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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艺术艺术艺术 ART 

 

 

ART 

 挪威画家蒙克的代表作挪威画家蒙克的代表作挪威画家蒙克的代表作挪威画家蒙克的代表作《《《《呐喊呐喊呐喊呐喊》》》》以以以以 1.199 亿美元的价格在纽约成交亿美元的价格在纽约成交亿美元的价格在纽约成交亿美元的价格在纽约成交。。。。201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日早日早日早日早 7点开始点开始点开始点开始的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专场拍卖上的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专场拍卖上的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专场拍卖上的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专场拍卖上，《，《，《，《呐喊呐喊呐喊呐喊》》》》作为第作为第作为第作为第 20件拍品登场件拍品登场件拍品登场件拍品登场，，，，最终以最终以最终以最终以 1.07亿美亿美亿美亿美元落槌元落槌元落槌元落槌，，，，加上佣金加上佣金加上佣金加上佣金，，，，为为为为 1.199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创造了当时拍卖的最高价格纪录创造了当时拍卖的最高价格纪录创造了当时拍卖的最高价格纪录创造了当时拍卖的最高价格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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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  老爸与女儿老爸与女儿老爸与女儿老爸与女儿 (Snezhana Soosh) 

 

 

 

 

 

 

 

 

 

 

 

 

 

 

 

 

Ukrainian artist Snezhana Soosh believes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can be truly magical. That’s 

the inspiration behind her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that depict the bond between a dad and his little girl.  

From playing board games and Puppet Theater to chasing the monsters away at bedtime, each 

illustrated scene is incredibly sweet. 

“I always wanted to have a tender and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my own father, but he didn’t know how 

to show his love so most of the time was distant and cold,” Soosh told The Huffington Post. “I was 

observing other fathers with their daughters and so loved each tender moment they had together. I 

think I drew what I lacked and very much wanted — to feel loved and protected by my big papa.” 

The artist applied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to her re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9-year-old son Frol, whom she 

homeschools. Thus,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doing many of the activities depicted in the 

father-daughter series. 

“Frol is the world to me,” the mom said, adding, “He is the first one to see my illustrations and give his 

opinion on them.” She also noted that she wants the images to help her son “grow to be a good man” 

and “understand what it’s like to be one.” 

Soosh also hopes her images reach other parents, particularly dads. “I hope fathers will see how 

important they are in their kids’ lives and feel appreciated and inspired to show their love and 

affection,” she told HuffPost. “I also want to say that real strength shows itself through love and 

tend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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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随时准备保护女儿，无论是学校小霸王还是床底下的怪物，都碰不到她。 

 

 老爸为了女儿，敢于尝试自己不敢做的事，比如编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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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爸肩膀上，就象是在世界之巅。 

 老爸的身上是如此的温暖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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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心爱的女儿，老爸可以表现得像孩子。 

 即使很忙，老爸也会和女儿谈谈心。 

 



《流》第 11 期 FLOW issue 11 Page 46 

 

老爸会想方设法让女儿开心。 

 即使多么辛苦，老爸总愿意带女儿出门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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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玩是必不可少的。 

 老爸愿意和女儿一起放纵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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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些疯狂的想法也会去实现。 

 一旦女儿需要，老爸就会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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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和女儿一起，随时都会有快乐爆发。 

 老爸就是用一生来照顾和爱护那个女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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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演尽世小人物演尽世小人物演尽世小人物演尽世间繁华与沧桑间繁华与沧桑间繁华与沧桑间繁华与沧桑（（（（十点读书十点读书十点读书十点读书）））） 

 卓别林这个名字，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不陌生。他扮演的那个流浪汉的形象，总是穿着一条与身材不符的肥裤子和一双大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头戴一顶圆形礼帽，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迈着鸭子步走路，让人一眼看过就很难忘记。这个模样，也被后人不断模仿。 

 

 
 卓别林幼年丧父，母亲精神病发作，没人照管的他进过孤儿院，当过乞丐，做过小报童，也给人当过佣人，最后在一个游艺场里扫地打杂，同时也在默默地学习其他演员的表演。童年的孤苦经历，成为了他后来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都市里的小人物的写照。 

 一次偶然的机会，剧场里的一个主要的喜剧演员病倒了无法上场，剧场经理正愁演员找不到替身的时候，突然想起卓别林平时总是在模仿演员们的动作，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他上台代替那个演员去演出。 



《流》第 11 期 FLOW issue 11 Page 51 

 

原来的那位喜剧演员身材魁梧，他的衣服穿在卓别林身上又肥又大，像个麻袋套在他身上，一双大皮鞋走起路来也是磕磕绊绊，而圆顶礼帽却又太小，这样的装束活像个小流浪汉，一出场就引起全场大笑。他一连演了好几场，就这样把流浪汉的形象越演越活。 
 

 

 
 卓别林精湛的演技来自他对于艺术刻苦学习的态度，他经常跟生活中一切有经验的人求教，包括流浪汉、工人、裁缝等等，在他们身上寻找每种人物的特点，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1913年，他随着当时英国著名哑剧团经历卡尔诺去美国巡回演出，被美国导演塞纳特看中，就此开启了他的艺术生涯。 
 

1914年，卓别林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谋生》。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还是优秀的电影导演、制片人，活跃于好莱坞电影的早期和中期，几乎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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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23年，他终于有能力，创建了自己的查理·卓别林影片公司，成为了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的独立制片艺术家，他的一生一共拍摄了 80多部喜剧片。 

 

 
 其中 1925年的《淘金记》、1931年的《城市之光》、1936年的《摩登时代》和 1940年拍摄的《大独裁者》，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代表作。 

 萧伯纳称卓别林是“电影艺术中绝无仅有的天才。” 

 卓别林的一生有过四段婚姻。和他在银幕上所扮演的形象一样，他一直在寻找真正的爱情，在他生命中，有 7个女人至关重要。 

 
1916年到 1917年之间，卓别林与他电影中的第一位主要的女演员艾德娜·普文斯相爱了，但是这段关系仅仅存在了一年多。 

 在卓别林 29岁时，他踏进了人生第一个感情漩涡。很快，他就跟 16岁的《绿野仙踪》女主角——好莱坞电影女演员密尔德莱·哈丽丝纠缠在一起，并且迅速地结了婚。 

 但毕竟是闪婚，这场感情就像龙卷风，来得快也去得快，由于彼此的性格、情趣都不相投，很快这段婚姻就走到了尽头。1920 年 11月，经法院判决，卓别林先生付出了整整 10万美元和一部分股票的代价，和哈丽丝离婚了。 
 后来卓别林又与女演员宝拉·纳格瑞之间有过一段很公开的关系。 
 到了 1924 年，卓别林结识了一位叫莉泰·格蕾的女友，那时他正准备拍摄《淘金记》。似乎卓别林总是更倾心于少女，格蕾当时也是 16岁。他帮助她成了一名电影演员，后来又在格蕾的逼迫下与其成婚。但婚后却发现格蕾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负面消息频频传出，开始卓别林还忍气吞声，最终忍无可忍，付出 80 万美元的巨款作为分手费，才摆脱了这场婚姻灾难，除此之外他还花费了 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这场离婚官司在当时的美国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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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别林的传记作者乔斯·米尔顿在卓别林的传记中写道，说这场婚姻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灵感来源。 
 

