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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Wong 专栏专栏专栏专栏   一個冬天的夜晚一個冬天的夜晚一個冬天的夜晚一個冬天的夜晚 

 
 

 
 
 
 
 
 
 
 
 
 
 
 
 
 
 
 
 
 
 
 
 
 
 
 
 
 
 
 
 
 
 

一

一一

一個冬

個冬個冬

個冬天的

天的天的

天的夜晚

夜晚夜晚

夜晚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 

村莊沉寂了 

小路也變得朦朧 

我們在夜色的庇護之下 

走向山谷 

走向微波蕩漾的湖 

你拉着我 

爬上高高的堤壩 

我依着你 

久久凝望着深沉的天空 

終于   光潔的月亮滾出了雲層 

將我們的影子描在一起 

從此不在孤獨 

多麼美好啊 

四周悄然無聲 

連風也吹得溫柔 

我們滾燙的呼吸交融在一起 

然切的目光註視着彼此鮮艷的面容 

多麼美好啊 

一切都已睡去 

暗的山   暗的水   暗的樹 

我們站在高高的堤壩上 

任感情的潮水溢滿心胸 

暗藏的秘密躲不過皎潔的眼睛 

心底的歌溢出了低凝的歌喉 

難訴的相思 

在這一刻得到申辯 

持久的夢 

在這一刻閃出瑰紅 

多麼美好啊 

在這個冬天的夜晚 

我們年輕的愛情誕生了 

從此沒有寒冷    沒有哀愁......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 

四周悄然無聲 

連風也吹得輕柔 

我們走下高高的堤壩 

相攙扶的是我們緊握的手 

高昂的是我們驕傲的頭 

我們走在月光照耀的小路上 

走向安詳的村莊   溫暖的家 

春天的國度...... 
 

我的英文名子是

我的英文名子是我的英文名子是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 ，
，，

， 中文名子是
中文名子是中文名子是

中文名子是

王茜

王茜王茜

王茜，

，，

， 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
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

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

。。

。受父親影响

受父親影响受父親影响

受父親影响，

，，

，

我自幼酷愛文學

我自幼酷愛文學我自幼酷愛文學

我自幼酷愛文學。

。。

。 

大學期间开始写诗

大學期间开始写诗大學期间开始写诗

大學期间开始写诗。

。。

。曾多次在校刊上發表詩

曾多次在校刊上發表詩曾多次在校刊上發表詩

曾多次在校刊上發表詩

作與文章

作與文章作與文章

作與文章﹐

﹐﹐

﹐同時也在當地的文學期刊上發表

同時也在當地的文學期刊上發表同時也在當地的文學期刊上發表

同時也在當地的文學期刊上發表

詩作

詩作詩作

詩作。

。。

。 

1988年
年年

年，

，，

， 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

， 怀
怀怀

怀

揣一个留学梦

揣一个留学梦揣一个留学梦

揣一个留学梦，

，，

， 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
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

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

。。

。刚

刚刚

刚

来时英文水平有限

来时英文水平有限来时英文水平有限

来时英文水平有限，

，，

， 又忙于学业工作
又忙于学业工作又忙于学业工作

又忙于学业工作，

，，

， 无
无无

无

暇写作

暇写作暇写作

暇写作。

。。

。  

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

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

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

。。

。 现已陆
现已陆现已陆

现已陆

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

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

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

得三个文学奖

得三个文学奖得三个文学奖

得三个文学奖，

，，

，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

。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

。。

。 我們
我們我們

我們

有着共同的青春

有着共同的青春有着共同的青春

有着共同的青春﹐

﹐﹐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理想﹐

﹐﹐

﹐和共同的經

和共同的經和共同的經

和共同的經

歷

歷歷

歷。

。。

。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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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一個晶瑩

個晶瑩個晶瑩

個晶瑩的

的的

的故

故故

故事

事事

事 

 

一個晶瑩的故事 

象一條清澈的小河 

流過蘭天 

流過草地 

悄悄註入我的心窩 
 

你是一只飛翔的白鴿 

輕輕在河底滑過 

用你響亮的哨音 

呼喚所有孩子的眼睛 

在河邊找到每一個潔淨的“我” 
 

你該是一朵漂浮的雲 

靜靜地在河底沉落 

用你潔白的希望 

擦拭蘭天    擦拭綠葉 

擦拭岸邊粉紅的花朵 

讓河水帶着一個明麗的世界 

一直流向那橙色的天角 
 

一個晶瑩的故事 

象一條清澈的小河 

流過蘭天 

流過草地 

悄悄註入我的詩稿 
 
 

今天

今天今天

今天 

 

我把日歷 

一葉一葉往後翻 

因為 

我想 

看一看明天。 
 

明天到了 

依舊是一個 

無為的昨天。 
 

在沉重的嘆息裡 

我才 

驟然 

發現了今天。 

你是一

你是一你是一

你是一只春

只春只春

只春天的

天的天的

天的小鳥

小鳥小鳥

小鳥 

 

你稚气的微笑， 

那么純潔﹐ 那么天真﹐ 

就象藍藍的天上﹐ 

白白的雲。 
 

你清澈的眼睛﹐ 

閃著盈盈的波紋﹐ 

哦﹐我兒時紙疊的小船﹐ 

可曾蕩過那明淨的湖心﹖ 
 

你是一只春天的小鳥﹐ 

從緋紅的黃昏﹐飛向金色的藜明。 

在傍晚﹐卻與我的心相撞了﹐ 

迸發出火花﹐ 

凝成一天繁星。 

在夜裡﹐又劃破我的夢境﹐ 

留下一首長詩﹐ 

一道綠的波痕。 
 

啊﹐小鳥﹐飛吧﹐ 

飄在藍藍的天上﹐ 

滑過幽幽的湖底﹐ 

真美﹐真輕。 

你抖一抖雙翅﹐洒下我的淚﹐ 

還有一首玫瑰色的歌﹐ 

潤濕了﹐溶進了﹐ 

這雙希冀的眼睛。 
 

啊﹐小鳥﹐飛吧﹐ 

銜著你彩色的夢﹐ 

向春的深處飛行。 

星在默默注視你﹐ 

---- 用她晶瑩的心。 

心在默默祝福你﹐ 

---- 用她瞳仁裡 

你永恆的影。  
 
 

兩

兩兩

兩朵

朵朵

朵雲

雲雲

雲 

 

就這樣 

兩朵雲偶然相逢 

在屬于幻想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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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星密佈的夏季 
 

本來就飄忽不定 

這時卻偏要各奔東西 

輕輕地相擁 

淡然地揮別 

在干燥漫長的夏季 
 

從此各奔東西 

我依然孤獨憔悴 

你依然瀟灑飄逸 

夏季依然干燥漫長 

沒有雷電 

沒有雨...... 
 
 

別離

別離別離

別離 

 

別離 

-------我的情敵 
 

我恨你 

你用時間和空間 

將我們隔在宇宙兩端 

然後再來嘲笑 

我的相思   我的苦戀 
 

別離 

-------我的情敵 
 

我恨你 

你緊緊拖住我的小船 

那帆兒已鼓滿了風啊 

卻不能駛向愛情的彼岸 

只能徒然打轉﹐悲嘆 
 

別離 

-------我的情敵 
 
 

寫給媽媽

寫給媽媽寫給媽媽

寫給媽媽 

 

媽媽 

我想你啦 

于是 

我爬上高高的樓頂平臺 

向遠方久久地註望 

隔在我們之間的 

是一片夢幻的海洋 
 

那邊 

一對戀人在吃吃地笑 

是笑我痴呆的 

木頭般的神情麼﹖ 

他們在相愛 

難到還不理解 

游子對故鄉熾烈的情懷﹖ 
 

我累了 

便躺在光滑的混凝土平面 

與閃爍的星 

一起回憶起聽媽媽講牛郎織女的遙遠年代 
 

輕柔而涼爽的風啊 

象母親的發絲 

終于拂出了沉重的淚珠 

這滾燙的岩漿 

溶化了星 

溶化了樹 

一切都變得模糊 
 

這裡必竟太涼﹐太硬 

我的黛色的﹐溫柔的天空 

抱起我吧 

讓我在你年輕豐腴的臂彎裡 

就象在媽媽的懷抱 

安靜地睡熟...... 

