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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尔格尔格尔格尔尼尼尼尼卡卡卡卡（（（（Guernica））））是是是是巴勃罗巴勃罗巴勃罗巴勃罗····毕毕毕毕加加加加索索索索最最最最著名著名著名著名的的的的绘画绘画绘画绘画作作作作品之品之品之品之一一一一。。。。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内战中内战中内战中内战中，，，，纳粹德纳粹德纳粹德纳粹德国国国国受弗受弗受弗受弗朗西斯科朗西斯科朗西斯科朗西斯科····佛朗哥之邀佛朗哥之邀佛朗哥之邀佛朗哥之邀，，，，对对对对西西西西班牙共班牙共班牙共班牙共和国和国和国和国所辖所辖所辖所辖的格尔的格尔的格尔的格尔尼尼尼尼卡城卡城卡城卡城（（（（Guernica））））进行进行进行进行了人了人了人了人类历史类历史类历史类历史上上上上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地毯次地毯次地毯次地毯式式式式轰炸轰炸轰炸轰炸。。。。毕毕毕毕加加加加索受西班牙共索受西班牙共索受西班牙共索受西班牙共和国和国和国和国政府委托政府委托政府委托政府委托，，，，为巴黎世为巴黎世为巴黎世为巴黎世界界界界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的的的的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区区区区绘绘绘绘一一一一幅装饰性幅装饰性幅装饰性幅装饰性的的的的画画画画，，，，从而从而从而从而催催催催生了这生了这生了这生了这幅伟幅伟幅伟幅伟大的大的大的大的立体派立体派立体派立体派艺术艺术艺术艺术作作作作品品品品。。。。作作作作品描绘品描绘品描绘品描绘了了了了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的格尔的格尔的格尔的格尔尼尼尼尼卡城卡城卡城卡城。。。。它它它它不不不不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副简简单单副简简单单副简简单单副简简单单的的的的画画画画，，，，它记录它记录它记录它记录下了一下了一下了一下了一段历史段历史段历史段历史。。。。 这这这这幅画仅使幅画仅使幅画仅使幅画仅使用了用了用了用了黑色黑色黑色黑色和白和白和白和白色色色色，，，，和和和和广泛广泛广泛广泛的的的的灰色灰色灰色灰色油油油油漆漆漆漆。。。。画画画画的的的的结构结构结构结构和和和和三联画十分三联画十分三联画十分三联画十分相相相相似似似似。。。。画画画画中中中中央央央央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只死只死只死只死去去去去的的的的马马马马和一和一和一和一位位位位拿拿拿拿着灯着灯着灯着灯的的的的妇妇妇妇女女女女。。。。右边右边右边右边是是是是着火着火着火着火的的的的房房房房子和子和子和子和尖尖尖尖叫的女人叫的女人叫的女人叫的女人。。。。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只公牛只公牛只公牛只公牛，，，，一一一一位妇位妇位妇位妇女还有女还有女还有女还有她死去她死去她死去她死去的的的的儿儿儿儿子子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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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解西方艺术趣解西方艺术趣解西方艺术趣解西方艺术 15 种画派种画派种画派种画派（（（（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你能认出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画作吗？你分得清抽象派和印象派吗？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张图，让你看懂 15 个艺术流派。 

1. 现实主义 

 作品名称：《苍蝇杀手》 现实主义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艺术概念，泛指艺术对于自然的忠诚。而在艺术史中，狭义地指一场十九世纪中后期起源于法国的艺术运动，主张以准确观察为基础，表现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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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作品：米勒《拾穗者》 

2. 印象派 

 作品名称：《春天一个周日早晨，塞纳河畔圣母码头，对苍蝇之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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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起源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因莫奈的画作《印象·日出》而得名。它抛弃了古典艺术
“绘画中最重要的就是线条”的告诫，着重于展现光影的改变而否定轮廓。 

 印象派作品：莫奈《日出·印象》 

3. 野兽派 

 作品名称：《青年杀了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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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派是 20 世纪崛起的画派，继续着后印象主义梵高、高更、塞尚等人的探索，追求更为主观和强烈的艺术表现。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大胆鲜艳，笔法率直奔放，也难怪艺术评论家把它形容为“野兽”。     

 野兽派作品：马蒂斯《舞蹈》 

4. 新艺术 

 作品名称：《迷人的花卉与快乐的小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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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运动是一个在 20 世纪初盛行的艺术运动，主要体现在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它最重要的风格就是有活力、波浪形和流动的线条，特别是花卉或藤蔓等的曲线。  

 新艺术作品：《Gismonda》的招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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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现主义 

 作品名称：《我和我的苍蝇》 表现主义自 20 世纪初从德国兴起，与法国的野兽派几乎同时出现。在作品中，艺术家着重表达内心的情感，尤其是恐惧、焦虑等负面情感，对现实往往扭曲和抽象化。    

 表现主义作品：蒙克《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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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立体主义 

