叱咤风云的摇滚歌星。 

就在此时，迪伦突然离开了纽约城，搬到了距离纽约两小时车程的乡间小镇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随着这次搬家，他的生活再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变。 

如果你从纽约市中心租一条小船，沿着哈得逊河逆流而上航行 160 公里，就会来到一处风景优美

的避暑胜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德斯托克。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有山有水，植被茂盛。山

间的小块平地被开垦成了耕田，当地居民多半以务农为生。1902 年，一个名叫拉尔夫·拉德克利

夫·怀特黑德(Ralph Radcliffe Whitehead)的英国富商来到了这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纺织厂老

板，可他却对英国社会过度的工业化十分厌恶。怀特黑德曾经师从牛津大学教授约翰·鲁斯金

(John Ruskin)，鲁斯金认为大规模机器生产让廉价的、毫无艺术性的产品充斥市场，老祖宗千百年

遗留下来的工匠技艺将丧失殆尽，人类将会失去最宝贵的创造精神。因此他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反

工业化运动。受鲁斯金的影响，怀特黑德带着大笔金钱移民美国，想在这块新大陆找到一片未被

污染的净土，建立一个以手工作坊为主的工匠村。在周游了大半个美国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伍德

斯托克。这里山清水秀，又离纽约不太远，是建立一个乌托邦国的理想场所。 

主意已定，怀特黑德立即在伍德斯托克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在上面建造了 30幢木头房屋，吸引了

一批工匠、艺术家和青年学生来这里从事原始的木工、纺织、铁器和陶器制造等艺术创造和生产

活动。怀特黑德想以手工制造的产品换取金钱来维持这里的繁荣，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无情的失

败，他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造价太高，根本无法和大规模机器生产相对抗，维持这个小区的生计还

要靠他父亲当年开纺织厂时赚来的钱！与此同时，怀特黑德独裁的性格和仇视犹太人的态度惹恼

了他的同伴，几个当初的创建者又在附近建立了几个相似的小区。 

到了上世纪 20年代，随着这几个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们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伍德斯托克慢

慢变成了一个有自己的商店、咖啡馆和饭店的小城。与此同时，包括作家、音乐家、画家和舞蹈

家在内的许多艺术家开始往城内迁移，伍德斯托克变成了一个艺术家聚居的村落。他们来这里并

不是因为反工业化的理念，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以纽约为主要的活动基地，来这里纯粹是为

了休息。 

最先搬来这里的是迪伦的经纪人艾伯特·格罗斯曼(Albert Grossman)，正是由于他的介绍，迪伦才

告别了纽约市并最终定居于此。必须停下来说说这个格罗斯曼，他是当时美国民歌界公认的三大

经纪人之一，另两位都是因为对民歌的热爱和左派思想才入行的，只有他纯粹是为了钱。他还相

信大多数民歌手骨子里其实也都和自己一样想发财，只是出于自尊心才不愿做得太露骨。而作为

一个经纪人，他的任务就是在歌手和唱片公司之间设一道墙，让歌手们可以不必直接和钱打交道，

从而把心思都放在艺术创作上，由他来负责赚钱。后来的事实证明，格罗斯曼确实把手下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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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得很好，让他们个个都成了富翁。所以他手下的大部分歌手都很尊敬他，可没签给他的歌手

们就都不怎么喜欢他了。 

格罗斯曼可以被称为是迪伦的第四个贵人，正是由于他的强硬，迪伦才保住了自己的个性。当时

美国流行音乐界的大部分经纪人都对手下的歌手有绝对的控制权，歌手从演唱风格到选唱的歌曲

等都是经纪人说了算。那时的流行歌手都被叫做“表演者”(Performer)，他们的音乐会被叫做

“表演”(Performance)，而格罗斯曼是第一个把歌手当做“艺术家”(Artist)，把他们的演出叫做

“音乐会”(Concert)的经纪人，他真心地认为这些民歌手们都是和古典音乐艺术家平起平坐的人。

正因为如此，格罗斯曼非常尊重这些民歌手，很少干涉他们在艺术上的选择。他在和唱片公司签

约时都会提出所有的艺术选择权(包括选曲、制作、录音，甚至封面设计) 全部在乐手这方，唱片

公司不能干涉，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格罗斯曼签下迪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迪伦尽量不去小场地演出，少跟媒体接触，增加神秘感。