1932年 6月，卓别林与波兰籍的女演员宝莲·高黛在南洋群岛秘密结婚，直到 1940 年才正式宣布他们的婚姻。在他们九年的家庭生活中，总体还算幸福美满。卓别林让高黛在《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中饰演了女主角。 
 但这第三次婚姻并没有圆满收尾，两人因各种分歧的逐渐扩大直至最后闹翻。于 1942 年在墨西哥判决离婚。 

 卓别林与琼·巴里有过一段短暂的关系。本来卓别林想让巴里扮演一个主角，但是过了不久巴里就开始对卓别林纠缠不休并有精神病的表现。两人的关系因此终止。 
 似乎不管到了什么年纪的男人，爱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卓别林的最后一次婚姻出现在 1943 年，他与好朋友美国著名剧作家龙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结了婚。这次结合，俩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卓别林 54岁了，而乌娜只有 18岁。 
 这场悬殊的婚姻让乌娜的父亲奥尼尔极为恼火，奥尼尔不希望女儿嫁给一个生活混乱的人，因此和女儿断绝了关系，从此再没有跟乌娜说过一句话。  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卓别林因此得到了一个忠实长久的伴侣和助手，这段婚姻陪着他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卓别林后来追叙他第一次见到乌娜·奥尼尔的情景：“我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人，魅力藏而不露，温柔可亲，这是最惹人喜爱的。”两人育有八个孩子，在卓别林逝世后乌娜还活了十四年，她对卓别林的死非常悲痛，以至于后来开始借酒浇愁。 
 虽然撇开银幕的热闹之外，卓别林的私生活及公众生活也收到了外界或好或坏的评价，但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文化偶像的闪光存在。 
 他自己编写、导演、表演以及自己发行电影。从还是孩童时期登台表演到最后 88岁的高龄逝世，他一共为电影事业贡献了 70多年的时光。 
 不止是他的影片记录了早期滑稽喜剧的历史，成为了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还因为他的一生和电影本身就代表了一段电影业的发展过程，用小人物的视角去追寻这个世界的真理与善恶，一路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电影艺术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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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天，卓别林的作品里还有许多等待被一探究竟的人性光辉与对当时年代的时事洞察，而他个人的幽默魅力是其中永不被磨灭的光芒。他是一代喜剧之王，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被否定，作为一个从无声片时代过渡到有声片时代的喜剧大师，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依然是难以估量的。 

 卓别林，用他夸张的表演带给全世界欢笑，然而生活中的他，却和平凡人一样要面对感情的陨落与机遇的反复。他的人生，从 7岁时起成为一个流浪儿，一路从默默无闻走到闪耀世界的光鲜亮丽，感情生活又难以一帆风顺，只能靠一部部作品和一个个不同面孔的女人来带给自己慰藉。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消除贫穷和被抛弃带给他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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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Wong 专栏专栏专栏专栏   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到深處人孤獨 

 

 

 

 
 

 

 

 

 

 

 

 

 

 

 

 

 

 

 

 

 

 

 

 

 

 

 

 

 

 

 

 

 

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到深處人孤獨 

 序 

 

        與其說它是詩﹐不如說它是歌詞﹔與其說它是歌詞﹐不如說天是心聲。然而這裡所記錄和表達的﹐又是一個人心聲的幾分之幾呢﹖如今我似乎才真正理解“情到深處人孤獨”這句話的含義。太深的東西﹐表達和理解都成為困難。無法表達和理解﹐只好一個人獨自去體驗去品嘗﹐自然會感到孤獨了。 

 

 就這樣不由自主走近你 就這樣無可奈何地暴露了我自己 就這樣伏在你的肩頭﹐歡笑又哭泣 就這樣﹐就這樣﹐多了一份安慰和期盼 

 也多了一份不安和憂鬱 真擔心這一切來的容易﹐失去的也容易 真擔心有一天﹐你會離我而去 真擔心你會將紅塵看破不再珍惜自己 真擔心你的微笑將變成永久的記憶 在我孤獨的時候﹐遇到了你 更願意在你孤獨的時候﹐去陪伴你 然而如果你寧可﹐獨自前行 如果有一天﹐我的目光不能留住你 那麼我只有﹐含淚背過身去 背過身去﹐獨自品嘗這份苦澀的記憶 讓我再看看你﹐再看看你 好將你的每一個眼神﹐每一根發絲 

 將你的一切一切 永遠銘記在心裡 多想吻平你眼角的皺紋 多想吻去你心靈的創傷 多想將另一個生命的春天帶給你 然而我擔心﹐我不能夠 因為我正處于生命的秋季 那滿地的落葉﹐便是我無望的愛 伴着深深的無奈﹐和沉重的嘆息...... 

 

 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 

 雨後的黃昏﹐ 清冷﹐ 幽涼 長椅上的少女在孤獨地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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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从从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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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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蘭色的上衣蘭得鮮麗 蒼白的面龐白的憂傷 

 心上人不知漂流在何方 分離的時光是多麼漫長 漫長的時光裡毫無音信 難到他已把姑娘遺忘﹖ 

 天上升起小小的月亮 小小的月亮不懂得憂傷 眨巴着眼睛從樹葉間窺望 少女想起小小的太陽 

 那是一個冬天的回想 天邊掛着小小的夕陽 夕陽下兩個年輕的身影 浮動在河邊的田埂上 

 “小小的太陽又紅又暖” “可愛得讓人想捧在手上” 愉快的聲音隨風飄去 哦﹐ 還伴着烤紅薯甜甜的芳香...... 

 歡樂的時光是多麼短暫 短暫得如同攝影機的閃光 而那人﹐ 那水﹐ 那小小的太陽 卻成為心底永恆的圖像 

 還有如煙的蘭山﹐ 寂寞的百楊 白楊下的青年送別的目光...... 一切都已逝去﹐ 逝去 唯有記憶清新悠長 

 唯有記憶清新悠長 美好如同這純潔的月光 姑娘忽然淒然一笑 “感謝你﹐親愛的 賜給我如此幸福的回想” 

 

 我不喜歡他了我不喜歡他了我不喜歡他了我不喜歡他了 

 我說星星是明亮的眼睛 他說星星是看不見我們的 我說月亮是位羞澀的新娘 他說月亮是沒有感情的 

就為這個 我不喜歡他了 

 我說小河是我梳妝的鏡子 他說遠沒有家裡的鏡子好 我說森林裡藏着神秘的童話 他說童話全是些騙人的東西 就為這個 我不喜歡他了 

 他也許說的都對吧 但那是“大人們”的話 我很快便遺忘了他 去騎我的小木馬 

 他也不喜歡我了吧 那又有什麼關係 有星星﹐月亮陪伴我 有森林﹐河流陪伴我 還有我的小木馬 就因為他不喜歡他們 我不喜歡他了 

 

 要我還什麼要我還什麼要我還什麼要我還什麼? 