 作品名称：《拿苍蝇拍的男人之肖像》 立体派是 20 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的艺术流派，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正如漫画中展现的一样，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将事物还原成一个个立方体来表现。   

 立体主义作品：毕加索《亚威农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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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来主义 

 作品名称：《被猎杀的苍蝇之动态》 发源于意大利的艺术思潮，强调对科技、工业化等元素的表现。苍蝇拍挥舞时的一系列痕迹都定格在画作上，体现了未来主义表现运动轨迹的特点。 

 未来主义作品：巴拉《拴着皮带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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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抽象派 

 作品名称：《猎杀苍蝇之研究》 准确来说，抽象主义只是一种风格样式，和“具象艺术”相对。它抛弃了对外在物的再现，纯粹运用线条、色彩等基本要素。 

 抽象派作品：康定斯基《构成第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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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达达主义 

 作品名称：《嗡-嗡》 叛逆、虚无、破坏一切……达达主义这个流派就和它的名字一样，追求偶然和无意义。 

 达达主义作品：让·阿尔普《按照偶发规则排列的拼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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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至上主义 

 作品名称：《红色苍蝇》 至上主义是俄罗斯的一个抽象绘画流派。当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此起彼伏的艺术运动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刚刚被理解和接受时，它们马上也在俄国艺术界得到了响应。它的风格可以参考创始人马列维奇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无言以对的作品———《白色底上的黑色方块》。 

 至上主义作品：马列维奇《白色底上的黑色方块》 



《流》第 12 期  Page 52 

 

11. 形而上主义 

 作品名称：《不安的苍蝇》 形而上主义紧随未来主义，但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主张。当未来主义歌颂机器文明的科技成就，极力否定过去时，形而上派则怀念意大利古典艺术成就，追求绘画的哲学意味。 

 形而上主义作品：奇里珂《蒙帕纳斯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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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超现实主义 

 作品名称：《有苍蝇的风景以及着火的桌子》 超现实主义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艺术流派，以潜意识和超越现实的梦幻为创造源泉。 

 超现实主义作品：达利《记忆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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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动画派 

 作品名称：《闪亮黑与苍蝇》 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出现在纽约的画派，也称抽象表现主义。强调创作的自发性，随机和无意识。西方美术史评论家认为中国画的泼墨方式与行动绘画相似，画面效果有接近中国书法艺术的趣味及美感。 

 行动画派作品：波洛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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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波普艺术 

 作品名称：《好吧》 

20 世纪 50 年代发源在英国，于美国兴起的艺术运动。长久以来，包括报纸的插图、流行音乐、广告、漫画、侦探小说，这些能够以粗浅的形式和恶俗趣味赢得普通人欢心的大众文化。 

 波普艺术作品：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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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极简主义 

 作品名称：《人与苍蝇》 

 极少主义是一种简化到极致的抽象艺术流派。它主张只使用极少的色彩和形象，也叫做 ABC艺术、直接艺术等。 

 
 极简主义作品：艾伯斯《正方形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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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莱昂纳德诗人莱昂纳德诗人莱昂纳德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科恩科恩科恩：：：：当写作不能养活自己时当写作不能养活自己时当写作不能养活自己时当写作不能养活自己时（（（（三联生活三联生活三联生活三联生活）））） 

 

1966 年之前，莱昂纳德·科恩只是一个文艺青年，一个追求作家梦不太顺利的人，一个出版过两本诗集和两篇小说并广被赞誉但就是赚不到钱的生活拮据的人。世界记住他，是因为他的声音，他最广为传唱的歌曲是《哈利路亚》，被众多明星翻唱；而他真正获得成功的专辑是 1988 年的《I’m your man》，那一年他已经 55岁了。20世纪 80年代对于这些 60年代出道的歌手来说，是个灾难，但他直到那时才真正受到全美追捧。而真正使他达到巅峰的专辑是 1992 年发行的《未来》。那时候，他正在和电影明星瑞贝卡·德·莫尼谈恋爱。这张专辑之后，他们分手，瑞贝卡不无幽默地说：“我们分手后，他终于把自己托付给了他曾迟迟不愿托付的佛门，这在某种程度上‘坏’了我的名声：‘天哪，你把你的男人都逼得出家了，你对他干了些什么？’” 