 

 

 

 



《流》第 10 期 FLOW issue 10 Page 55 

 

   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  小海龟战争小海龟战争小海龟战争小海龟战争 (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LITTLE TURTLE 
 

        1790，美国总统华盛顿派出将军乔赛

亚·哈玛 (JOSIAH HARMAR) 率领一支大约一

千四百人的队伍开往西北地区去安抚那里怀有

敌意的印第安人。哈玛将军非常狂妄，对印第

安人不屑一顾。这一地区的印第安联盟领袖小

海龟（ LITTLE TURTLE），一位迈阿密

（MIAMI）族大酋长，带领武士们教训了这位

将军。 

        两军对阵，印第安人佯装溃败，一路奔逃。

兴冲冲的哈玛将军率队进入印第安人设下的埋

伏圈。当这位将军在马背上神气十足地东张西

望时，突然发现四面八方、漫山遍野的印第安

武士鼓噪而来，密集的子弹像蝗虫一样飞射，

美国人顿时惊惶失措、乱成一团，四处奔逃，

最后留下一百八十三具尸体和三十一名恐惧绝

望的伤兵。 

 

 
ARTHUR CLAIR 

 

        华盛顿总统立刻撤换哈玛，命令亚瑟·克

莱尔(ARTHUR CLAIR) 将军接替。这位将军倒

很谦逊，却是一个酒囊饭袋。克莱尔花了六个

月的时间将一只破破烂烂的两千人队伍带到前

线，沿途不断有人开小差，到了战场还没拉开

架势开打，又有很多士兵溜掉。 

        1791年 11月 3日，印第安人包围克莱尔

营地，展开猛烈攻击。克莱尔刚刚招募来的新

耕者

耕者耕者

耕者，

，，

，资深石油工程师

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

资深石油工程师，

，，

，在加拿

在加拿在加拿

在加拿

大出版

大出版大出版

大出版《

《《

《印第安悲歌

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

印第安悲歌》

》》

》一书

一书一书

一书，

，，

，被

被被

被

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

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

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

国家图书馆收藏

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

国家图书馆收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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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们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克莱尔拼命把他的

人组织起来，用大炮还击。 

        小海龟故计重施，命令佯装溃退。克莱尔

以为他赢了，打开大门，带领一群乌合之众嗷

嗷叫着一口气追出去二十九英里，直接追进印

第安人重重包围之中……发觉不对，克莱尔笨

拙地掉转马头，又一口气跑了另一个二十九英

里，侥幸捡回一条命。 

        克莱尔将军逃脱，他手下那些倒霉蛋们就

没那么幸运了，六百多人战死，三百多人负伤，

武器弹药丢弃无数。 

        这是欧洲人登陆北美三百多年来，正面战

场上军队正规大规模作战中，印第安人取得的

最为辉煌的胜利，而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失

败者，是一百多年后变成世界霸主的美国人。      

        两次惨败，让华盛顿冷静下来。华盛顿历

来以性格果断刚强著称，愈挫愈奋，愈败愈坚。

他下决心要让这些印第安人从他的国家消失。 

 

 
 

ATHONY WAYNE 
 

        华盛顿派出得力干将，人称“疯子将军”的

安东尼·韦恩 (ATHONY WAYNE)。韦恩在美

国独立战争中与母国英国人作战时，痛杀英国

人，以疯狂著称，得此外号，他是美国人民心

目中的传奇英雄和骄傲的象征。韦恩向来铁血

治军，华盛顿配给他最好的武器和装备，从各

个战区抽调最好的士兵给他。一只可怕的、战

斗力极强的三千人军队迅速组建起来。 

        1793 年，一切准备就绪。华盛顿动手前，

派出特使与小海龟谈判。印第安人要求并不高，

希望新成立的美国政府仍然遵循 1768 年印第

安人与英国人达成的土地协议。华盛顿当然不

允许，那是英国人的老皇历，现在一切属于美

利坚合众国。华盛顿本人既然已经从一个英国

人的少校变成美国人的总统，他这种思维方式

极其自然。 

        谈判破裂，总统立刻下达攻击令。已经快

憋疯了的“疯子将军”韦恩如饿虎下山，率领他

的虎狼之师呼啸着向印第安人猛扑过去。小海

龟虽然顽强，也颇有计谋，但他抵挡不住这只

精锐部队，屡战屡败。 

        小海龟不得已向美加边境的英国皇家军队

求救，英国人挺高兴小海龟敢和美国人抗衡，

但他们本身已经被美国人打败，只敢悄悄地支

持小海龟，偷偷摸摸给些援助，这种帮助极其

有限。 

        小海龟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知道硬拼

下去的结果只能是部落集体灭亡。华盛顿和“疯

子将军”杀气腾腾、咄咄逼人，小海龟决定让步，

他的底线是保住这个民族。然而，当小海龟当

众宣布他的决定时，群情激愤的众人立刻把他

从联盟领袖的位置上驱逐下来，推荐了另一个

领袖，他的名字叫火鸡爪（TURKEY FOOT）。 

        火鸡爪自然也不是“疯子将军”的对手，他

率部边打边撤，美国人穷追不舍。1794年 8月

20 日，在美加交界处五大湖地区伊利湖附近，

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战斗打得很惨烈，火鸡爪的

队伍被包围后彻底击垮。数百名印第安人武士

浴血杀出重围，跑到英国皇家驻军城堡外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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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希望这些曾经是盟友的英国人开门放他

们进去，给他们一条生路。胆战心惊的英国人

拒绝了这些绝望哭号的印第安人。 

        “疯子将军”赶上来， 将这些精疲力竭的印

第安人在英国人面前尽悉斩杀，“疯子将军”疯

狂杀人的情景让城堡上的英军抖成一团，庆幸

自己做得很对，没有放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进

来，否则的话，惹恼了这位疯狂的将军，他们

的命运就会和这些印第安人一样。 

 

 
 

TURKEY FOOT 
 

        鲜血往往能把一个疯子刺激得更加疯狂。

“疯子将军”得到总统华盛顿的嘉奖令后，彻底

疯了。他指挥军队将所有印第安人村庄和印第

安人栽种的玉米、果园，统统付之一炬。这类

似的事情，法国人干过，英国人干过，如今美

国人接着干。 

        英国人变成美国人，米字旗变成星条旗，

少校变成总统，杀人者变成将军，什么都发生

了变化。唯一没变的，是人骨子里那股疯颠和

残忍。 

        1795 年 8 月 3 日，小海龟应邀再度出山，

作为迈阿密印第安人最高代表，与美国签署和

平协议，割让印第安人大部分土地 (今天的俄

亥俄州) 归属美国政府。作为回报，美国政府

授予小海龟最高荣誉称号，颁发奖章。美国各

大媒体盛赞小海龟，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和平

缔造者。 

        美国人有时候很可爱，这是一个拿得起放

得下、很讲现实的民族。以我们东方人的文化，

强烈的自尊和倔强的性格，恐怕很难在极短时

间内能将一个有血海深仇的敌人一下子吹捧为

受人崇拜的英雄。美国人轻易就做到了，这也

许是这个国家走向成功的众多因素之一吧。狭

隘的人成就不了大事，狭隘的民族也不可能充

当世界领袖，无论这个民族多么富有或者有多

少所谓的聪明人。 

        1812 年，小海龟死于当时在欧洲流行的

一种恶性传染病，血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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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Series   Horse (Steven Neu) 

 

 

 

 

 

 

 

Chapter 8 

Mah brought a bottle of alcohol and a 

roasted chicken to my room. I was lying on 

my bed and was angry at myself. Mah put 

the bottle and food on the table, glanced at 

me, opened the bottle and dumped some 

booze into two glasses. I laid still and stared 

at the ceiling blankly.  

     “What’s the matter?” he asked. 

       I jumped up, grabbed a letter from the 

drawer, and threw it to Mah.  

     “Take a look at this letter from my mom. 

I am so fucking cheap,” I said. 

      “Are you cheap? I did not know that. 

Somebody wanted to buy you? How much 

did they offer?”  

     “Don’t fucking joke with me! I am 

serious,” I said. 

     Mah opened the letter. He saw a girl’s 

photo.  

     “Who is this? Your girlfriend?” he asked. 

     “I hope not! Do you remember when my 

mom came to visit me?” 

     “Yes, I do. I remember she cried. I wish 

my mom cried for me.” 

     My mom swore she wouldn’t allow her 

son to work in such a miserable place after 

she visited me. She went to plead with my 

dad’s colleagues. Since my dad passed away, 

some of them had been promoted and had 

some power. They could help me if they 

wanted. However,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people left then the tea became cold; 

people died and the candles went out. They 

found excuses to refuse her.  

     As I said, my mom was a tough lady. She 

never gave up. She tried anything she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son, and dog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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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might work. Finally, she came up 

with a solution. One of her colleagues had a 

daughter working as a cleaner in a very 

small factory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in 

my home city. According to their policy, if I 

married her, I c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factory. 

     In the letter, my mom wrote, “I know you 

are an engineer and she is just a blue collar, 

but now, you need help from her. She isn’t 

beautiful but I think she is cute. I know her 

mom very well. She is such a nice lady, so I 

think her daughter should be, too. Son, don’t 

miss this valuable opportunity. I swear to 

God, this will be your last chance! I have 

done my best.” I could tell from these words 

she was quite proud of what she had done 

for me.  

     I pointed at the girl in the photo, who was 

smiling like a fool. “What a fucking ugly 

girl! My mom says she is cute. What do you 

think?”   

     Mah looked at the photo carefully for a 

while, and then peeked at me several times. 

There was an awkward, hesitant expression 

on his face. I knew he was thinking about 

how to answer me. Of course, I knew what 

kind of bullshit he was going to say.   

     “Well…I think, I believe, I mean she is… 

okay,” he said, without looking at me in the 

eyes.  

     “Good! She is okay! She is fucking cute! 

Now, she is your girlfriend!” I yelled.  

     “No! No! She was introduced to you by 

your mom, not my mom,” Mah argued. 

     “What a hypocritical person you are!” I 

said.  

     I was really getting mad. I grabbed the 

photo from Mah’s hand, tore it into pieces, 

and threw them in the air.  

     “My mom wants me to go back to the 

fucking city. I won’t sacrifice my whole life 

just because I want to leave here. I am not a 

fool.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Mah. I have 

been planning this for long time. I am going 

to United States, the number 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Fucking much better than the 

piece of shit place I’m from,” I grabbed an 

English book from the table, shook it 

quickly in front of Mah’s nose, and threw it 

back. 