 你給了我 眼中熾熱的火﹐ 深沉的海。 

 要我還什麼﹖ 烏色的柔波﹐ 還是羞澀的笑﹖ 

 不﹐ 不會的﹐ 我只能還你﹐ 兩道探向你心底的﹐ 冷靜的光。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寫給 Z. D. Y.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那裡可有蒼翠的山崗﹖ 山腰裡可漂浮着朵朵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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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可縈繞着秀麗的村莊﹖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那裡可有小溪的歡唱﹖ 溪邊可有洗衣的少女﹖ 少女可有純潔的夢想﹖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那裡可有如火的夕陽﹖ 夕陽可燃燒着靜寂的樹林﹖ 樹林可感動于晚風的柔腸﹖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那裡可有如水的月光﹖ 月下可有起伏的稻浪﹖ 稻浪可散髮出醉人的芬芳﹖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那裡可有幽靜的河塘﹖ 河塘裡可有如潮的蛙聲﹖ 蛙聲可齊奏着和平的樂章﹖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 那裡可有迷人的星光﹖ 星光可照耀着純朴的小鎮﹖ 小鎮可沉入甜甜的夢鄉﹖ 

 我多想看看你可愛的家鄉啊﹐ 那裡一定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我苦苦地徘我苦苦地徘我苦苦地徘我苦苦地徘徊徊徊徊在在在在夏夜旁邊夏夜旁邊夏夜旁邊夏夜旁邊 

 夏夜的月色傾訴着我的情感﹐ 夏夜的星光閃爍着我的夢幻﹐ 夏夜的樂曲就是我的心曲﹐ 夏夜的微風吹去我的思念。 

 我苦苦地徘徊在夏夜旁邊。 

 夏夜的翠綠是他的青春﹐ 夏夜的露珠是他的眷戀﹐ 夏夜的海邊有他的眼睛﹐ 夏夜的山上有他的呼喚。 

 我苦苦地徘徊在夏夜旁邊。 

 夏夜的小路延伸着希望﹐ 夏夜的小船滿載着祝愿。 可我不願微笑着睡去﹐ 在夏夜-------- 我幸福的搖籃。 

 我依舊苦苦地徘徊在夏夜旁邊。 

 

 這這這這麼麼麼麼說說說說你你你你真真真真的愛我的愛我的愛我的愛我? 

 這麼說你真的愛我﹖ 愛我追尋我目光沉沉 目光沉沉拉回你的青春 拉回你的青春也拉回我 拉回我從遙遠的地平線拉回我 從夕陽的殘照中拉回我 拉回我的心我的淚我生命的純金 在寧靜的子夜時分 讓一切都化作一個吻 

 這麼說你真的愛我﹖ 愛我如冬天的火夏天的風 如春天金燦燦的油菜花開遍我的心 也許我不再懷疑 我相信﹗ 相信神話相信傳說相信海的女兒靈魂飛升 相信你愛我用得是明淨秋水邊十八歲小哥哥熱情的眼睛 從此我溶進你的呼吸 溶進你綠茵茵的呼吸綠茵茵的夢 

 這麼說你真的愛我﹖ 愛得莊嚴愛得甜蜜愛得如北鬥亮星 讓我苦苦徘徊苦苦掙扎帶着記憶慢慢蒼老 最終成為一尊石像一幅剪影 

--------把一個世界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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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  理想之死理想之死理想之死理想之死 (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特 卡 门 斯 （ TECUMSEH ） 是 夏 尼（SHAWNEE）族大酋长，被誉为北美印第安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酋长。 

        特卡门斯行事执着而慎重，充满活力、热情、自信；他是一个演说家，能让他的听众热血沸腾；他也是一个军事战略战术家，指挥过很多战役；他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战争中反对以任何方式虐待战俘。他是北美印第安人中第一个人、也许是最后一个人，设想将全北美印第安人组织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国家。然而，特卡门斯生不逢时，一个全新的国家、美国的诞生和必然强大，注定他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最终破灭，他在战斗中死去。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特卡门斯成长的年代，正是北美大陆剧烈变革的时期，英国人打跑法国人，美国人打跑英国人。新兴的美国充满活力和希望，野心勃勃，奋力扩大疆土，谋求世界承认。 

        特卡门斯的家庭在战争中支离破碎，他的父亲死于 1774 年的丹莫王战争，一个兄长死于美国独立战争，另一个兄长死于 1790 至
1794 年间的小海龟战争。在战争中，特卡门斯以勇敢、智慧、仁爱崭露头角，获得声望，他坚定地反对白人以任何方式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取土地。 

        丽 贝 卡 · 盖 洛 维 （ REBECCA 

GALLOWAY），一个漂亮、聪明、活泼的白人姑娘，非常喜欢特卡门斯。她教他读书、写字、学习欧洲和北美地理历史知识以及了解西方人文化价值观念。 

        特卡门斯有宽广的胸怀和极强的理解能力。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印第安人，其次才是酋长。学习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一些独到见解，他认为，任何印第安人或印第安部落，如果没有全体印第安人同意，都无权以任何方式出让土地。这显然借鉴了西方民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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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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卡门斯构思了一个宏大的建国计划，以美加边界五大湖为中心，把北美辽阔土地上所有印第安人，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强大印第安联盟，然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印第安人国家。 

        特卡门斯有一个弟弟，叫藤斯科瓦塔瓦（TENSKWATAWA），年轻时桀傲不驯、放荡不羁，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一个颇有名气的先知。他声称可以直接与神对话。藤斯科瓦塔瓦排斥任何印第安人以外的宗教和习俗，包括饮酒。实际上，他曾经是一个酒鬼。他热烈鼓吹回归到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中去，受到很多印第安人追捧和拥护。 

        1808 年，特卡门斯和藤斯科瓦塔瓦兄弟俩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了一个全新的城镇，叫先知镇。任何印第安人都可以在这里居住、生活、集会、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印第安人趋之若骛，视为精神家园，犹如圣地耶路撒冷。 

        当藤斯科瓦塔瓦和他的信徒们在先知镇热情洋溢地宣讲复兴印第安人传统文化时，特卡门斯也在实施他宏大的印第安人联盟计划。他不知疲倦，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宣扬建设印第安人国家的理念。越来越多印第安部落接受他的思想，一个松散的联盟慢慢建立起来。当然也有部落嘲笑他，讥讽他有野心，有的部落干脆将他驱逐，他不为所动，朝着既定的目标顽强迈进。 

        1809 年，特卡门斯完成第一次出游演说计划，返回家乡。特卡门斯得知美国政府派驻印第安领地最高行政长官威廉姆·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用欺诈手段，以白酒和七千美元，以及一些虚假承诺换取印第安人三十万英亩土地。他立即要求与威廉姆对话，当面痛斥这位阴险贪婪的美国官员。威廉姆心里有鬼，张口结舌无法回答特卡门斯质问。特

卡门斯愤怒之极，但考虑到他的建国计划，他克制自己，谴散跟随他来的一千多名武士，没有采取过激行动。 

 
WILLIAM HARRISON 

 

        丢了面子的威廉姆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1811 年，伺机报复的威廉姆终于逮住机会，带领大队人马气势汹汹来到先知镇，声称有在伊利诺伊州谋杀白人的印第安凶手躲在这里，他要搜查。印第安武士拒绝他的要求，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特卡门斯及时赶到，运用智慧和有限的退让，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 