迪伦出名后，格罗斯曼立即在伍德斯托克买了幢房子，迪伦随时可以来小住几天，离开纽约那个

是非之地。1965 年迪伦也在这里买了房子，正式成为伍德斯托克的居民。1966 年，迪伦在伍德

斯托克的树林里骑摩托车意外受伤，格罗斯曼借故把所有前来采访的记者挡在了门外，从此迪伦

便从大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歌迷们得不到确切的消息，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他已经瘫痪，甚

至有传闻说他摔断了脊椎骨，成了植物人。其实迪伦的伤势肯定没有那么严重，但真正了解内情

的人很少，事实真相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成为歌星后的迪伦太累了，急需休息一段时间。车祸发生以前，迪伦手头有

一部书要写，一部电视片要拍，还有格罗斯曼给他安排的 60场音乐会在等着他上路。那阵子他天

天服用兴奋剂，否则就坚持不下去了，很多朋友都担心他活不到 26岁生日。一场车祸终于让迪伦

名正言顺地推掉了一切工作，躲进伍德斯托克的家安心静养。伤愈后他彻底戒了毒，成了一个

“干净”的人。他还变成了一个模范丈夫，整天待在家里陪妻子。1967 年迪伦和妻子萨拉(Sara)

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当上父亲的迪伦变得安静了许多，当年住在伍德斯托克的人都回忆说那时

的迪伦是个很没趣的邻居。 

迪伦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尤其是《圣经》。他家里显眼的位置上总是有一本摊开来的大

开本《圣经》，可见主人对此书的痴迷程度。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迪伦的创作就和《圣经》

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作为一个音乐家，迪伦的生活里自然离不开音乐。当时迪伦的伴奏乐队“老鹰”的成员们

也住在附近，他们合伙买下了一幢粉红色的大房子，并把地下室清了出来，没事就跑下去自娱自

乐，翻唱老民歌。后来有盗版商把他们在地下室随便录下的一些歌曲小样偷偷拿去出版，仅在美

国就售出了 35 万张。直到 1975 年哥伦比亚公司才把这些歌曲稍加整理后以《地下室磁带》 (The 

Basement Tapes) 的名字出版，普通消费者这才得以听到这批珍贵的正版录音。这张唱片被称为是

盗版业的鼻祖，迪伦无心插柳，开创了盗版行业的新纪元。 

就在迪伦躲在伍德斯托克休养生息的时候，整个美国都乱套了。1966 年“披头士”乐队出版了唱

片《旋转者》(Revolver)，将毒品文化带至主流音乐圈。1967 年“越战”进入僵持阶段，美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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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战运动也达到高潮，抗议游行此起彼伏。同年在旧金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历史

上把那年的夏天称为“爱之夏”。1968 年嬉皮士运动初现颓势，同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党代

表大会爆发骚乱，警察和示威民众大打出手。1969 年，战火竟然烧到了迪伦的老家。就在距离伍

德斯托克不远处的贝瑟尔市举办了一场以伍德斯托克命名的摇滚音乐节，吸引了 50万嬉皮士前来

参加，因为交通堵塞而未能前来的歌迷人数比这更多。值得深思的是，迪伦并没有出现在长长的

歌手名单中，那个周末他接受了一个英国的摇滚音乐节的邀请，离开了伍德斯托克这个是非之地，

而他选择英国的理由是对方出的钱更多些。 

谁也无法指责迪伦的选择，或许他早已看出了所有这一切尽皆虚幻。在伍德斯托克居住期间他出

版了两张乡谣专辑，其风格和当时热门的迷幻摇滚乐完全脱节。当 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之后，

疲惫的美国年轻人终于意识到火红的 60年代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们重新拥抱温情的民歌，反

映爱情和亲情的乡谣取代了摇滚乐，登上了流行歌曲排行榜。 

迪伦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不过，这是他最后一次引领时代潮流了。在伍德斯托克住了 5 年，

并生了 3 个孩子之后，迪伦就像大多数功成名就的艺术家那样举家迁往洛杉矶，在海边买了幢房

子，开始过起了退休生活。那时他还不满 30岁，却已经早早地告别了这个喧闹的世界，一头扎进

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