     “Okay! Okay! If you wanna go to 

America, just go. Don’t be such an asshole. 

You don’t like this girl, which is fine. Just 

tell your mom you don’t like her. Why did 

you tear the girl’s photo up?  Be a man!” 

Mad said loudly.  

     I could tell he was a little bit upset with 

me. I shouldn’t have torn up the girl’s photo 

in front of him. Thank God the girl was not 

his sister, or he would have killed me righ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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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lmed down and glanced at the booze 

and roasted chicken Mah brought.  

     “Anyhow! The ugly girl is gone. Forget 

about it.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such the 

cute chicken and tasty booze. I feel better 

now. Let’s drink,” I suggested. 

      “Good! That is why I am here,” Mah 

said. 

     We both laughed, and sat down at the 

table.   

     Halfway through our drink, I asked Mah, 

accidentally,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Yes, I have.” 

     “Really? How come you have never 

mentioned her before? Oh, I know why. She 

might be as ugly as this girl,” I said, 

pointing at the pieces of photo on the ground.  

    “No! She is beautiful, like an actress. We 

love each other. But…” 

    “But what?” 

    “Her mom doesn’t like me.”   

    I knew I would hear another story from 

Mah.  

 

Mah met his girlfriend in a mechanics class 

in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It was in the afternoon, raining heavily.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were bored and 

drowsy. The professor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mad. Mah was the only person with 

high spirits. He was writing a novel, a love 

story, for the university magazine.  

     He sat in the last row of the desk in the 

classroom, and put a big glass of water on 

the table in case he was thirsty. Actually, he 

was always thirsty when he was writing. He 

was so focused on his novel he didn’t notice 

the professor standing in front of his desk.  

     “What are you doing?” 

     “I am…writing.” 

     “Writing what?” 

     “A…A…love story.” 

     “Mechanics can not make love.” 

     The students laughed. 

     “Leave my classroom right now!” the 

professor ordered. 

     “I am sorry, Professor!”  

     Mah’s face turned red. He stood up, and 

dragged his schoolbag from inside the desk. 

The desk was shaking. The glass dropped on 

the floor, and the water splashed 

everywhere. Tiny pieces of glass twinkled 

under his feet. This made Mah more 

awkward. He ran out of the classroom. 

Laughter rose again behind him.   

     Mah ran back to his dormitory. Lying on 

his bed, he gulped as much as he could. 

After a while, he calmed down and wanted 

to continue his writing, then he realized he 

left his story in the classroom.  

     “Crap!”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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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is wasn’t as unfortunate as he 

initially thought.  

     That night, a pretty girl came to Mah’s 

dormitory. She handed him the draft, and 

smiled at him charmingly.  

     “This story is great! It is a very touching 

novel. I really like it. I have some comments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Do you want to 

discuss them?” 

     Of course Mah wanted to! Everybody 

wants to talk to a beautiful girl! 

     They headed to a nearby playground and 

walked and talked. Mah kept on nodding 

while the girl was speaking. Finally, when 

the girl stopped, Mah was still nodding like 

an idiot.  

     The girl glanced at him.  

     “What are you doing? I have finished my 

comments,” she said. 

      It took a while before Mah could 

respond to her.  

     “Well. Sorry if I seemed to be distracted. 

I was thinking about how insightful and 

valuable your comments are…I was nodding 

in agreement,” he said. 

     In fact, Mah didn’t even hear one word 

the girl said. What a liar! 

     “God she is beautiful!” Mah said to 

himself in his heart, over and over.  

     The girl was then smiling again in her 

charming way. 

     Unfortunately, Mah only walked with the 

girl half way around the playground until 

thunder and lightning came, and it started to 

rain.  

      “I got to go. See you. It was nice talking 

with you,” the girl said. 

      She ran away without waiting for Mah to 

respond. Covering her head with her 

schoolbag, she took off. The way she was 

running and dodging puddles made she look 

like a cute frog.  

     Without any hesitation, Mah followed 

her closely. She ran into a female dormitory 

building. Mah had to stop.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policy, a male can’t go into a 

female dormitory without a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The girl stood in the hallway, shaking her 

bag. She accidentally turned around and saw 

Mah standing outside, looking towards her.  

     It was raining cats and dogs.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Are you 

taking a shower or something?” she yelled 

out.  

      “You didn’t tell me your name,” Mah 

yelled back. 

     “Lin,” she said. 

     “Your family name?” 

     “Are you a cop?”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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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ng.”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Mah ran back to his dormitory. His 

clothing was completely soaked, but he 

didn’t feel cold. On the contrary, there was 

something hot burning inside his body. He 

paced back and forth in his room. To calm 

himself, he grabbed a pair of dumbbells and 

did some exercises. The noise woke up his 

roommates.  

     “Mah, are you crazy or something? Don’t 

you know how late it is?” they complained.  

     “Sorry! I’m too hot. I can’t sleep,” Mah 

said. 

     “Then go outside and cool down,” one of 

his roommates said drowsily.  

     Mah went outside and continued to walk 

in the rain. He saw a public shower house, 

and decided to climb in through the window. 

There was no hot water once it was closed. 

But it didn’t matter. Mah took off his 

clothing and took a cold shower. The ice-

cold water finally dropped his internal 

temperature.   

     Mah went back to his dormitory and 

snuck into his bed. He covered his head with 

a quilt. Using a flashlight, he continued 

writing his novel.   

     It was dawn when Mah wrote the last 

word of his novel. He signed it with Lin’s 

name instead of his own.  

     Getting up, he ran quickly toward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magazine. He stood 

there, took several deep breaths, and then 

dropped the draft of the novel into the 

mailbox.  

     “God, father in heaven, wish me good 

luck,” he murmured.  

     The red, bright sun was rising. The air in 

the morning was cool and fresh. What a 

great new day! 

     Two weeks later,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t immediately becam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God this is a great novel. It’s so 

touching.”  

     “Yes, I cried when I read it.” 

     “Me too!” 

     “Who is this author Lin?” 

     “Never heard her name before.” 

     “What a gifted writer!” 

     “I guess she is a knockout.” 

     “God I think I love her.” 

     “Fuck off! I will let your girlfriend know 

what you said.” 

      “Oh! No! Please! She will kill me.” 

     Students talked about the novel and tried 

to learn more about who the author was. The 

Student Union found Lin and encouraged 

her to give a public speech regarding her 

novel. Some students visited her to talk 

about her lov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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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denly, Lin became a celebrity all over 

campus. She was upset. She knew exactly 

how it happened.  

     She stormed into Mah’s dormitory. 

     “What the hell did you do?”  

    Mah was smiling. He didn’t panic. He 

was waiting for her, waiting expectantly for 

this moment.   

    “Be my girlfriend!” Mah said. 

    Lin smiled, too. She liked this tall, 

handsome guy.  

     What a romance! 

     But wait,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Lin’s mom did not like Mah after she 

learned of his past. She told Mah it was 

impossible for her daughter to marry him. 

They belonged to different classes of 

society. She sternly warned him to leave her 

daughter alone. 

     Lin did not heed her mom’s warning. She 

told Mah to ignore whatever her mom told 

him.  

     “Remember! I love you.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he said, and kissed him 

over and over. 

     “I love you, too. I don’t care what your 

mom says, not at all. I’m not marrying her, 

am I?” Mah said, and kissed her back.  

     Lin giggled. 

     At that moment, Mah was the happiest 

man in the world. He had never experienced 

female love like this before, but he got it 

from Lin. For men, love from a female is 

always precious and beautiful.  

     However, Mah’s happiness was short-

lived.  

     The year Mah and Lin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a large engineering project 

operated by the government began in Lhasa, 

the capital city of Tibet. The project needed 

a lot of undergraduates who had a 

mechanics major, as Lin had. There was a 

big panic among the students. Nobody 

wanted to go to Lhasa. Everybody tried his 

or her best to avoid conscription. They used 

their parents’ power or network. They even 

bribed the officers in the university and in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 department.  

     Lin’s mom was a nurse, and her dad was 

a teacher in a middle school. They didn’t 

have power or a network to tap into. They 

didn’t even have money to bribe the officers. 

When the university announced the list of 

undergraduates who would be sent to the 

Tibet, Lin heard her name.  

     Lin’s mom sobbed for days. Her dad 

became sick, and was hospitalized. Lin did 

not think it was as horrible as her parents 

did. Mah agreed with her, this was not good 

news but not that bad. It wa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He handed in an application to 

his department and asked the officer to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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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to Lhasa. His application was turned 

down. The reason was simple. That project 

did not need undergraduates with a seismic 

major. He was useless to the project.  

     Mah was disappointed. He and Lin 

discussed the solution. It did not take them 

lo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Lin would go 

to Lhasa first. Mah would take the job 

assignment given to him by the university to 

whatever company he was sent to. One or 

two years later, Lin would find a proper job 

for him in Lhasa, and then he would be 

transferred. 

      In China, people did not want to work in 

Tibet until they had to. If Mah wanted to be 

transferred there, it would not be very 

difficult.  

     Life is simple, and simplicity is 

happiness. Lin and Mah were happy with 

their plan. 

     “We have to save money for our new life. 

Let’s start, today. As you know, raising a 

baby nowadays is very expensive,” Lin said, 

smiling. She looked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when she was smiling.  