 科恩的一生都和宗教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他为科学教（山达基）写过一首歌。关于他和山达基的关系的始末，没有人知道或讲得清楚。1969 年，他遇到了自己一生中两个孩子的母亲——苏珊，二人没有结婚，但在一起生活十年。他和苏珊遇见彼此就是在科学教教堂里。 他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佛教徒，是因为同样是在 1969 年，他遇到了一位佛教禅师。杏山，是日本临济宗在洛杉矶的禅师。科恩跟随他长达二十多年，尽管时间断断续续，但科恩深爱他——这种爱不算同性之爱，是一种对父亲的爱，考虑到科恩在九岁时丧父，杏山对他而言确实犹如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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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存在。最终选择皈依佛门，不仅仅是出于对佛教的理解，科恩认为，自己 60 岁了，而杏山已经 90 岁了，彼此所剩的时间都不多了。他说：“只有爱才能驱使你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杏山是海德堡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我会先学德语，然后去海德堡师从他学习物理。就师父能给予徒弟的东西而言，有人对苦修感兴趣，我则对友谊更感兴趣。” 科恩是一名犹太教徒，他从不想要否定这一点，不想改变这一点，或者想要掩饰这一点，相反，他喜欢张扬这一宗教信仰。他喜欢宗教的禁食礼俗。他甚至有一次禁食长达十天，最后进了医院。 科恩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韦斯特蒙一个犹太人家庭，因为宗教的原因，他那时候不能和女友上床，只能拥抱对方。尽管他说：“除了听唱诗班唱颂歌时有触动外，我对宗教并没多大感觉。”但是，他一生都在追寻一种宗教般的归宿，这种归宿有助于他摆脱与生俱来的某种忧郁症状。他所追求的或许就是一种内心的平和之感，或者用佛教的话来说，即性空。 

1998 年冬天，科恩已经遁入空门长达五年，通过坐禅，他体验到了一种大满足，甚至有过灵魂出窍的感觉。但在一次杏山离开秃山之后，他又感到抑郁难当。于是他最终离开了杏山，前往印度孟买。在那里，他跟随拉玛虚·巴尔谢卡，默默地听了几个月的讲道。他很享受在孟买的生活，因为那里没有人认得他。从孟买回来之后，他感到自己的忧郁症彻底治愈了，他说：“不知不觉地，伴随了我一生的彻骨痛苦开始消散了。早晨起床后，我不再如从前那样去想：‘噢，上帝，又是一天来了。我得怎样熬过它呢？我该怎么办？药呢？妞呢？宗教呢？有什么可以让我摆脱这样的梦魇？’我的心境变得异常平和起来。” 究竟是禅宗还是巴尔谢卡治好了他的忧郁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65 岁的莱昂纳德经历了一次遁入空门的人生之后，竟然再一次回返人间，再一次灌录唱片。而这次又与和他一起合作的一位夏威夷歌手和键盘手坠入爱河。她叫安嘉妮，二人年龄相差二十五岁。安嘉妮与瑞贝卡实际上同岁。但他们没有同居，因为他们一个喜欢独自睡去，一个喜欢独自醒来。安嘉妮是一个作曲家。有一首未刊歌曲，莱昂纳德写道：我总想写首/给安嘉妮的歌/写我们的老时光/或轻松，或沉重。 莱昂纳德好像得了一种分手嗜好症。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很多是很长情很深情的。最初有一位乔治安娜，他把姑娘带回了他蒙特利尔的老家，但最终他还是提出了分手。在希腊，曾有一位玛丽安，他们在一起有八年左右，尽管这期间，莱昂纳德在世界各地追求过不同的女人，她没有说什么，他们仍然在一起，但最后还是分手了，而分手后，玛丽安还是很感激莱昂纳德。他和苏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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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孩子，他们在一起有十年，但他们最终也“离婚”。他和影星瑞贝卡，多么好的一对，后者听着他的音乐长大，但最终还是分手。他在 65 岁遇到了安嘉妮，一切都很美好，他甚至已经做了祖父，但最终在 70 岁的时候，他们仍然分手了，虽然分手后，安嘉妮还是在他的音乐事业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她甚至动用自己前夫的力量来帮助莱昂纳德打官司。 莱昂纳德有一个很奇特的人格，这种人格是趋向于与爱的对象分离的。当他在秃山出家的时候，有电视台找到他做纪录片，当被问到对于爱情的看法时，莱昂纳德说：“我得到过美妙的爱，但我没有予以回应。因为我过分迷恋分离的感觉。我不能触碰她们的爱，虽然它们无处不在。” 他的第一位爱人，美丽的乔治安娜，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期间所住的国际公寓的项目协调人，他们是如此相配，她出生于新英格兰贵族家庭，他出生于蒙特利尔有钱有名的望族，她富有教养，优雅漂亮，厨艺一流，会写诗，会弹琴——莱昂纳德也是一样。他们迅速被彼此吸引。那是莱昂纳德第一次去纽约，他虽然在加拿大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在那里的文学圈小有名气，但在纽约却什么都不算，而她则带领他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同居。他带她到了蒙特利尔。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是莱昂纳德先提出来的。多年之后，莱昂纳德给乔治安娜写了一首诗，显示他仍然爱着她。诗中写道：安妮走了/还有谁的眼睛/可与朝阳媲美/我过去不懂它们的美好/现在才这般比较/而，安妮走了 在他的第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里，他写道：“他和她结伴走向亲密无间的婚姻生活，走向没完没了的闲话家常，那不等于是在抛弃一种质朴、理想化的东西吗？”分手令乔治安娜痛不欲生，她后来嫁给了纽约一家著名餐厅的经理，在 2004 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完美爱情》中，她提到年轻的时候爱上过一位流浪的犹太人，她写道：“对于一个热爱漂泊的男人来说，爱是承担不起的负累。” 
1974 年，在接受采访被问及对一夫一妻制的看法时，莱昂纳德说：“我认为结婚适合非常、非常高尚的人，它是极端严格的自律。你得和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所有其他的爱情、激情和狂喜说再见……我没有那么崇高，所以我不走进这围城。” 他喜欢激情。 这或许可以看做莱昂纳德爱情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他总是在恋爱，总是和不同的女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这些经历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不同的女人成为了他的缪斯。他根本上是一位诗人，而且是流浪诗人。人们也这样称呼他，他显然也喜欢这种称呼。他曾经对于伊斯兰教苏菲派感兴趣。这些苏菲派的隐修者身上带有三种重要特征：受苦的人，流浪者，诗人。莱昂纳德身上也具