        特卡门斯非常熟悉瓦姆帕诺格族酋长国王菲利普、渥太华族大酋长庞帝亚克、莫霍克族大酋长约瑟夫的故事，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都干下惊天动地的大事，都痛击了白人，但最后都失败了。一个死后头被砍下，身体四分五裂；一个被谋杀；一个靠英国人庇护退缩到加拿大苟延残喘。特卡门斯不想重蹈复辄，他需要时间进行充足准备，不能轻举妄动。他深知机会只有一次，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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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与常人最大的不同是智慧和胸怀。英雄的智慧是大智慧，英雄的胸怀是大胸怀，他们肯吃小亏。而一般耍小聪明的人任何亏都不想吃，并且什么便宜都要沾，这就注定耍小聪明的人不可能干成大事。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先知镇凶手事件后，特卡门斯加快行动，开始第二轮出游演说计划。威廉姆得知特卡门斯离开，阴险地利用了特卡门斯弟弟藤斯科瓦塔瓦的不成熟和不理智。威廉姆借口当地印第安人偷白人军队马匹，带领一千多人把先知镇围起来。他想挑起事端，消灭他的心头之恨。 

        藤斯科瓦塔瓦果然上当，尽管特卡门斯临走前一再警告弟弟此值关键之时，一定要克制，不可因小失大，藤斯科瓦塔瓦还是按捺不住，主动出击了。战斗前，藤斯科瓦塔瓦对武士们许诺说他可以用神奇法力保证他们安全，不会受伤，更不可能死掉。被鼓动得热血沸腾的武士们打开城门，奋力冲杀出来。威廉姆张开大网正等着他们呢，美国人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藤斯科瓦塔瓦的武士，然后冲进先知镇，肆意屠杀之后，一把大火把全镇毁掉。 

 

        中国满清政府鼓励义和团杀洋人时，很多义和团民众也相信藤斯科瓦塔瓦之类神灵保佑、刀枪不入的神话，裸著上身往洋人枪口上撞。

等到被一枪轰倒，恍然大悟，立即崩溃，混乱中，被八国联军砍瓜切菜般屠杀。 

        历史上，中国人与北美印第安人从来没有交流，互相影响更无从谈起。即便今天，中国人与北美印第安人也没有什么交往和了解，彼此淡漠。印第安人生性沉静， 而中国人一般不太愿意与比自己落后的民族打交到，除非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所图。然而我发现，不仅外表，很多内在方面，譬如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上，这两个民族有很多相似之处。 

        藤斯科瓦塔瓦不仅仅输掉一场战斗，更输掉民众对他法力的崇拜，从而也影响了大家对特卡门斯的信任。最重要的，藤斯科瓦塔瓦丢掉印第安人心目中的圣地，先知镇，这击垮很多印第安人的信心。 

        威廉姆趁势大造舆论，吹嘘他的战功、杀戮、勇敢和英明。他就这样一直吹了近三十年，直到吹成美利坚合众国第九届总统。这位总统，我下集还要写到他，善于使用一些阴险和下三烂手段欺骗印第安人，欺骗不成，则露出歹徒凶残本性，杀人不眨眼。这位总统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即暴病身亡。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只有上帝知道。 

        特卡门斯在返乡途中听说这一切，身心受到巨大打击，重病一场。然而特卡门斯没有放弃他的梦想和事业。 

        龟缩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开始蠢蠢欲动，倒不是他们同情被美国人蹂躏的印第安人，而是美国政府放出话，声称加拿大也是美国的，躲在那里的英国人必须投降，否则武力征服。 

        英国人最初没敢自己动手，他们出武器、出钱、出粮草、以及其它美好许诺，用印第安人的蝼蚁之命，去和美国人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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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洞若观火，1812年 6月 18日正式向大英帝国宣战，迫使英国佬从幕后走到前台。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三年，双方各有胜负。 

        实际上，若论美国人的斗志，已经从心理上被击垮的英国佬没有办法与美国人抗衡。但支持英国人的印第安人此起彼伏攻击，特别是特卡门斯领导的印第安联盟，勇猛无比，连连挫敌，收复大量失地，让新兴的美国政府头痛不已。 一位美国史学家曾遗憾地说，要是没有特卡门斯，今天的加拿大是美国的。 

        特卡门斯紧紧抓住美英开战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他的声望，号召全体印第安人配合英国人与美国人作战。特卡门斯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率领印第安武士，配合英军，先后攻克今天的底特律和芝加哥地区。战斗中，特卡门斯严令不许虐待美国俘虏，所有伤员必须得到治疗。 

        但情况很快出现变化，与特卡门斯配合默契的英国将军战死，新长官亨利·普瑞克托（HENRY PROCTOR ）上任后自命不凡，瞧不起特卡门斯。普瑞克托生性残暴，喜欢屠杀俘虏，为此与特卡门斯发生激烈冲突。一次战役获胜后，普瑞克托杀害八百多名美国军人，这激起美国政府强烈愤慨，发誓不惜任何代价要报此仇。他们派出特卡门斯的冤家对头威廉姆，带着武器精良的部队，准备与英国佬拼了。 

        普瑞克托见状害怕起来，想退回加拿大。特卡门斯眼见武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土地就这样白白又丢还给美国人，心急如焚，极力劝阻。然而普瑞克托这个外强中干的家伙，还是慌慌张张地撤退了，他蛮横地命令特卡门斯率领印第安武士给英国军队殿后。 

        愤怒的美国人狂呼乱叫着追杀上来。1813年 10 月 5 日，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特卡门斯率领武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特

卡门斯身中数枪，死在战斗最前沿，绝大多数印第安武士阵亡。 

        战斗结束后，美国人找到一具尸体，他们认为是特卡门斯的。这些咬牙切齿的美国士兵，把这具尸体倒挂在树上，用锋利的尖刀一点一点地，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  

        一些侥幸逃回的印第安武士说，他们把特卡门斯酋长的尸体藏在一个很隐密的树洞里，他们坚信那个被剥皮的尸体不是特卡门斯的。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痛哭失声，听者掩面流涕。这些印第安人可以不承认，但没有人能保证那具尸体不是特卡门斯酋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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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Series   Horse (Steven Neu) 

 

 

 

 

 

 

 

Chapter 9 

I was lying in my bed, absorbed in my 

thoughts when Mah shouted my name 

through the window. “Come to my room and 

have a drink with me!” 

     I ignored him and carried on thinking. 

     I had sent out several applications to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One year had passed, 

and there wasn’t a single response. This 

bothered me. My academic records were 

excellent, and my TOEFL score was very 

high. I should have got an admission offer 

from a university in the States by now.   

     I hated working for this fucking seismic 

company. I would not have known how to 

spend my time if I had not met Mah. Captain 

Ding,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and all of 

the roughnecks hated me and other 

undergraduates. But they treated Mah 

differently. They respected him, and he 

deserved it. 

     Actually, we undergraduates did not add 

any value working in the field. The job here 

was so damn simple. There was no technical 

knowledge needed to lay the lines, dig holes, 

bury the powder, and ignite it. I believe that 

if you put dough heads on the ground, even 

dogs could do this kind of fucking job.   

     I used to ask Mah if he would apply to a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o with 

me. Mah shook his head.  

     “Why?” I asked, disappointed. 