     Mah looked at her. He was sweating and 

breathing. There was a big bulge coming out 

in his pants. 

     “You are right. We will save money for 

our lovely baby. But how can we get the 

baby?” Mah looked at Lin, making her a 

face. 

    Lin laughed. 

     Mah lifted Lin with his strong arms, 

kissing her. He walked towards the bed. Lin 

closed her eyes, warmly kissing him back. 

Their wet tongues tangled. 

    When they laid down on the bed, her 

breasts lay soft and full against her chest, 

which tapered into the flat, taut plane of her 

abdomen. She pressed her open mouth 

against his warm, damp flesh, kissing the 

very centre of his chest. His eyes were 

closed in ecstasy as she slowly and 

delicately kissed her way down.  

    When she began lowering his briefs, he 

opened his eyes and gazed down at her. 

Placing a finger beneath her chin, he tilted 

her head up and rubbed his thumb across her 

moist mouth.      

    She took him, full and firm, between her 

hands. He groaned. She loved him with her 

mouth. With pleasure, Mah began to die a 

slow, marvellous death.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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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PETROLEUM 

 

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    

    

在现场在现场在现场在现场时时时时，，，，看到一位老工人在看到一位老工人在看到一位老工人在看到一位老工人在对接管汇对接管汇对接管汇对接管汇，，，，好像碰到了麻烦好像碰到了麻烦好像碰到了麻烦好像碰到了麻烦，，，，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想上前想上前想上前想上前

帮忙帮忙帮忙帮忙，，，，现场监督说现场监督说现场监督说现场监督说，，，，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于是我继续拍照于是我继续拍照于是我继续拍照于是我继续拍照。。。。接下来这张照片画面似乎就有些动感接下来这张照片画面似乎就有些动感接下来这张照片画面似乎就有些动感接下来这张照片画面似乎就有些动感，，，，

表现了一种因合作而产生的温暖力量表现了一种因合作而产生的温暖力量表现了一种因合作而产生的温暖力量表现了一种因合作而产生的温暖力量。。。。当时刚下完小雨当时刚下完小雨当时刚下完小雨当时刚下完小雨，，，，温度大概温度大概温度大概温度大概零零零零度左右度左右度左右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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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现场出巡油田现场出巡油田现场出巡油田现场出巡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编辑整理编辑整理编辑整理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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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石油大话石油大话石油大话石油之之之之三三三三(赵懿赵懿赵懿赵懿) 

 

 

 

 

 

 

 

 

 

1865 年的美国，在内战结束和石油兴盛的推

动下，进入了一个工业迅速扩张的时期。俄

亥俄州克利夫兰一家炼油厂的两个合伙人，

却在厂子扩建速度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

歧。保守的一方威胁要散伙儿，激进的一方

也毫不畏惧，两人最终决定以竞价的方式，

决定谁拥有这家炼油厂。 

 

拍卖从一开始的 500 美金，一路攀升到

72500 美金，相当于现在的 100 万大洋。最

终，激进的一方赢得了胜利，他就是我们的

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在半个世纪后曾经说过：“我一生

的成功，就从那一天开始”。 

 

洛克菲勒于 1839年 7月 8日出生在纽约州郊

区。作为一个巨蟹座的宝宝，他性格害羞内

向，有些沉默寡言。但从小做事就专一周到，

而且事无巨细。他对数字尤其痴迷，擅长心

算，特别是涉及到钱的。洛克菲勒对商业的

敏感有可能受到他做销售的父亲的影响，因

为从小他的父亲就会跟他“玩”做生意，但

每次都不让着孩子，动坏脑筋把他们生意搞

垮，且美其名曰为“让他们变精明点儿”。 

 

 

洛克菲勒之父，行为不检点，名声不好，但

儿子很牛。 

这种挫折教育对洛克菲勒很管用。他 7 岁时

第一门生意就很成功，卖火鸡。为了能干点

大事，年仅 16 岁的他来到克利夫兰闯荡，后

来跟人合伙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贩卖麦子，

盐，还有猪肉。在石油被发现之后，他们也

跟风开始做石油贸易了。 

一开始洛克菲勒只是把这石油生意当作副业，

但还不到一年他就意识到这里面商机无限，

于是大胆踢走合伙人，把整个炼油厂承包了

下来。1865 年，年仅 26 岁的洛克菲勒已经

在生意圈摸爬滚打了 10 年，他已经是个很成

功富有的商人了。他的炼油厂在克利夫兰 30

多家炼油厂里排行老大，不可不谓英雄出少

年也！ 

Yi Zh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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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懿赵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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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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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内战后经济迅速扩张的东风，洛克菲勒

一路高歌猛进， 1866年又建了一家炼油厂，

年总销售额也超过 200 万。在当时，建炼油

厂门槛儿底，连烤面包的都开小作坊炼油了，

竞争激烈与混乱可想而知。洛克菲勒把那段

时间称之为“伟大的游戏”，不知是不是在

回忆小时候与他父亲游戏时的情景。 

不过这次洛克菲勒扮演的是父亲那样精明的

商人角色，他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保证炼油

质量，而且极力控制成本。天才的他已经懂

得整合上下游来应对市场变化，并始终保持

强大的现金流。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

洛克菲勒的公司已经实现自给自足，不再需

要依靠贷款了。他的炼油厂规模在当时也成

为世界之最。然而，对 30 岁的洛克菲勒来说，

游戏才刚刚开始！ 

 

洛克菲勒的弟弟，小·威廉姆斯·洛克菲勒， 

跟哥哥一起打造了石油帝国。 

草根洛克菲勒十年磨一剑，年纪轻轻就已经

在石油界展露头脚，准备大干一场了。而尚

处在婴儿期的石油工业可谓是一片混乱，毫

无章法可言，就如咱们战国时代，诸侯割据，

群龙无首。上中下游各自为战，采油的拼谁

产得又多又快，运油的拼谁价格低拉得多，

炼油的拼谁的油销量好。结果是供应量远超

需求量近 3 倍，油价在 1870s 初期再次陷入

低潮，还不及普通饮用水值钱。 

 

1972年洛克菲勒像 

洛克菲勒对产能过剩的危害心知肚明，他意

识到，如果想要保住这门生意，必须联合其

他厂商，消除多余产量，把油价给稳定住。

1970 年 1 月 10 日，他和好友亨利·弗拉格

勒(Henry Flager)，弟弟威廉姆斯等 5 人联合

成立了标准石油股份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名字意在表示他们要建立一个

石油产品的行业标准。当时新公司的炼油能

力已经占到全美十分之一，但对洛克菲勒来

说，这只是他雄心壮志的第一步! 

他的第一个尝试是参与成立了南方改良公司

(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这是个大炼

油公司与铁路公司的联盟。在这个联盟内，

炼油公司可以从付给铁路公司的运输费里获

得回扣，而铁路公司也就有了来自各大炼油

公司的稳定生意，不必跟其他公司恶性竞争

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些铁路公司运输

了非联盟炼油厂的石油，还要给联盟的炼油

公司相应的补贴。这些做法招致了石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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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中小炼油公司的强烈反对，不到一年，

公司就解散了。但洛克菲勒好像毫不意外，

反而有点正中他下怀的意味：“一旦这个公

司垮台了，咱们标准石油就可以站出来说，

来试试我们的计划吧！” 

 

洛克菲勒的计划是什么？一场冷血的价格兼

并战！他的兼并目标是什么？自己的老本行，

炼油厂。他的方法是什么？很简单，胡萝卜

加大棒。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三个字，快！

准！！狠！！！ 

 

当时用来运输石油的油罐和火车 

洛克菲勒这个最高指挥官，将标准石油的大

兵派到各大炼油厂谈收购。一开始先是恭维

巴结，能笼络过来那是最好不过。一旦给脸

不要脸，标准石油就会猛地把当地的石油价

格拉低到成本价之下，让那些不听话的炼油

厂“好好出出汗”。他们甚至想办法切断石

油供给，让人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

之是除了像古惑仔那样拿刀砍人以外，其他

招数都用过了！ 

然而洛克菲勒最厉害的地方，是把这一切做

得神不知鬼不觉，让别人根本看不出是标准

石油在后面捣鬼。“没听说过哪个打仗的将

军事先还要告诉敌方自己啥时候进攻吧？”

洛克菲勒事后如此评论道，果然是兵贵神速，

果然是无毒不丈夫！ 

1879 年，标准石油获得全面胜利，他们已经

控制了全美 90%的炼油能力。 

（未完待续） 

 

 

 

 

 

 

 

 

 

 

 

 

 



《流》第 10 期 FLOW issue 10 Page 74 

 

石油工业史石油工业史石油工业史石油工业史的的的的 911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石油课堂石油课堂石油课堂石油课堂）））） 

 
在北美上映的《Deepwater Horizon》，该电

影改编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发生的墨西哥湾

漏油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将此灾难比

作环保界的“911”事件。 

 

在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六周年之际，石油课

堂对该事件做一次系统性的解密：一流的公

司、顶级的装备却为何发生如此惨重的事故？

漏油之后 BP采取了哪些应急处理措施？如此

重大事故对生态产生了哪些影响？ 

 

墨西哥湾位于北美洲东南部边缘，它是全球

著名的海洋油气富集区，也是美国三大油气

产区之一 ，为美国的油气产量以及经济增长

做出了突出贡献。 

漏油油井 Macondo 井。漏油地点位于墨西哥

湾密西西比河峡谷 252 区块 Macondo 探区，

BP 拥有该区块的租赁权并担任作业者，租期

自 2008年 6月 1日起，时间长达 10年。 

 