《流》第 12 期  Page 60 

 

有这三种明显的特征。他的一生好像是一种宗教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他找到了三样东西，一是宗教，一是女人，另外一项就是药——尤其是迷幻剂。他的第二本小说，据他的老师和多年好友评价道：“莱昂纳德是极少数主动将自己浸泡在迷幻剂里的作家之一，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然后带着尊严从深渊走回，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在我眼中，莱昂纳德是只文明世界的小白鼠，在测试文明世界的污浊。” 那本名叫《美丽失败者》的成书过程的确如此，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服用大量迷幻剂。这本书的创作令他十分痛苦，而痛苦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事实上这本书在主流媒体圈臭名昭著，被一家加拿大媒体评为“史上最令人作呕的加拿大图书”，尽管美国波士顿一家报纸称他为詹姆斯·乔伊斯再生，但他的书据他自己说，全世界没有卖出去超过 3000 本。那时候，莱昂纳德·科恩已经三十多岁。他经常感到生活拮据，而他之所以走入音乐圈，就是因为写作不能养活他——他意识到了，并且想要寻求改变。当一个诗人不能靠出书养活自己的时候，他总得找个副业。对莱昂纳德来说，就是音乐。这种选择好像非常突兀，但对于莱昂纳德来说却是顺理成章，因为他很小就学过钢琴，他在大学也组建过乐队。他说：“我在希腊住了些年，那是种令人愉快的生活方式，但我在那儿过得非常拮据。还不起杂货店赊账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到加拿大，干些不同的工作，挣够生活费和船票钱，然后再去伊兹拉，一直到钱用光为止。没办法，做职业作家养活不了我——我的书卖得不好，虽然报纸上好评如潮——要知道我的第二本小说《美丽失败者》在全世界只卖出 3000 本。要想专心写作，又不为生计发愁，去大学教书，或是像伟大的加拿大诗人雷蒙德·苏斯特一样在银行谋个职位都是很好的办法，而我一直在弹吉他，一直在唱歌，我认为这也是一条解决之道。” 
 于是他又去了纽约，时间是 1966 年。但实际上他并不那么热爱音乐，他写过一首有趣的诗，名叫《头衔》：我有诗人的头衔/也许有一阵/我是个诗人/我亦被仁慈地授予了/歌手的头衔/尽管/我五音不全……/我那情圣的名声/是个笑话/我只能苦笑着/挨过一万个孤独的夜晚 他的爱人瑞贝卡曾经说过，他做了那么多年音乐，音乐到头来似乎成了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他的广泛声誉是从音乐而来，这无可非议，以至于今，当他去世，并没有多少人因为他的诗歌成就而纪念他，而是因为他的音乐才华。当他选择走上音乐道路的时候，来自家乡的批评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莱昂纳德变成了名人，便要为此付出代价，人们关心的便不再是他的文字，而是他这个人。就像鲍勃·迪伦一样，一边扮演着叛逆者，一边又努力打造着他们素来嘲讽的至高地位；一边欺骗着为他们摇旗呐喊的媒体，一边又诚实地面对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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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莱昂纳德最新诗集《诗选：1956-1968》受到追捧，光在美国就卖出了 20 万册。传记作者评论道：“这哪里是诗集的发行量，这是摇滚唱片的发行量。”当这本书在加拿大获得了总督奖的时候，他拒绝领取，因为他认为以前的作品更有资格获得但却没有给他，而这本书没有资格得奖。 

2006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让我们比拟神话》推出 50周年纪念版时，他不无调侃地说：“那本小中有一些极为出色的作品，从那以后，我的诗歌就一直走下坡路。”这或许不仅仅是调侃，有可能是他的真切感受。没心没肺的人从黑色幽默里看到幽默，而真正懂得人生的人，则会从其中看到某种黑色的苦涩。很多年前，当被问及是否视自己为现代诗人，莱昂纳德说：“我认为我是个作家，而非诗人。我还远没写到终点。‘诗人’是个高贵的词，需要盖棺定论。” 当他在 15 岁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一本真正的诗集，就确立了某种诗歌的精神，就进入到某种诗人的境界追逐过程中。那一年，他无意中看到了一本《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迦诗选》（The 