     “The four years I was in university, I fell 

deeply in love with my girlfriend. I didn’t 

spend too much time studying. I just passed 

the exams. I don’t believe any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offer me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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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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my English is pretty bad. I 

would be better off staying in China than 

going to the States,” Mah said.   

     I shook my head, sighed, and said 

nothing. Everybody has his or her own fate, 

which is ruled by a kind of magical force I 

deemed as God’s will. 

     Outside, Mah shouted again. 

     “I swear to God,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will 

ask you, shit! Last call! Do you hear me?” 

he was warning and threatening me. I could 

hear the irritation in his voice. 

      “Sorry! Man, I am coming!” I shouted 

back.  

     When I ran into Mah’s trailer, he was 

eating and drinking by himself. There were 

two, big grilled sheep legs and two bottles of 

booze on the table.  

     I was excited right away. I sat down and 

grabbed one of the sheep legs. 

     “It smells so damn good! Thank you 

buddy! I want to make a toast to your health,” 

I said, and raised my glass above my head. 

     “Come on! You don’t need to do this. 

Just come drink with me whenever I call you. 

Don’t be late next time,” Mah said. 

     “Yes Sir!” I saluted him with holding the 

sheep leg at my forehead.  

     Both of us laughed.  

     We drank, and chatted randomly like we 

usually did. I said I hated all the fucking 

Party Representatives in this country. Then 

Mah told me he had beaten up a Party 

Representative when he was in university.  

     “You beat up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in 

your department? That’s a ballsy move!” I 

cheered, surprised. 

     “No! Not mine, my girlfriend Lin’s,” he 

said. 

      Story time again! I loved this guy! He 

always made my day.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in Lin’s 

department used to be a professional weight 

lifter. He was a single man of about 40, 

swarthy, muscular, wide and short. He had 

bright, buggy eyes.  When he saw Lin, his 

eyes became brighter still and popped out 

even more. He kept inviting Lin to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He said he had the power 

to approve it if Lin sent him an application. 

Being a Communist member would lead to a 

future of opportunity in China. 

     Lin thought she was a lucky girl. She sent 

him the application.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then told her she needed 

training. As per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s 

suggestion, Lin went to his office every 

Wednesday night to read some political 

books.  

     However, Lin gradually felt uneasy. 

Accidentally,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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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touch her butt or breasts. Every time 

he did this, immediately and sincerely he 

apologized to her and explained it was not 

on purpose.    

     Lin told this to Mah.  

     “Quit this training! Get away from this 

guy!” Mah suggested.  

     So that’s what Lin did.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was very 

disappointed, but he did not say anything 

negative.  

     “You really need my help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Party. However, I respect your 

choice. Please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at anytime, you are most 

welcome. My door and the Party’s door are 

always open to you,” he said, gently. 

     Lin thanked him. 

     “He might be a bad guy, but not that bad. 

I guess,” Lin told Mah. 

     Mah did not say anything.   

     At graduation, Lin was on the list of the 

students who would be sent to Tibet.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had a talk with Lin 

about this. 

     “Life is about choices. Smart people in 

the world always live better than others. 

They know how to choose well. I know you 

are a smart girl. I am giving you an option. 

If you leave your boyfriend and would like 

to be my girlfriend, I can use my power and 

network to help you to find a decent job at 

the university.” He said, staring at Lin. His 

eyes were beady. 

     Lin looked at him for a quite while until 

he felt awkward.  

     “Obviously, I gave you far too much 

credit,” Lin said. 

     When Mah heard about this, he had a 

strong desire to beat up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A few nights later, Mah waited for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outside his office.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had just finished a 

training class with a girl who wanted to join 

the Party. She was taller than him, and good 

looking. Mah watched him stand on his 

tiptoe to kiss her as she dropped down her 

head to kiss him back.  

     “You are beautiful,”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said.  

     “You are handsome,” the girl said back. 

     After the girl left, Mah appeared in front 

of him. 

     “Who are you? What do you want?” he 

said, surprised. 

     “May name is Mah. I am Lin’s boyfriend. 

I’m gonna kick your ass.” 

     “How dare you...” 

     Mah approached him without saying 

another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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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stood there in a 

semi-crouch, breathing deeply, and held out 

his hands towards Mah. He was trying to 

grab Mah like a barbell - lift him, and throw 

him away. In his prime, he could snatch a 

200 pounds barbell with ease. He was pretty 

sure that Mah weighted much less than this. 

But, Mah wasn’t a barbell. He was an 

excellent fighter.  

     Before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s hand 

could touch Mah’s shoulder, he quickly 

grabbed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s arm and 

jumped behind him like a monkey. Mah 

raised his elbow and hit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in the middle of his back.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let out a sharp 

yell, and he fell to the ground like a dead 

weight.  His lips were swollen, his nose 

bleeding, and a tooth was stuck in the dirt.  

     The fight was finished in less than 10 

seconds.   

 

“A Party Representative has the power to 

decide which student should go where after 

university. I know a lot of students in my 

department bribed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at graduation. If I had done the same thing 

like them, I wouldn’t be working here. Back 

to your story, I am pretty sure that Lin was 

sent to Tibet as part of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s plot. He put her on the list. 

If she promised to be his girlfriend, he 

would have taken her off of the list,” I said. 

      “I beat him up not because he sent Lin to 

Tibet, but because he wanted to take her 

away from me. This was unforgivable,” Mah 

sai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Did he use 

his power to punish either you or Lin?” I 

asked. 

     “I was worried about him retaliating, but 

to my surprise, he didn’t. Nothing happened 

later,” Mah said.  

     I laughed. “Lin is right. That bastard is a 

bad guy, but not that bad.”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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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PETROLEUM 

 

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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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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之之狗狗狗狗篇篇篇篇 (编辑整理编辑整理编辑整理编辑整理) 

 在油在油在油在油田田田田现场有时现场有时现场有时现场有时候候候候会会会会碰碰碰碰到到到到乡民或乡民或乡民或乡民或油油油油田工田工田工田工人养的人养的人养的人养的狗狗狗狗，，，，感觉感觉感觉感觉他他他他们们们们好好好好像像像像不如不如不如不如城城城城里的里的里的里的狗们狗们狗们狗们快活快活快活快活，，，， 或愁眉或愁眉或愁眉或愁眉苦苦苦苦脸脸脸脸，，，，或穷凶极恶或穷凶极恶或穷凶极恶或穷凶极恶的样子的样子的样子的样子。。。。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这这这这哥们哥们哥们哥们的表情的表情的表情的表情，，，，很很很很悲催悲催悲催悲催的样子的样子的样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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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小就跟小就跟小就跟小就跟了了了了主主主主人人人人出出出出来来来来讨讨讨讨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小小小小家家家家伙已经伙已经伙已经伙已经是是是是两眼泪汪汪两眼泪汪汪两眼泪汪汪两眼泪汪汪了了了了。。。。 