2009 年 10 月 6 日，Transocean 公司的半潜

式钻井平台“马里亚纳”完成 Macondo 探区

的初次钻井作业。随后受飓风艾达的影响，

马里亚纳断锚、漂移，需要坞修。坞修后，

平台合同到期。2010 年 2 月 6 日，由“深水

地平线”钻井平台继续为 Macondo 提供钻井

服务。 

 

Macondo 井为一口勘探井，一旦发现有经济

价值的油气资源，探井将转为生产井。原方

案设计钻井深度为 19650 英尺（5989.3 米），

而实际钻进总深是 18360 英尺（5596.1 米）。 

“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第五代半潜式钻井平台，可在水深 2438 米的

海域作业，最大钻井深度约为 8850 米，造价

3.5 亿美元，作业日费达到 49.68 万美元/天，

于 2001年交付下水。 

2010 年 4 月 20日 20 点在海水替代泥浆的过

程中，油气从井口突然喷出。虽然钻井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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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系列的井控措施，但 21 点 40 分，泥

浆和油气已经到处扩散并流到海里……第一

声可燃气报警响起，死神似乎开始走近。1

分钟内电力被中断，然后爆炸几乎同时发生，

约 10 秒后发生了第二次爆炸，随后钻井人员

试图关井并将平台和油井脱开，然而未能成

功，22 点钟人员开始撤离，而这艘造价约

3.5 亿美元的平台最终未能幸免，化作了一团

熊熊燃烧的大火。虽然平台上 126 名人员大

部分撤离，但仍有 11 人死亡，17 人受伤。

大约在爆炸 36 小时后，即 4月 22日上午 10

时，平台再次发生爆炸，“深水地平线”号

钻井平台沉入深海……由于担心漏油，BP 立

即派出两台水下机器人尝试关闭一些可控制

泄漏的按钮和阀门，很庆幸的是没有发现原

油泄露。 

 

2010 年 4 月 24 日，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

发生了。海底探测器显示，隔水导管和套管

开始漏油，预计漏油量每天超过 1000桶。 

 

当局者起初以为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漏油事

故，只出动飞机和船只清理海面浮油。然而，

这只是巨大灾难的开始。 

 

2010 年 4 月 28 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估计，每天漏油高达 5000桶，竟然 5倍

于先前的预估，并且连续发现了三处漏油点。 

根据海岸警卫队和救灾部门提供的图表显示，

浮油覆盖面积长 160 公里，最宽处 72 公里。

从空中看，浮油稠密区像一只只触手，伸向

海岸线，沿岸生态危在旦夕。 

 

2010 年 5 月 29 日，被认为能够控制住漏油

的“灭顶法”宣告失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进一步升级，人们对这场灾难的评估也愈加

悲观。 

2010 年 6 月 23 日事故再次恶化：原本用来

控制漏油点的水下装置因发生故障而被拆下

修理，滚滚原油在被压制了数周后，重新喷

涌而出，向人类和海洋生物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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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10 日，BP 公司卸除了失效的控

漏装置，换上了新的控油罩。五天后（7 月

15 日）， BP 公司宣布：新的控油装置已成

功罩住水下漏油点，而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

去整整 3个月时间。 

BP 事故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控制住了漏油，

但为了永久性封住漏油油井，BP 公司将会继

续打减压井。 

2010 年 9 月 19 日，伴随着减压井的完工，

美国原油泄漏事故救灾总指挥萨德•艾伦宣布，

墨西哥湾漏油井已被永久封堵! 井虽成功封堵，

但是泄露的 400万桶原油，只收回了 81万桶，

仍有约 319 万桶原油泄露至墨西哥湾。不仅

如此，此次事故造成了近 1500 公里海滩受到

污染，至少 2500 平方公里的海水被石油覆盖。 

世界一流的公司、顶级的设备，怎么会酿成

如此重大事故？这背后究竟又有哪些原因？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一起人为的责任事故，

虽然 BP在事故调查结果中将大部分责任推给

了平台的所有者——瑞士越洋钻探公司以及

负责固井作业的美国哈利伯顿公司，但作为

作业者的 BP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010年 3

月 8 日，“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开工。经

过一个月的钻探工作，2010 年 4 月 9 日，钻

井深度达到 18360 英尺（5596.13m）。2010

年 4 月 19 日下午，BP 公司决定在套管最下

端安装长串生产套管。 

套管是用于支撑油气井井壁的钢管，需要根

据井况和井深来选择相应的套管。但在 2010

年 4 月 9 日，作业者就对先下尾管还是直接

下长串生产套管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下尾管

会减慢施工进度，而下入长串生产套管是一

种较快的作业方式，工期可以减少 3 天；直

接下套管还可节约 700-1000 万美元，在利益

面前，BP 忽视安全因素，决定在 4 月 15 日

直接下长串生产套管完井。 

在下套管过程中，扶正器非常重要。扶正器

安装在套管外侧，用来支撑套管，使套管顺

利下到预定井深，并使套管在井眼内居中。

哈里伯顿固井工程师按照 API RP65 规范，并

通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出应使用 21 个套管扶正

器，才能基本保证固井质量，而实际上

Macondo 井队下套管时只安放了 6 个扶正器，

大大增加了上部蹿槽的风险。 

下完套管后，为防止油气从产层中进入井眼，

开始注入水泥。BP 使用的是一种轻质的氮化

泡沫水泥浆，虽然封堵效果好，但是稳定性

差。这要归结于前期哈里伯顿公司室内水泥

浆试验不全面，加之 BP把关不严，没有发现

水泥浆设计的潜在缺陷；固井前，钻井泥浆

循环不够降低了固井质量，最后出了问题。 

 

注入的水泥需要一段时间来凝固，即候凝。

由于钻井进度比计划推迟了大约 42 天，BP

公司为了赶进度，仅候凝 16.5 小时，就令井

队用海水替换钻井液。由此导致压力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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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内液压柱压力不足以平衡地层压力，从而

引发地层液体涌入井筒。 

固井施工按照预定计划完成后，需要根据设

计测固井质量。20 日上午，对油井进行第一

次完整性测试，正试压，试压成功。下午做

负试压，先使用隔离液，然后利用海水置换

井中的一些泥浆，虽然此次试压有些异常，

但被认为是成功的。 

2010 年 4 月 19 日 20 点 20 分发现溢流，但

整整一个小时后，才意识到需要关闭防喷器，

但为时已晚，油气已经上涌；21 点 49 分，

发生井喷，随后泥浆泵房机房爆炸，井控系

统失效。 

安装在井口的防喷器（Blow-out preventer，

BOP）是防止漏油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深水

地平线平台的防喷器在发生漏油后并未正常

启动，此外平台上装备的一套自动备用系统，

也未能被激活，因此防喷器当时并没有发挥

作用。高大威猛的防喷器为什么会失效？

《华盛顿邮报》23 日援引一份信件报道，为

节省时间和经费，“深水地平线”防喷阀中

没有使用永久性“变径闸板”，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测试阀门，这增加了阀门失效的风险。 

其实，海上油井作业都有一套完善的安全设

备和严格的操作规范。如果认真地按照标准

来操作，本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BP 公司在休斯敦快速设立了一个大型事故指

挥中心，从 160 家石油公司调集了 500 人。

随后又专门聘请道达尔、埃克森等专家商讨

救援措施。 

4月 25日，BP通过铺设围油栏、稻草墙和防

护堤坝等措施设置隔离带，每天投放大量分

散剂（Corexit 9500和 Corexit EC9527A），且

投放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同时使用吸油棒

吸油，但一切的努力在每天泄露的上万桶原

油面前还是显得苍白。 

 

4 月 26 日，BP 出动了多台水下机器人（ROV）

尝试关闭水下防喷器来实现关井，但 ROV 显

示有东西卡住，计划以失败告终。 

随后 BP打造了一个顶部开孔的钟形控油罩，

希望用它罩住漏油点，将原油从顶部通过油

管疏导到海面上的油轮。 

但是这个重约 125 吨的控油罩在即将抵达漏

油点时，却停止了下沉。经过研究发现：在

控油罩下降过程中，深海中的洋流裹挟着原

油和天然气进入了控油罩内，天然气在深海

的低温高压环境下形成了甲烷水合物（也就

是可燃冰），堵塞了控油罩顶部的输油口。 

为了解决甲烷水合物的问题，BP 又设计了一

个“大礼帽”，它比之前的“金钟罩”体积

要小得多。为了抑制甲烷水合物的形成，在

下放“大礼帽”的过程中向其缓缓注入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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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方法治标不治本、效果不佳，未能控