Selected Poems of Federico Garcia Lorca），他被彻底迷住了。他说：“当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描述什么时，仿佛是在拥抱全宇宙。不单我的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他抱住了。孤独感溶解了。你不过是在这个痛苦宇宙里的一个痛苦生灵罢了。你不仅觉得这痛苦无所谓，还学会了在痛苦中拥抱日月。” 他将洛尔迦（Lorca）的名字给了她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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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Wong 专栏专栏专栏专栏   HUG 

 

 

 

 
 

 

 

 

 

 

 

 

 

 

 

 

 

 

 

 

 

 

 

 

 

 

 

 

 

 

 

 

 

<<Hugs>> was published by Canadian 

Stories’ contest edition, Volume 18, No. 

105, Year 2015, and received honorable 

mention in True Stories category.   

 

Hug 

Chinese people do not hug each other very 

often. Yes, children are hugged by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get hurt or are upset, but 

it seems that Chinese parents need a 

specific reason to hug their children, and “I 

love you” is just not one of those reasons. 

So, as we grow up, all the reasons for being 

hugged are lost.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d a hug 

from someone other than my parents was 

during my first university year—though I'm 

not sure if it qualified as a real hug. You see, 

in Chinese, the word for “hug” and the word 

for “embrace” are the same. After living so 

long in Western culture, I now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sub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ords. An embrace is a longer, more 

passionate hug. Anyway, I was involved 

with a boy in my class, and we embraced 

each other often. It seems that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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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詩詩作作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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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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ave only experienced this one 

type of hug: the romantic embrace.  

Our parents' generation was 

definitely hugging deficient. I never saw my 

parents or my friends' parents hug each 

other. The only affection that I witnessed 

between my parents happened when I was 

very young and three of us only had one 

bed to sleep in. Each morning before Dad 

left for work, he would give Mom a kiss on 

her cheek. If I was already awake, I would 

demand that he kiss me first. Sadly, the 

kisses stopped when I started primary 

school.  At the time, I did not bother to pay 

the slightest attention to matters like this. As 

I grew up, however, these seemingly 

unimportant moments of affection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part of my memory, especially since my 

father passed away.    

 

I came to Canada in September, 1988, to 

pursue my master’s degree. By June 1989,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hocked the world.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Canada, 

were allowed to stay. The Saskatoon 

immigration office held a meet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to inform us, 

the few hundred Chinese students enrolled 

there, that we could all apply for immigration. 

In addition, because this was a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 we were not limited by the 

annual immigration quota and would all be 

landed in a year’s time. Later, I learned that 

every single Chinese student in Canada 

applied for the immigrant status at the time.  

A year passed by. All the Chinese 

students were landed cross the country 

except those living in one city – Saskatoon.  

 

In August of 1990, I married a Chinese 

student, the love of my life, whom I had met 

on the second day of my arrival in Canada. 

At my wedding, my department head 

represented my father and walked me down 

the aisle. 

In June of 1991, my father was 

diagnosed with liver cancer and was 

hospitalized in Xia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my family lied to me about his illness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me to risk 

returning China. They knew very well that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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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where I 

had worked before coming to Canada would 

do everything to stop me from returning to 

Canada.  I had done something 

unacceptable to a man in his position: four 

years earlier, I had declined his son’s 

marriage proposal. 

Despite my family’s best efforts at 

secrecy, I still managed to learn the truth 

from one of my father’s graduate student 

who was visiting U. S at the time. When 

they found the cancer, the tumour was 

already as big as a fist.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a local immigration officer right 

away, asked about returning to China and 

later re-entering Canada. He told me 

because I had so-called “dual status” at the 

time, meaning I was holding a student Visa 

while I had applied for landed immigrant 

status, I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Canada once I left the country. He told me 

that even if China allowed me to leave, 

Canada would stop me from re-entering my 

adopted home at Vancouver airport.   

I tried to figure out a way to visit my 

dying father without being expelled from 

Canada.  

“Can you speed up my application?” 

I asked.  

“No, I can’t do that,” was his answer. 

“How about granting me a re-entry 

Visa? The U.S. government is doing it for 

the Chinese students there.” This type of 

visa guaranteed the returning of those who 

had a “dual status”.  

“We don’t do it in Canada.” 

“But we were told two years ago we 

all would be landed in a year’s time. Why is 

your office so slow?”  

“Why every time your country has a 

problem, you come to us for help? Why is 

that? You guys can’t find a job, you come to 

us. Tell you what; even if you have to sweep 

the street, it’s not our problem.” 

I was so astonished by his sudden 

burst of anger that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That same summer, a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sent a few representatives to meet 

with the local immigration office concerning 

the delay of their immigration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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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he landed immigrant status,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graduates to find 

a job. I was not involved with the petition.  

In the silence, my eyes drifted to the 

photos under the glass cover on his desk. 

One photo showed a pretty teenage girl with 

blue eyes and pale skin.  

“Is that your daughter?” I asked.  