 由于由于由于由于生生生生活活活活条条条条件件件件舒适舒适舒适舒适，，，，加拿大的加拿大的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狗狗狗狗一一一一般都非常温顺般都非常温顺般都非常温顺般都非常温顺友友友友好好好好，，，，可可可可我在我在我在我在井井井井场上场上场上场上碰碰碰碰到这到这到这到这货货货货，，，，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对对对对我我我我吼叫吼叫吼叫吼叫，，，，当他发现我当他发现我当他发现我当他发现我给给给给他拍他拍他拍他拍照照照照时时时时，，，，冲冲冲冲我我我我龇牙咧嘴龇牙咧嘴龇牙咧嘴龇牙咧嘴，，，，怒目怒目怒目怒目而而而而视视视视，，，，那那那那意意意意思是思是思是思是，，，，你你你你再再再再敢敢敢敢拍我拍我拍我拍我，，，，我我我我咬咬咬咬你你你你丫丫丫丫的的的的你信不你信不你信不你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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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哥们哥们哥们哥们为生活为生活为生活为生活所迫所迫所迫所迫，，，，已经已经已经已经开始开始开始开始拦路打劫拦路打劫拦路打劫拦路打劫。。。。““““此树此树此树此树是是是是爷栽爷栽爷栽爷栽，，，，此路此路此路此路是是是是爷爷爷爷开开开开，，，，若打门前若打门前若打门前若打门前过过过过，，，，留留留留下下下下买路买路买路买路财财财财””””。。。。我我我我坐坐坐坐在在在在车车车车里里里里，，，，凝视凝视凝视凝视这这这这位脏乎乎位脏乎乎位脏乎乎位脏乎乎的的的的绿林绿林绿林绿林好好好好汉汉汉汉，，，，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把把把把我我我我的的的的午餐午餐午餐午餐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和和和和火腿火腿火腿火腿肠肠肠肠上上上上缴缴缴缴当当当当买买买买路费路费路费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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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是是是是一一一一条条条条城城城城里里里里狗狗狗狗，，，，他他他他毛毛毛毛发发发发整洁整洁整洁整洁，，，，神情神情神情神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吃饱喝吃饱喝吃饱喝吃饱喝足足足足后后后后，，，，出去散步出去散步出去散步出去散步，，，， 作为作为作为作为业余爱业余爱业余爱业余爱好好好好，，，，捡几根木捡几根木捡几根木捡几根木棍回棍回棍回棍回家家家家收藏起收藏起收藏起收藏起来来来来，，，，非常悠闲非常悠闲非常悠闲非常悠闲自在自在自在自在。。。。 西方西方西方西方人有句人有句人有句人有句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人人生而人人生而人人生而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平等平等””””，，，，那么以那么以那么以那么以此类推此类推此类推此类推，，，，狗类也狗类也狗类也狗类也应应应应该该该该是是是是““““狗狗平等狗狗平等狗狗平等狗狗平等””””的的的的。。。。然然然然而而而而，，，，无无无无论论论论过过过过去去去去还是现在还是现在还是现在还是现在，，，，无无无无论论论论是是是是东方东方东方东方还是还是还是还是四方四方四方四方，，，，人人人人类从类从类从类从来来来来就就就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真真真正正正正平等平等平等平等过过过过，，，，更更更更何况狗何况狗何况狗何况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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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石油大话石油大话石油大话石油之之之之四四四四(赵懿赵懿赵懿赵懿) 

 

 

 

 

 

 

 

  标准石油一路高歌猛进， 在 19世纪 70年代末基本控制了北美炼油市场。虽说如此，新的威胁却也一直不断出现。首先是众产油商为了摆脱标准石油对运输的控制，联合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建了一条近 260 公里长的输油管道，直接将原油从产油区输送到宾州东部。这在当时绝对是工程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也让标准石油苦心建立起的铁路运输网络一下子陷入窘境。好在标准石油反应神速，两年之内一鼓作气，接连修建了四条长线管道，硬生生吞下了管道运输这一块。  此计不成又生彼计，众产油商直接把标准石油告到衙门，控诉标准石油搞垄断，是独裁。正所谓树大招风，对标准石油的各色消息也

开始不绝于报，让低调的洛克菲勒变得路人皆知。在产油区，妈妈常常吓唬孩子：“你再不听话，洛克菲勒就把你抓走了啊～”，在人们心中完全是个大灰狼的形象。 

 世界上第一条长线石油管道－“潮水管线”（Tidewater pipeline） 

 

1879年冬天工人建造潮水管线的情景   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在对付这来自法律上的攻击时，采用了极其狡猾的手段。他们辩解标准石油并不直接拥有其他公司，大家只是好基友，互相合作，很有默契而已。为此，他们创新性地引用了信托的概念，在 1882 年摇身一变成为托拉斯。这样所有的企业都是股东，原则上不受标准石油控制，也就没有了一个公司垄断行业的问题，于是乎有惊无险地过了法律这一关。新成立的标准石油托拉斯，洛克菲勒实际间接持有近 28%的股份。 与此同时，洛克菲勒也积极改革内部管理结构，以应对日益扩大的组织。其很多管理形

Yi Zhao （（（（赵懿赵懿赵懿赵懿））））received his B.Eng. degree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 2006. 

He was then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and obtained his M.Sc. degree in 

geology in 2009. He has since worked as a 

geologist for Husky Energy in Calgary,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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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为日后大型跨国公司管理机构的雏形。在这里就不做详述了。据统计，当时整个集团的产品已达 300 余种，除了日常点灯用的煤油，还有诸如润滑油，凡士林之类大家现在熟悉的石油衍生品。 好玩的是标准石油还生产好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自行车，估计是因为做车胎的橡胶是石油副产品。还有口香糖，当时是以石蜡为主料制作而成，据说很受女同胞欢迎。这个绝对是变废为宝的好榜样，把石油提炼出来的残渣变成美女口中的零食，就好比是把猪油炸完后的渣子拿来炒菜一样，别有一番风味啊！不得不佩服洛克菲勒的经商头脑！ 到了 1890 年代，标准石油在市场零售端也基本形成垄断，大小商店如果不想挨扁的话，基本全部售卖标准石油的产品了。 

 

1885年的洛克菲勒像 标准石油在炼油，运输，终端市场都基本形成了垄断，但他们却一直避开石油这一行最重要的一块－－产油！原因很简单，当时打井找油风险实在是太高，连标准石油都觉得太过刺激！谁知道一口油井啥时候会采完？谁知道下一口井产不产油？我们是干实业的，

不搞投机！话虽如此，不管标准石油再强大，洛克菲勒始终有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恐惧：万一哪天石油用光了，怎么办？ 在当时，只有宾州生产石油，其他地方有没有，谁也不知道。1885 年，宾州的地质学家就大胆预测，石油只是昙花一现，在一代人之内肯定消耗殆尽。这位地质学家差点要咬掉自己的舌头，因为同一年在俄亥俄州西北部就发现了莱马-印第安纳大油田。到了 1890年，这一个油田的产量就占到了整个美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洛克菲勒又看到了机会，控制住这个油田，就相当于保障了整个标准石油的后勤。他的这一想法在董事会受到很大阻力，一是大家觉得产油就是赌博，不靠谱；二是因为莱马-印第安纳油田的石油含硫量高，有股臭鸡蛋味，卖不上价格去。但是洛克菲勒力排众议，
1887 年开始入驻上游！除硫的方法很快被研究出来，这本来没人愿意要的油，价格当时就翻了一番。仅仅几年后的 1891 年，标准石油的石油产量就已经占到全美的四分之一！ 就这样，洛克菲勒开创性地整合了上中下游。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个冷酷无情，剥削大众的资本家。对他自己而言，他只是将资本主义精神运用到极致罢了。他坚信一个有秩序的行业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哪怕这种有序的获得需要很多的牺牲。“让每个人都能点上灯”，这就是他的想法。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最高目标，他能够在事业上，将自己的感情尽力剥离开，如机器般冷酷，为他的终极目标努力。 然而，在这面具之后，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他曾经对妻子说：“我所有的财产都无法弥补我为之付出的焦虑”。在标准石油创业发展阶段，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骑马，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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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快马驰骋一下，再回来吃顿晚饭，是他恢复精力的最好方式。 除了工作，洛克菲勒的生活中心是教会。他是忠实的浸信会教徒，每周日必去礼拜。他还喜欢收拾自己家院子，种种花，修修路，乐此不疲。洛克菲勒非常节俭，甚至有点抠。比如他吃饭最喜欢的就是面包加牛奶，绝对不是个吃货。衣服是一直穿到磨得发亮了才换，还好没到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程度。最极品的是他曾邀请一对夫妇朋友到家里别墅避暑了 6 个周，结果最后给人家了一张 600 块钱的伙食费账单！ 