制漏油。 

BP 公司 5 月 14 日开始在海底漏油口安装吸

油管。虽然经过多次艰难尝试后，最终在 16

日控制 ROV，在水下约 1600 米处连接上一个

泄漏点，但吸油效果并不理想。 

经历了几次失败，BP 意识到仅靠收集原油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封堵油井才能彻

底“根治”。 

BP 公司 5 月 26 日启用“Top Kill”封堵，从

井眼顶部向破损油井注入封堵材料进行封堵。

有意思的是，工程师们选用生活垃圾作为封

堵材料！当然选垃圾也是有讲究的，一类是

松软有弹性的材料，比如网球，起到填充缝

隙，膨胀密封的效果；另一类则是坚硬的材

料，主要起支撑作用，配合加重钻井液和水

泥封堵油井。但井底压力过大，注入的封堵

材料被井内的高压流体冲出油井，灭顶法最

终以失败告终。 

切管盖帽法就是用深海机器人切断防喷阀门

上方的漏油管道，下放防喷阀门以控制漏油，

并在阀门上方安装控油管道，将泄露的原油

抽出。 

采用此方法后，BP 公司 8 月 4 日成功用一个

漏斗状装置“盖住”墨西哥湾海底的漏油油

井，并开始将泄漏的原油和天然气输送到海

面上。24小时内，共收集 6000桶原油。8月

16 日美国官方估测每天能收集 3500-6000 桶。 

虽然切管盖帽法控制住了大部分漏油，但为

了保证安全，BP 继续在漏油油井东西两个方

向各钻一口救援井，从救援井中向漏油油井

注入重泥浆，以实现彻底封堵。5 月 2 日，

第一口救援井开钻，5 月 16 日，第二口救援

井开钻，2口救援井在 4个月内完工。 

漏油井虽然永久封闭了，但是漏油事故对生

态的影响却是一场持续的灾难。 

 

大量泄漏的原油，加之后期海风和暖流加速

了海面油污的扩散，使漏油事态进一步恶化，

导致多种物种灭绝，破坏了墨西哥湾整体的

生态平衡。 

间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海面遭浮油

覆盖，洋流循环缓慢，氧气补充缓慢，再加

上后期化油作业本身消耗水溶氧，使该地海

洋生物可能因缺氧危及生存；另一方面是 BP

处理漏油时喷洒的分散剂含有很多有害成分，

对海洋生物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此次事故对沿岸居民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路

易斯安那救援队的非营利环保机构在 2010 年

的 7月至 10月间发布的报告指出，有 46%的

路易斯安那州受访居民称他们受到原油和分

散剂的伤害，同时有 75%的受访居民认为他

们正受到一些副作用的影响，比如恶心、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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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过敏等。同时 2010 年参与喷洒分散剂的工

人也正饱受头痛、恶心等症状的困扰。 

到 2010 年 9 月，BP 为应对漏油事故的支出

达 80 亿美元。2012 年年底，墨西哥湾沿岸

的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与 BP达成协议，BP

在 18 年内向这五个州政府和 400 家地方政府

机构分期支付 187 亿美元，弥补漏油事件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环境破坏。 

 

2012 年 11 月 15 日，BP 公司与美国政府达

成了解决方案，在未来 5 年内支付 45.25 亿

美元赔偿从而换取美国取消对他们的刑事指

控。 

2015 年 10月 5日，美国政府裁定向 BP 公司

2010 年原油泄漏事故罚款 208 亿美元，创下

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环境污染罚单。 

除了巨额的赔偿费用，BP 也为此出售了超过

500 亿美元的资产，市值缩水逾 700 亿美元，

评级由 AAA级降至 BBB级，连降 6级。 

随后，BP 实施了重大的战略调整：通过剥离

转让非核心资产，严格控制投资规模等等措

施，使其在 2013 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

2014年油价大幅下跌，BP再次陷入困境。 

在重压下，曾经风光无限的石油巨头 BP一步

步走向暗淡。近期，BP 已宣布冻结 8 万员工

2015 年的基本工资，大规模裁员，削减资本

开支 200 亿美元，延迟或暂停部分上下游业

务。 

石油、渔业、旅游和运输是墨西哥湾地区的

四大主要产业。漏油事件对石油开采的影响

最大，事故后，美国政府签发了新版墨西哥

湾“禁采令”， 宣布在 11月 30日之前，没

有达到作业要求的公司将失去在墨西哥湾开

采油气的资格。渔业是受漏油事故影响最直

接的行业，超过 30%的墨西哥湾水域目前已

被禁渔。旅游业的损失同样巨大。 

事故不仅造成了美国、加拿大将放缓了海上

油气勘探的脚步；世界各国也将更加谨慎对

待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业务；进入海洋勘探开

发的门槛变高，预计 HSE 费用将支出 10%以

上。 

 

 

相关

相关相关

相关阅

阅阅

阅读

读读

读：

：：

：盘点

盘点盘点

盘点石油

石油石油

石油史

史史

史上的重大

上的重大上的重大

上的重大灾难

灾难灾难

灾难 

1988 年 7 月 6 日，英国北海帕波尔阿尔法平

台由于冷冻液泄漏引发连环爆炸，随即整个

平台沉入海底，造成 165 人死亡。大火整整

烧了 7 天才被扑灭，两名救援人员遇难。阿

尔法平台的爆炸事故促成了英国海上安全局

的设立，同时从 1989 年到 1996 年，英国政

府相继颁布了近 20 部有关工业安全的法律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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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3 月 27 日，位于北海大埃科菲斯克

油田的亚历山大·基兰德号平台遭遇恶劣天

气，尽管风浪在设计安全标准内，仍由于其

中一根桩腿发生剪切断裂导致整个平台沉没，

共造成 123名船员葬身鱼腹。 

 

1979 年 11 月 25 日，从日本引进的“渤海 2

号”钻井平台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过

程中，突遇巨浪。由于设计缺陷，船体失稳

后沉没，造成 72 人遇难，仅两人生还，直接

经济损失达 3700 万元。此次事故还引发了

“改革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的激烈争议。 

 

2003 年 12 月 23 日，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罗家

寨发生了特大井喷事故。由于处理不当，造

成 243 人不幸遇难，9.3 万余人受灾，6.5 万

余人被迫疏散转移，直接经济损失达 8200 余

万元。这是自建国以来重庆历史上死亡人数

最多、损失最重的一次特大安全事故。 

 

2005 年 3 月 23 日，BP 公司位于美国得克萨

斯州炼油厂由于设备故障，导致碳氢化合物

车间发生一系列严重爆炸事故；15 人死亡，

170 多人受伤，在炼油厂周围的居民也不同

程度收到伤害。 

 

2012 年 8 月 25 日，委内瑞拉最大的炼油厂

阿穆艾炼油厂由于外泄的气体产生了瓦斯云，

引发严重爆炸事故，导致 39 人死亡，超过

80 人受伤，大量建筑被摧毁；这也是委内瑞

拉最严重的一次石油行业事故。 

2013 年 11 月 22 日，位于山东省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中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东黄输油

管道泄漏原油进入市政排水暗渠，在形成密

闭空间的暗渠内油气积聚遇火花发生爆炸；

造成 62 人死亡、13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7517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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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洁敏的双面人生蒋洁敏的双面人生蒋洁敏的双面人生蒋洁敏的双面人生（（（（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Link））））  

 

 

 

 

“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镜头前，蒋洁

敏说完这句话时，倒吸了一口气。随后，便

是一阵沉默。很多石油系统内部的人都读懂

了这沉默背后的意味。 

 

消失在公众视野三年的蒋洁敏再一次出现在

电视屏幕里。相比一年前他出现在法庭上时，

他面容憔悴，头发又白了许多。 

 

中央电视台播放与中纪委联合制作的大型反

腐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 8 集《标本

兼治》，第 33 分钟，蒋洁敏庭审的现场画面

再次曝光。随后，在一个看似监狱的铁栏背

景的房间里，面对镜头，蒋洁敏肩披一件厚

棉袄，双手十指紧扣，像背台词一样，操着

夹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

过往罪行。 

 

对于熟悉中国石油工业的行业人士来说，蒋

洁敏曾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代名词之一。时至

今日，在很多石油业内人眼里，对这个从胜

利油田一个临时修井工官至正部级，又沦为

阶下囚的山东人依然充满了复杂和深沉的认

识。 

 

有早年与他共事过的前同事们说，在他们心

里，蒋是个英雄。性格坚忍、工作起来不要

命，他对中石油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很多人都说蒋洁敏不会笑，可能是因为别

人没有经历过他所遭遇的那些苦难，他笑得

出来吗？”一个熟知蒋洁敏的石油行业退休

人士说，“电视上放他的事情时，我一开始

很关注，后来，都不忍心看。” 

 

但在另一些人眼里，蒋洁敏今时今日的处境

又是宿命。历史将他在石油行业中的风云岁

月推向了舞台中心，也让他最终成为了历史

本身的祭品。“他后来能爬上去靠的也是胆

子大，做起事来敢决策敢担责。” 

 

蒋洁敏一审判决有期徒刑 16 年。今年 61 岁

的蒋洁敏将在舆论的黑暗中逐渐老去，而有

关他的往事却依旧如潮水般袭来。 

 

 

 

即便蒋洁敏深陷的腐败窝案已在坊间发酵三

年之久，但胜利油田这个中国第二大油田的

许多职工，对其评价依然很正面：能干、勤

奋，为人谦虚谨慎，大家都很喜欢他。44 年

前，年仅 17 岁的蒋洁敏成为胜利石油管理局

孤岛采油厂作业一大队的一名临时工。此后

22 年，蒋从临时工、技术员等基层职位开始，

一路高升，成为胜利石油管理局的副局长。 

 

或许与外界普遍认识不同，蒋洁敏仕途在胜

利油田的起步更多来自于其自身的奋斗。油

田的老工人们说，蒋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在

吃大锅饭的年代，他总是抢着干活，无论什

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往前冲。 

 