His eyes followed mine. “Yes.” His 

facial expression softened instantly and a 

smile slowly curled up at the corners of his 

mouth.  

I wanted to say: Let’s assume, just 

for a moment, that you are dying and you 

can’t see your daughter before you die. How 

would that make you feel? How would that 

make your daughter feel? But I didn’t say it. 

I was too intimidated by the officer who had 

ultimate power over me. He could decline 

my application, just like that.   

He stood up and extended his hand 

to me. “I am sorry.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for you.”  

Not wanting to give up, I said 

desperately, “This is a special case. Can’t 

you see that my father is dying? Can you 

help in any way?” 

“Every case is special. There are 

Chinese students who have not seen their 

newborn babies. Sorry,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for you.” His voice turned icy cold.  

But they will see their baby one day. 

I will never see my father again.  

 

Five months later, on November 13, 1991, 

my father passed away. I didn’t know it until 

a month later.  I was in school when I 

received the devastating letter from my 

sister. Soon the entire department learned 

the news. My department head, a well- 

known economist, paid a personal visit to 

my office and hugged me. I was surprised 

by his strength and the warmth of his body. 

He was in his fifties, much younger than my 

father, but somehow I felt he was like my 

father — a father that I loved deeply but had 

never hugged and would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hug. It was the first hug I had 

ever received from a man other than my 

husband. I pressed my tear-stained face 

against his shoulder, and w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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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ecember came, we,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Saskatoon, all received 

notice that we would be “landed" before 

Christmas. It turned out that the Canadian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ad just realized 

they were not going to meet the immigration 

target that year, and were scrambling to 

make it. I was “landed” before Christmas of 

1991, about one month after my father’s 

death. A different immigration officer 

administered the document signing 

procedure, shook my hand and 

congratulated me. I wanted to ask why the 

Canadian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in 

Ottawa refused to check my status in the 

summer when a local MP made an inquiry 

on my behalf - why nobody was willing to 

help. Instead, I smiled, thanked him, then 

went to the washroom and bawled in front of 

a mirror. In it, a crumpled face looked a 

hundred years old.  

Nobody was around to give me a 

hug. 

I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immigrant 

status was actually approved on November 

10th, three days before my father passed 

away.  

 

In the spring of 1992, I returned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oving to Canada. My 

Canadian Resident status now put m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At the sight of my small, fragile mother, I 

stepped forward and extended my arms to 

hug her. A look of panic flitted over her face. 

She stepped back, rubbing her hands on 

her apron. Unaware of how much the 

Western customs had influenced m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I had forgotten hugging 

was not part of our culture. I recovered and 

held her hands instead. It was an awkward 

moment. 

During that visit, one person who did 

not shy away from my hugs was my sister. 

One day we talked about my father’s last 

days and we both cried.  We were kneeling 

on the floor and I hugged her. I held her 

tight and we wept together for a long time. 

Words were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express 

our feelings. All unsaid was shared through 

the 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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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ther moved to Canada in 1993 and 

lived in a senior’s centre. Gradually, she 

made friends and even taught Mandarin to 

two teenage sisters. One day, Mother told 

me how polite and well-behaved these girls 

were. “They hug me every time after the 

class is over.” Her face lit up when she said 

this. 

I was amazed. She had forgotten 

that only a few years ago she was actually 

scared by her own daughter’s well-intended 

but never realized hug. 

           When I started ballroom dance 

lessons, hugging became a ritual. After 

each class, I always got a hug from my 

dance instructor. He did this naturally 

without any awkwardness or hesitation. By 

then I was divorced and he was very 

handsome, almost a copy of JFK Junior, 

only slightly slender.  Unfortunately our 

intimacy stopped at the hug. He hugged all 

of his students when the class is over so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romance.  The studio 

where I took lessons also held weekly social 

dance parties and hugs pretty much 

replaced handshakes as a form of greeting. 

I accepted hugs, but still had difficulty to 

give one. 

When I started to learn the Argentine 

Tango and to mingle with Latinos, things 

became much hotter. People not only 

hugged each other, but also kissed on each 

other’s cheeks. Shaking hands seemed 

stuffy and awkward. The first time a newly-

made friend tried to kiss me on my cheek, I 

turned my head away so fast that she only 

managed to land a kiss on my hair. 

Gradually, I no longer shied away 

from kisses on the cheeks. These hugs and 

kisses were delivered by men, by women, 

by married men in front of their wives. As 

long as the wives didn’t mind, I didn’t either.  

Even the New Testament says, “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 

            In the fall of 2008, I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When I met my sister at the 

airport, hugging was not enough. I literally 

lifted her up. Our 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 

attracted a group of onlookers, but I didn’t 

care. I had waited sixteen years for that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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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y way back to Canada, I stayed 

in Beijing for a few days to meet my cousin 

and his family. With my tight schedule, we 

still managed to have a couple of long talks. 

We talked about our family history — mainly 

abou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horrible ordeal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had gone through during that 

time.  