 

1900年已入花甲的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是个大慈善家。从一开始捐赠给教会，到后来广泛涉及到科学，医学，教育等领域，受益者无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绝大多数捐款均来自洛克菲勒。 据统计，他生前就捐出了 5.5 亿美金，相当于现在 90 亿美元。身后的各种基金会还在不

断提供善款。他的个人财富也是达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以目前美元价值来算，洛克菲勒的个人总资产高达 3400 亿美金，一个人就占到了当今美国 GDP 的 1.5%，是现在首富比尔盖茨的四倍多（总资产 800 亿）！恐怕他也是整个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富有过的人。 大哉，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捐建的芝加哥大学， 被他看作一生中最好的投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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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油的电影关于石油的电影关于石油的电影关于石油的电影（（（（油气资讯油气资讯油气资讯油气资讯）））） 

 当世界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地步，石油开始和全世界的命运攸关，无论美国、中东，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石油放在极重要的位置。 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电影自然少不了这方面的题材。自上世纪以来的诸多电影里，就有多部让人印象深刻的关于石油的作品。 

 

1、《、《、《、《辛瑞那辛瑞那辛瑞那辛瑞那》》》》 

《《《《Syriana》》》》 2005 年年年年 113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辛瑞那》为 2005年 11月 23日在美国上映的惊悚片。剧本改编自美国前中情局人员罗伯特·贝尔的回忆录《不看邪恶：来自 CIA 反恐老兵的真实故事》。有人评价称这部电影

是一部世界格局的科教片。看完电影你就会发现，这个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一个半世纪前，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诞生了世界第一口具有现代意义的油井，从此石油工业开始拉开序幕。被喻为“黑金”的石油早已成为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和军事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对国家安全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影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现出牵扯世界的内幕真相。 

2、《、《、《、《黑金黑金黑金黑金》》》》 

《《《《Black Gold》》》》 2012 年年年年 13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法法法法/意等意等意等意等 

 

 《Black Gold》是让 ·雅克 ·阿诺执导，芙蕾达·平托、里兹·阿迈德、克里·约翰逊主演，在法国、意大利于 2011年 10月 25日上映的剧情电影；影片于 2012年 08月 18日中国上映。故事改编自 Hans Ruesch 的小说《心之南方：一部关于现代阿拉伯的小说》，讲述了 30年代早期两大阿拉伯酋长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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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片由法国、意大利、卡塔尔、突尼斯共同制片，主要演员则分别来自法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埃塞俄比亚、美国，阵容活脱脱一个小型联合国。 有人将本片形容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加《血色将至》”，足以说明值得一看。 

 

3、《、《、《、《血色将至血色将至血色将至血色将至》》》》 

《《《《There Will Be Blood》》》》2008 年年年年 158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本片改编自美国作家 Upton Sinclair 于 1927年发表的小说《石油》。2007 年，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将它搬上了荧幕。 《血色将至》中的血是石油，这血是金钱，这血是乡愿，这血也是拿上帝作“自我存在”和攫取资源的代名词。当人的灵魂气化成石油、金子、乡愿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物种。这物种受魔鬼青睐。 其实你完全可以冲着丹尼尔·戴·刘易斯去看这部片子，当然，帕特和勃拉姆斯的音乐也用得极为出彩，非凡，甚至可以说，音乐是影

片的第二主角，打破了很多配乐规则。全片力度惊人，有杰作的气势和架构。 

 

4、《、《、《、《绝世天劫绝世天劫绝世天劫绝世天劫》》》》 

《《《《Armageddon》》》》1998 年年年年 151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美国太空总署发现一颗巨大的陨石正朝地球方向飞来，并将在 18 天内撞上地球，为了阻止陨石造成人类的毁灭，太空总署想出的方法是派人登陆陨石的表面，并钻洞贯穿至陨石的地心，放入核弹引爆，使之在撞上地球前就先在太空中毁灭。 身负此重任的就是钻井工人的工头哈里（布鲁斯威利斯饰），而 A·J·弗罗斯特不但是他的属下，同时也是布鲁斯威利斯女儿的男朋友。为了完成此项任务，两人同时接受太空总署的训练，一夕之间从一个打井工人成为太空人及救世英雄。 看这部片子的感觉是：咦，石油人还是挺酷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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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 之黑日危机之黑日危机之黑日危机之黑日危机》》》》 

《《《《The World Is Not Enough》》》》 1999

年年年年 128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黑日危机》是 Eon 制片公司拍摄的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中第一部由米高梅公司正式发行的影片。 为了垄断石油供给权，国际恐怖分子雷纳德罗杀害了石油大亨罗伯爵士，当然他也不会放过罗伯爵士的继承人——依蕾克屈。这个狂人甚至威胁说要在土耳其巨大的输油管道里引发核爆炸。间谍 007 詹姆斯邦德冒着几乎不可能生还的危险保护着这个石油大亨的唯一继承人，在结识了一位核弹专家克里斯钟斯博士之后，两人联手去对付雷纳德，展开连番激战。 

 

经典的 007 电影，算是和咱石油也沾上边儿了吧。 

6666、《、《、《、《创业创业创业创业》》》》 
 

 《创业》（英文：Start An Undertaking）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 1974 年摄制，是一部反映石油工人奋斗精神的电影。影片虽然摄制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但还是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石油工人发扬“铁人”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家实现原油自给的动人事迹。是“文革”中摄制的为数不多的故事片之一，上映后引起了全国性轰动。 该片的拍摄和上映过程十分曲折，毛泽东曾亲自就该片作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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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浪尖风口浪尖风口浪尖风口浪尖上上上上的民营石油的民营石油的民营石油的民营石油（（（（立方立方立方立方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国内的上游油气业务一直被四大石油公司垄断。为了生存，中国民营石油公司很早就走出国门，购买并运营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或北美的油气区块。目前，国内的主要民营石油公司大多发布了 2015 年业绩报告，受低油价拖累和跨国运营风险，大部分公司净利暴跌，降幅超过 70%。联合能源和
MI 能源甚至陷入亏损进行了裁员，MI 能源裁掉 447 人，占比 21%。 今年以来，国家一直在制定油气改革方案，据说上游会适当放开。民营石油公司的春天这是要来了吗？“回到家”的民营石油公司，日子还会像现在这么难吗？ 