1994 年，蒋洁敏调任青海石油管理局，担任

党委书记、局长。如果将蒋洁敏的仕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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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他在青海的 5 年也是他官运亨通的真

正开端。在青海石油管理局工作的经历让体

制内的官员，以及外界看到了蒋洁敏的能力。

一个曾在青海石油管理局工作多年的人士说，

蒋能力突出，对市场判断很准，认定天然气

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在青海期间，蒋力推天然气战略，使青海油

田成为全国天然气产量最高的油田之一。

1995 年，在他的主导下，青海石油管理局抓

住国家石油战略西移的发展机遇，提出“进

行二次创业，实现三个翻番”的发展目标，

并专门成立天然气开发公司。 

 

在彼时国家的宏观政策下，担任青海石油管

理局一把手的蒋洁敏年少养成的性格特点再

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国家很多细化政策

尚未明朗，甚至尚未下文时，蒋像一名殊死

一搏的战场将军，大手一挥，带领工人们日

夜奋战。业绩便是政绩。到 1998 年底，青海

石油管理局提前两年实现了上述目标。 

 

另一个受益的便是天然气管道业务。在推进

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同时，对天然气长输管道

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1996 年 8 月，起始涩

北气田的第一条输气管道，“涩格”管道建

成投产，涩北气田的天然气第一次管输外送。 

 

蒋洁敏在青海石油管理局进行的天然气尝试

获得巨大成功，也受到中石油集团最高层的

重视。大力发展天然气勘探开发及天然气管

道业务发展也成为日后掌舵中石油一直坚持

的战略。 

 

 

 

而在蒋洁敏的功过薄上，其对中石油的另一

大贡献便是主导了该公司的上市重组。1999

年 2 月，时任中石油总经理的马富才将曾经

的助手蒋洁敏从青海石油管理局调到北京，

担任总经理助理。在调回北京之后不久，蒋

以上市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参与领导了中石油

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 IPO上市。 

 

当时，中石油还处于草莽时期，连符合上市

要求的账本都没有，对资本市场更是没有概

念。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将中石油这个超大型

央企进行重组本身已非易事，况且还要实现

IPO，由此可以想象蒋当时所面临的压力。 

 

一位熟悉他的人士曾透露，蒋每周六早上开

例会，什么事情怎么处理，非常有决断，顶

住了很大压力。一旦想明白了这是国务院要

推动的事，就毫不犹豫的去做。和他过去数

年一样，他依然敢于挑战边缘行走的极限，

“哪怕没有政策，也敢干，都是先干了再

说。” 

 

1999 年 11 月，中石油股份组建成立，蒋洁

敏出任董事兼副总裁。5 个月后，中石油成

功在香港和纽交所挂牌交易，由此跻身世界

石油大公司十强行列。中石油重组上市，无

异于是对这个超大型国企的一次再造重生。 

 

尽管在中石油重组上，蒋洁敏协调有功，但

也因重组裁员得罪了不少人。中石油成功上

市后不久，蒋洁敏突然被调往青海担任副省

长，直到 2004年才重返中石油。 

 

暂避锋芒和下放挂职的蒋洁敏可以说是幸运

的。2003 年 12 月，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发生，

造成 243 人死亡，这起震惊海内外的惨剧让

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一夜白发，不得不引咎

辞职。曾有中石油内部人士称，若彼时蒋洁

敏依然在中石油，作为马富才曾经的助手，

该事故也会让其履历带有瑕疵，受到牵连。 

 

马富才引咎辞职后，已临近退休年龄的陈耕

暂时接管掌印，而蒋洁敏此时被重新调回中

石油，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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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底，蒋洁敏全面接手中石油，中石油

进入了“蒋洁敏时代”。 

 

蒋洁敏执掌期间，正逢国务院国资委以做大

做强作为国企战略目标和考核标准。蒋紧紧

抓住产量和储量两项指标，一方面督促各油

田上产，强调储量勘探；另一方面，加快

“走出去”步伐，并推进“气化中国”战略。 

 

2006 年以来，中石油的海外业务获得了空前

重视。中石油的“海外战略”则是蒋洁敏做

出的另一大贡献。例如，2009 年开始的一系

列伊拉克油气服务合同大招标，中石油以低

价连续中标，一跃成为在伊拉克运营的最大

外国石油公司。 

 

目前，中石油建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

南美及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运营海外项目

达到 82 个。2011 年，中石油海外投资项目

油气作业总产量突破 1 亿吨大关，权益产量

达 5170 万吨，相当于在海外建成一个大庆油

田。 

 

根据 2012 年提出的 2020 年企业发展目标，

中石油希望 2020 年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占到集

团公司总产量的 60%。 

 

彼时，是蒋洁敏人生的巅峰。一切都在 2013

年的年中戛然而止。 

 

 

 

当年，随着中石油集团总公司和股份公司中

的四位副总级高管被宣布调查，“老大”蒋

洁敏最终落马。2013 年 9 月 1 日，中央纪委

宣布，已调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

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随着蒋洁敏案件审理的推进，一条秘密隐藏

于水下的巨大腐败链条被拉出了水面，牵扯

面之广，涉及金额之大举世哗然。 

 

来自中纪委官方的材料中表述，在担任中石

油“一把手”期间，蒋洁敏违反有关规定，

帮助他人获得了 9 个油气田区块的合作开采

权，致使他人非法获利达 30.4696 亿元，使

得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按照规定，油田在开采之前必须先探明储量，

才允许拿出来对外合作，但是违规报批的 9

块油气田里有 7 块根本没有进行勘探就被上

报申请对外合作开采。在送批的报告中间有

这样的表述，这些油田属于勘探开发难度较

大、埋藏较深、单井产量低、外部环境复杂。 

 

这 9 块分别是吉林油田的中洼北区块、农安

北区块、两井区块和长庆油田的王盘山西区

块、印子台区块、史家湾区块、史家湾扩边

区块、王台区块、王台扩边区块。这 9 块油

气田的审批一路违规闯关，整个审批过程，

几乎每个环节都严重违反了程序和制度。 

 

回忆起当时的时代背景，民营石油公司的人

说，当年中石油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国

内低品位油田，但外国公司进入后发现开采

成本过高，先后离场。随后，一大批国内的

民营石油开始将公司注册在百慕大等地，披

着外资公司的外衣承包中石油旗下的油田。

也正是如此政策环境，为早年依靠带有草莽

特质步入庙堂的中石油高管们提供了权力寻

租的空间。 

 

熟知中石油的体制内人士说，蒋洁敏，以及

跟着他的这批人都有共同的一些特点，这些

特点在中国石油工业尚处于混沌进击的年代

时，这些人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能够带

领队伍摧城拔寨，但时隔境迁。 

 

事实上，在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和吉林油田

产量增加的背后，还暗藏着若干盘踞在各大

油田的诸侯，通过名义和程序上的合作协议

或者非公开手段获得油田区块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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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油价低迷时期，中石油各油田

低品位油井的对外转包已成为普遍现象，但

2007 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到 100 美元每桶以

上，一些私人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低

品位油井甚至区块的开采资格，滋生出巨大

的腐败空间。 

 

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即是周永康之子周滨

2007 年前后以两千万元低价获得长庆油田高

产区块，转手倒卖获得 5.5亿元暴利。 

 

除了低品位油田承包，在物资采购、工程招

标、项目收购等环节都是中石油腐败高发地

带。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利益输送

更是从国内蔓延到内控更为困难的海外项目。 

 

“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

我能腐败，别人也能腐败。”在反腐纪录片

里，蒋洁敏说这番话的同时，表情平静，眼

神深邃，像极了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审时

的画面。 

 

2013 年 6 月，刘志军庭审五日后，在监狱会

见室对他的辩护律师说，无论生死，都不上

诉，并且托律师给他女儿带话：“不要从

政。” 

 

 

 

相关

相关相关

相关阅

阅阅

阅读

读读

读：

：：

：三桶

三桶三桶

三桶油

油油

油历

历历

历任一

任一任一

任一把

把把

把手

手手

手今

今今

今何

何何

何在

在在

在？

？？

？ 

  

 

 

 

 

自 1988 年撤销石油工业部，成立中石油公司

之后，王涛成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首

任总经理。王涛，1931 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

岭市。70 年代末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

东部石油公司总经理。1985 年 6 月任石油工

业部部长。1988-1996 年任中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总经理，后因年龄原因退任。1989 年

12 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书记。

1997年，当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的石油创新型人才，王

涛于 2009年 6月在北京中国石油大学教育基

金会设立“王涛英才奖学金” 

 

 

 

周永康，1942 年 12 月生，江苏无锡人。

1983－1985 年，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

委副书记，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5－1988 年，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1988－1996 年，任中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1996－1998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

记。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2014 年 07 月 29 日，由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

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2015 年 6 月 11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

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周永康犯

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 7 年；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

有期徒刑 4 年，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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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富才，1946 年 10 月生，江苏溧阳人。

1998 年 4 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1998 年 12 月任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1999 年

10 月兼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4 月因 2003 年 12 月 23 日重庆发生

“12•23”川东井喷事故引咎辞去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2005 年 4 月任国家能

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由正部级降为副

部级）。2008 年任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

二企业巡视组副组长。 

 

 

 

陈耕，1946 年 5 月生，河北沙河人，在中国

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逾 30 年的工作经验。

1968 年 12 月从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毕

业后，被分配到石油系统工作，在玉门石油

局当工人。2004 年至 2006 年，任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后因年

龄原因退任。2012 年 2 月任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外部董事。 

  