I learned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both my grandmother and my aunt, my 

cousin's mother, had been forced to perform 

oral sex on Japanese soldiers at gunpoint. 

My mother had told me that the Japanese 

soldiers had made my grandmother kneel 

on the ground in her courtyard and open her 

mouth to catch their urine. I knew nothing 

about oral sex. My cousin and I wondered if 

they had also been gang-raped. We will 

never find out because both of them have 

passed away. 

My aunt died a few years ago from 

heart failure. My cousin told me when she 

was in the hospital, it was discovered that 

her heart position was horizontal, not 

vertical like everyone else's. When she was 

a teenager, she was once kicked by a 

Japanese soldier down a flight of stairs. As 

a result, her lower spine was severely 

damaged and a tumour formed. It eventually 

grew to the size of an orange. After China 

was liberated in 1949, my mother and my 

uncle helped her to get the tumour removed 

surgically in a hospital. However, she had to 

wear a special “steel jacket” for many years 

to protect her lower back. My cousin and I 

believe her distorted heart position and its 

subsequent problems were the result of the 

kick and fall, among other forms of torture at 

the hands of Japanese soldiers.  

My cousin wept soundlessly as he 

talked about his mother and I hugged him. I 

did not know how else I could express my 

emotion. As a typical Chinese man, he was 

as stiff as a stick. I understood.   

             Another important hug made a 

landmark in my life on April 11, 2005, the 

sixth day after my boyfriend, let's call him 

Romeo, was reported missing. I was notified 

by the Chief Examiner’s Office that his was 

found on April 14th. By the time my 

roommate Patty returned from work, 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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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ed from crying and had not eaten 

the entire day.  

I shouted between sobs, “He's dead!”  

“Oh, my God!” She stepped forward 

and hugged me. I collapsed into her arms 

and cried so hard I could not utter a word. 

Eventually I told her Romeo had killed 

himself.  

That was the hug I will rememb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Before Romeo’s body was 

discovered, I had been seeing a counsellor 

and told her about Romeo’s disappearance 

during our previous session. I was 

desperate for help. However, she was not 

too concerned and talked me out of hiring a 

private investigator. She was studying for 

her master’s degree in psychology while 

working part-time. She was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Blaming her wouldn’t bring 

Romeo back. When I went to see her again, 

all I wanted was to have a good cry and get 

a hug.  

As usual, we sat a few feet apart. 

After I told her what had happened, she 

frowned. No questions came out, and 

definitely no hugs — just a puzzled look and 

furrowed eyebrows. The silence was 

suffocating. 

Do you understand what had 

happened? How could you not understand? 

I wanted to shake her and scream. But 

instead, I asked for a washroom break. 

There, I washed away my tears, along with 

the hope of getting a hug, getting some 

compassion, getting the human connection I 

desperately needed. When I returned to the 

counselling room, we exchanged some 

polite words. The words tasted like wax.  

I never went back to her.  

After that, I called the city's distress 

centre. Some of the volunteer workers were 

helpful, others were not. The last worker I 

talked to, I could hear her typing on 

keyboard like a machine gun in the 

background. But even with the most warm-

hearted, sympathetic worker on the line, 

there was no hug.  

They referred me to a four-week 

crisis counselling session. This time the 

counsellor was much better. She even 

asked questions. Unfortunately, despite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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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ine concern, I never received a much-

needed hug.  

When the four-week counselling 

arrangement was over, I was referred to a 

bereavement group at Rockyview hospital. 

Everybody in the group had recently lost a 

loved one either to illness or to accident. I 

was the only one whose loss was due to 

suicide. The discussion group was 

facilitated by volunteers who generously 

donated their time and energy, and I 

wholeheartedly appreciated their effort. We 

talked and cried, and later even smiled and 

laughed through tears when sharing 

precious memories of our loved ones. 

Unfortunately, hugging was not a part of the 

program. 

The first time I returned to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my repetitive 

strain injuries after Romeo’s death, I sat on 

the edge of the treatment bed and my 

acupuncturist, a young woman, sat in a 

chair a few feet away. After an innocent 

question: “How are you doing?” the flood 

gate opened and I told her what had 

happened. She stood up and walked toward 

me. Oh my God, she is going to give me a 

hug. My heart jumped to my throat. I lifted 

my arms, only to realize she was walking 

toward a box of Kleenex. I pretended to 

brush hair from my face and lowered my 

hand – another awkward moment.  

Later, when I talked with a friend 

about my confusion and disappointment 

with these professionals, she said, “Don’t 

you understand?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re professionals and you are their 

client.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hug you.” 

Just when I thought nothing could 

shock me, Western culture once again 

made me speechless. So that was the 

reason: Being professional means one must 

be cold and distant. Being professional 

means one cannot show emotion or 

compassion toward another human being. I 

don’t know what they teach in psychology. 

All I know is my roommate Patty, a woman 

with only a high school diploma, had given 

me more in a hug than hours of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could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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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mmer, I did something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delivered a hug to two 

total strangers.  