1.    光汇石油：2015盈利 13.9亿港元 光汇石油 1993 年开始在深圳经营油库和石油码头，2009 年进入上游油气开发领域，目前已发展为上下游一体化的能源资源型企业，主要从事上游油气田开发开采和生产、远洋油轮运输、石油仓储与码头以及石油国际贸易与海上供油等业务。该公司拥有新疆吐孜气田、迪那 1 气田，以及渤海湾曹妃甸 2 个海上油田 04/36 及 05/36 区块。2015 财年产量 1100 万桶。2015 财年营业收入 741.04 亿港元，去年同期为 845.05 亿港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9 亿港元，同比增加
131.4%。2015 年末员工总数 413 名，比去年末增加 113名，增幅 37.7%。 

 2.    广汇能源：2015年盈利 2.62-3.28亿元 广汇能源始创于 1994 年，现已发展成为拥有煤、油、气三种资源，集上游煤炭和油气生产，中游能源运输和物流中转，下游煤化工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能源上市公司。广汇能源拥有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油田、南依玛

谢夫油田。2015 年净利润预计 2.62-3.28 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 16.38 亿元，同比下降
80-84%。2016年第一季度预计净利润 0.28亿元，比去年同期净利润 1.55亿下降约 82%。 

 3. 美都能源：2015年盈利 0.23亿元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海南宝华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公司，创立于 1988 年 5 月
31 日，以能源、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业，同时涉足贸易业、酒店服务业、金融及准金融业、股权投资等领域。美都能源 2013 年收购了美国 WAL公司，WAL的油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 Eagle Ford 地区。2014年收购了德州的戴文油田区块和 Manti 油田区块。戴文区块位于德克萨斯州 Grimes 郡、Madison 郡鹰滩地区；Manti 区块位于德克萨斯州 Brazos 郡和 Madison 郡鹰滩地区。2015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33.38亿元，同比增加 1.3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0.23亿，同比下降 77.32%。 

 4. 洲际油气：2015年前三季盈利 0.05亿元 洲际公司成立于 1984年 8月，房地产起家，目前主营业务为石油勘探与开发。该公司拥有哈萨克斯坦的马腾石油公司和克山公司。马腾公司开采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地的马亭油田、东科阿尔纳油田和卡拉阿尔纳油田；克山公司拥有滨里海盆地的莫斯科耶、道勒塔利和卡拉套三个区块。2015 年前三季度产量 39.69 万吨。2015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9.6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7.4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0.05 亿元，去年同期亏损
0.10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5年亏损
0.36亿元。 

 5.    复兴国际：2015年盈利 80.38亿元 复星 1992 年在上海成立，业务包括综合金融和产业运营两大板块。2015 年 1 月，复兴国际收购了澳大利亚的洛克石油公司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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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公司的油气田分布在中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在中国，洛克石油在大港的赵东区块，张海区块和珵海区块分别拥有 24.5%和 39.2%权益；在渤海湾拥有 09/05 勘探区块，在北部湾拥有涠洲 6-12 和涠洲 12-8 油田。在澳大利亚拥有克里夫黑德 Cliff Head 油田。在马来西亚拥有 Balai 油田群，以及 D35, 

D21 和 J4 油田的产量分成合同。2015年营业收入 787.97亿元，去年同期 617.38亿元；归属上市股东净利润 80.38 亿，同比增加
17.28%。 

6.   联合能源：2015年预计亏损 29.44亿港元 联合能源主要从事上游石油及天然气业务，包括开采、开发及生产原油和天然气，也向中国油田提供专利技术支持服务。联合能源拥有辽河高升区块的高-3、高-246 和高-3618三个油田，与中石油合作运营。由于该项目陷入亏损，2016 年 2 月 23 日，联合能源通知中石油决定放弃该项目，但尚未得到中石油回复。另外，联合能源 2011 年收购了原
BP持有的巴基斯坦资产 Badin、MKK、DSS 和海上区块。2015 年营业收入 54.18 亿港元，去年同期为 61.20 亿港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亏损 29.44 亿港元，亏损同比增加
261.0%。2015 年末员工人数 1117 名，较
2014年末减少 66 人，减员比例 5.6%。 

 7.    MI能源：2015年亏损 15.23亿元 

MI能源于 2008年 3月 20日在开曼群岛成立，专注于石油天然气的上游勘探和开发。MI 能源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美国拥有 6 个油气生产区块，4 个油气勘探区块。国内运营有大安项目和莫里青项目，位于吉林，均是与中石油签订的产品分成合同。非常规天然气方面，通过中澳煤层气有限公司运营临兴和三交北生产项目。在哈萨克斯坦，MI 能源收购了 Emir 石油公司，拥有 4 个油气生产区块
Aksaz、Dolinnoe、Kariman、Emir，以及一个

油气勘探区块。在美国，MI 能源拥有科罗拉多州 Niobrara 盆地一处页岩油项目。2015 年营业收入 10.33亿元，去年同期为 29.83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亏损 15.23 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 0.58 亿元。2015 年末员工人数
1684 名，2014 年末为 2131 人，减员比例
21.0%。 中国的部分民营油服公司也涉足油气勘探生产业务，由于缺乏上游资产运营经验，油服所持有的区块大多品质不高，或处于勘探阶段，无法产生可观效益。 

1） 海默科技：拥有美国的 Niobrara 联合开发区块和 Permian 盆地自主开发区块，合计权益面积约 13000英亩。 

2） 准油股份：通过参股的荷兰震旦纪能源合作社拥有哈萨克斯坦西北柯尼斯油田部分权益。该项目 2016 年度仍处于勘探期，近期内无法产生效益。为减少亏损， 2016年 4月
1 日准油股份拟转让所持有的油气区块权益。 

3） 惠博普：拥有大港油田的孔南区块、山西柳林煤层气区块、二连盆地额尔登苏木勘探区块。 

4） 杰瑞股份：拥有油气区块均位于加拿大，包括米湾页岩油气项目，原 Avatar Energy Ltd.的区块，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府 168.61 平方公里的油气区块。持有油气区块总面积
414.62平方公里。 

5） 海城石油：拥有新疆伊犁盆地巩留地区油气勘查区块。 

6） 潜能恒信：拥有渤海 05/31 合同区勘探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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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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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Drilling 

 

 

 

Precision Drilling Corporation is the largest drilling rig contractor in Canada, also providing oil field rental 

and supplies. Operations expanded from 3 drilling rigs in 1984 to over 240+ drilling rigs and worldwide 

operations. 

Precision Drilling Ltd - contracting of drilling rigs 

Precision Rentals - oilfield and onshore equipment rentals 

Precision Well Servicing - completion and workovers for oil wells 

Rostel Industries Ltd - manufacturing and repair services for oilfield equipment 

LRG Catering Ltd - camp and catering company 

Live Well Service Ltd - supplier of snubbing services for completions 

Columbia Oilfield Supply Ltd - general supply store to the oilfield service industry 

Grey Wolf Drilling - U.S. drilling contractor with 122 rigs (merged in 2008) 

 

http://www.precisiondril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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