陈耕是在马富才因开县井喷引咎辞职之后上

任的，因此也非常重视中石油的安全生产问

题。2004 年 7 月，陈耕领导的中石油确定了

安全生产的中长期奋斗目标（建立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追求“零伤害、零损失、零事

故”。至 2006 年，建立起完善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体系，中石油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

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在陈耕任期

之内，中石油吉林石化还是发生了一起爆炸

事故。 

 

 

 

周吉平， 1952 年出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

行业拥有近 40 年的工作经验。2011 年 11 月

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组成员。2013 年 4 月 16 日，被任命为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免去其总经理职务。2015 年 5 月 4 日，因年

龄问题，不再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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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中，1945 年 3 月生，山西大同人，

2000.02—2003.03，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国石油化工有限

股份公司董事长；2003.03—2005.02，担任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副主任；2005.02—2008.03，担任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8.03

—2008.04，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党组

副书记；2008.04—2010.12.9，担任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0.12.9—

2010.12.25，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李毅中 1998年 4月起出任中石化集团公司总

经理。2002 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

一年，因为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几乎涉及石

油石化行业的所有大宗产品，中石化仅此一

项就减少利润 18 亿元。但是中国石化这一年

简单合并报表实现利润 128 亿元，同比增长

了 5.8%。正因为如此，李毅中击败数名重量

级候选人，入选 2002 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

人物榜。 

 

 

 

陈同海， 1948 年 9 月出生，山东惠民人。

自 2003年 3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

经理。自 2000 年 2 月至 2003 年 4 月，任中

国石化首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在 2003

年 4 月当选为中国石化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长。2007 年 6 月 22 日被双规，辞职。

2009 年 7 月 15 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

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公开资料显示，陈

同海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 1.6 亿元，创建国

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 

 

陈同海因个人爱好，还曾出资 8 亿元赞助上

海 F1大奖赛。 

 

 

 

苏树林， 1962 年 3 月生，山东东阿人。苏

树林可是石油系统的明星人物，从大庆油田

试验区的实习员起步，用 20 年时间爬上了大

庆油田管理局局长的位置，当时才不到 40 岁。

2007.08—2011.03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

经理、党组书记兼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1.03—2011.04 福建省委副书

记；2011.04—2011.07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

政府副省长、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1.07—2015.11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府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5 年 10 月 7 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

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流》第 10 期 FLOW issue 10 Page 87 

 

傅成玉，1951 年生，在中国石油行业拥有逾

30 年的经验。1982 年加入中国海洋石油的总

公司；1983 年起，先后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与阿莫科、雪佛龙、德士古、菲利普斯、

壳牌和阿吉普等外国大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

中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2003 年 10 月，

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11 年

4 月 8 日，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党组书

记、董事长； 2015 年 5 月 4 日，因年龄问

题，不再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 

  

2005 年，傅成玉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

14 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2012 年 11

月获得“全球石油业年度领袖人物”大奖。 

 

 

 

秦文彩，1925 年生，山西万泉（今万荣）人。

历任玉门矿务局副局长。四川石油管理局副

局长、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燃料化学

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组组长，石油工业部副

部长，1982 年—1985 年，任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秦文彩在被任命后的第二天，就向 11 个国家

的 41 家物探参与公司发出第一批关于南黄海

北部物探区、珠江口物探区的第 1 号和第 2

号招标通知书，正式拉开了我国海洋石油工

业对外合作的序幕。在秦文彩的任期里，共

签署了 27 个石油合同，拉开了与欧、美、日

等国石油巨头的合作。 

 

 

 

卫留成，1946 年 8 月生，河南泌阳人。

1999.09—2000.12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

理、党组书记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裁；2000.12—2003.09 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03.09—

2003.10 海 南 省 委 副 书 记 ； 2007.01 —

2007.02 海南省委书记。2012 年 3 月起任全

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宜林，1956 年 9 月生，江苏赣榆区塔山人。

2003 年 07 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

党委书记；2003 年 12 月，任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

委书记；2011 年 04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 年 05 月，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16 年 6 月，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被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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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服巨头威德福总裁离职国际油服巨头威德福总裁离职国际油服巨头威德福总裁离职国际油服巨头威德福总裁离职（（（（耀毅耀毅耀毅耀毅）））） 

 

11 月 9 日，威德福总裁、董事长 Bernard 

Duroc-Danner 宣布从威德福离职。消息一发

布，威德福股票一反近日平静的常态，暴涨

百分之 32%，资本市场的血雨腥风可见一斑。

在威德福发布的新闻中，官方使用了“极其

感谢”（extremely grateful）Danner 先生的

领导和贡献这样的字眼，而美国的知名报纸

则批评他“辜负了他的员工，他的公司及其

投资者”（failed his employees, his company 

and its investors）。 

 

威德福共有超过 31000 名工程师分布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近 1000 个作业地点，覆盖设

备制造、现场服务，研究研发和培训，目前

在油服行业排名第四，位于斯伦贝谢，哈里

伯顿和贝克休斯之后。 

Danner 担任威德福董事长兼 CEO 已达 30 年，

他带领威德福从一个小公司成长为如今油服

行业排名第四的大企业，功不可没。然而眼

下局势正在逐渐失控，原因主要有：1， 行

业的衰退；2， 逐渐累积的财务危机；3 ，

2007到 2010年的财务造假行为被罚款 1亿 4

千万美元。 

为了降低成本，威德福公司在 2015 年裁员人

数达到了 14000人，并在 2016年上半年继续

裁员 6000 人。在财务状况上，公司从 2012

开始的净利润就是负值，2012年亏损 7.78亿

美元，13 年亏损 3.45 亿美元，14 年亏损

5.84亿美元，15年亏损 19.85亿美元。 

受此影响，公司股价从 2014 年最高时的 24

美元每股，一路滚落至目前只有 5 美元左右

每股，2 年间股价暴跌了 80%；仅在 2016 年

5 月的一周中，股价就狂泻 29%。公司总裁

Danner 离职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这种极度

的压力。而他的离职不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问题，“威德福下一步会怎么样？” 

前 CEO Danner 离职后，公司 CFO，Krishna 

Shivram 兼任公司新 CEO，并直到公司任命

CFO 之后全职担任公司 CEO，但威德福留给

新任 CEO 的，依然是一个烂摊子。目前，威

德福还有 75 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在 2016 上

半年，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了 33 亿资金来维

持运作并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尽管募集到了

一些钱，威德福的现金流仍处于大出血状态。 

 

CFO，
，，

，Krishna Shiv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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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今年第三季度，公司就花掉了超过 5 亿

4 千万美元，而其毛利润在该季度 1 亿 3 千

万的利息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所以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威德福的现金流仍会处于负值状

态。 

威德福官方发言人表示：“我们完全相信

Shivram 先生是领导公司的正确人选，我们相

信他有能力在这复杂的市场中带领公司，我

们完全支持他。”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威德福总裁离职的

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油服行业所遭遇

的危局。从之前哈里伯顿试图合并贝克休斯，

到最近 GE宣布收购贝克休斯为子公司，无不

代表了油服公司艰难求变的现状，即便是世

界顶级的油服公司，依然不能避免。 

 

在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中，贝克休斯仍然亏

损了 4.29 亿美元；而斯伦贝谢和哈里伯顿则

在第三季度扭亏为盈。大体量的公司在面临

风暴时显然更有弹性，比贝克休斯更小的威

德福，局势更为紧迫危急。贝克休斯的两度

被收购，就代表了油服公司抱团取暖的迫切

愿望。毕竟大船抗风浪能力更强，对于威德

福来说，寻求被并购未尝不是一个好出路。 

国际油价已经很难在短期内恢复高位，将长

期在低位运行，而这对油服行业提出了更高

的技术要求。如果说在高油价时期，一些落

后的技术尚且能找到买家维持盈利的话，在

如今的低油价时代，技术落后，没有核心竞

争力的油服公司无疑会被淘汰。一个油服公

司始终应该是技术驱动型公司，而不能变成

资本驱动型。同时，高水平的工程师是油服

公司的重要资产，公司应将其视为财富，而

不是看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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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赞助赞助赞助 SPONSOR  

 

SPONSORSPONSORSPONSORSPONSOR    

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successful.successful.successful.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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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集团投资者集团投资者集团投资者集团（（（（Investors Group）））） 

 

 

Established in 1926 in Canada, Investors Group is a part of IGM Financial, and a member of Power 

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 group of companies including Great West Life, London Life, Canada Life, Irish 

Life, Parjesa, Makenzie Investment, Putnam Investments, PanAgora Asset Management, Groupe 

Bruxelles Lambert and Investment Planning Counsel. Based on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IGM Financial 

is the largest investment company in Canada. 

Sherry Wong, a financial consultant with Investors Group. She came to Canada in 1988 to pursue her 

master’s degree. She has a B. Comm. in Finance and Banking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he is also a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and an insurance agent. She is able to provide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und compan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Power 

Financial Group. Sherry has worked in the Canadian financial industry since 1992 and is specialized in 

financial planning for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and individuals.  

Sherry Wong can be reached at 403-253-4840 ext. 2339 or sherry.wong@investorsgroup.com, or on 

WeChat sherrywong99. 

 

 

 

 

 

 



《流》第 10 期 FLOW issue 10 Page 92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