I was volunteering for a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s annual convention. My job 

was to be at the airport greeting the out-of-

town delegates and help them find their way 

to the hotel. One evening, an elegant lady 

came out of the terminal. She had flaming 

red, curly hair and a long, flowery skirt. 

When she saw the sign I held, she gave me 

a big smile.  

“I can’t believe you guys are here to 

receive us!”  

It turned out she was an English 

woman who lived in Hong Kong. We chatted 

a while and I helped her find the right shuttle 

bus. When she was about to get on the bus, 

for some unknown reason, I stepped 

forward, and hugged her.  

"How about me?"  A cracking voice 

said.  

I turned around. It was the luggage 

handler, an old, wrinkled man with a silly 

grin on his face.  

"Why not?" I stepped forward and 

gave him a hug without any hesitation. It 

surprised both the old man and the bus 

driver. The old man's grin grew wider, like a 

little kid in a candy store. The bus driver 

looked a little jealous, and I felt absolutely 

wonderful.  

 

I have lived in Canada for almost twenty-

nine years and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in many aspects.  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is the power of a hug. 

My English is inadequate to describe the 

impact it has on my life. All I can say is that 

hugs have made me more compassionate, 

more humane and more alive. They have 

kept me floating when life was a bottomless 

sea and the shore was out of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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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  黑鹰战争黑鹰战争黑鹰战争黑鹰战争(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1803 年，美国政府从法国人手中购得路易斯安娜大片地区。第二年，在一次冲突中，该地区三个白人居民被当地萨克（SAC）人杀

死。前篇已经介绍过的地区总督威廉姆·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九届总统，他得到当时国防部长授权前去与这一地区萨克族人商讨土地事宜。 

        威廉姆盘算着要用这三个白人之死事件作一番文章，出发前他拟定一整套欺诈方案。威廉姆召集酋长们开会，他表情严厉而愤怒，强烈谴责印第安人暴行。惶惶不安的酋长们被迫交出一个在这场冲突中负主要责任的武士。威廉姆立即把这名武士投入监狱。但他随后许诺，如果该武士愿意按印第安人风俗给那三位死难者家属一定数目物质赔偿，他将会被释放。 

        酋长们立刻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帮助这位武士获得自由。威廉姆露出微笑，开始变得热情洋溢，他友好地用烈酒款待他们。待酋长们酒足饭饱、天旋地转的时候，威廉姆又慷慨地赠给酋长们大量礼物，成箱的白酒。酋长们眉开眼笑 。 

        这时候，威廉姆掏出怀里早已准备好的合同，说要跟酋长们签订一个具体赔偿协议，当然，协议中捎带一些土地购买事宜。头晕脑涨的酋长们稀里糊涂地签字了。 

        在土地购买那部分条款里，威廉姆总共花三千美金，买下萨克人大量土地，这种伎俩，威廉姆对印第安人已经使用过多次。 

        威廉姆在协议中明确写着，尽管白人已经买下这些土地，印第安人依然可以继续居住在这些“白人的土地上”，白人无偿让印第安人继续使用这些土地上的资源。当然，如果在很远很远的将来，如果白人需要的话，那么这些印第安人就得无条件搬走了。         

        很遥远看不见的将来，和眼前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实惠，让这些醉眼迷离的酋长们昏了头；而恶棍加骗子威廉姆，在一旁笑逐颜开。他是唯一在这份协议上签字而没有喝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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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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协议史称 1804 条约。这个赔偿协议并没能救那个武士的命，三个白人家属得到满意的赔偿后，武士后脑勺上挨了一枪，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监狱围墙外。“这个倒霉的家伙试图逃跑，他太性急，再忍耐几天他就得到释放了。”威廉姆遗憾地对酋长们说。 

        不久，萨克族人另一个酋长黑鹰（BLACK 

HAWK）得知这份协议，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无耻的欺诈。黑鹰声称那几个和威廉姆会面并签订协议的酋长没有得到全体萨克人授权，该协议无效。 

        晚年，黑鹰在他的自传中谈到这一事件，写道：“这土地是神给予他的孩子们安身立命之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耕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不出售我们的土地。” 
        出于对这份欺诈条约的愤怒，黑鹰率领族人参与对白人定居点梅得森堡的围攻，从 1808年到 1811 年，时间长达三年之久。黑鹰同时也宣称他加入夏尼族大酋长特卡门斯联盟，并与特卡门斯一起在加拿大参加 1812 年那场反对美国人的战争。一次战斗中，黑鹰率领武士攻克美军一个城堡，杀死十五名美国士兵。 

        后来英国人战败撤走，美国人势力日益强大，黑鹰不得不与美国人签署停战协议。美国政府趁机强迫黑鹰同意那份 1804 年条约。在这个过程中，萨克族另一个酋长可库克
(KEOKUK) 起了非常坏的作用。他一开始站在黑鹰一边，是黑鹰的支持者，也是萨克族仅有的两个没有签字的酋长之一，但后来被美国政府高价收买。 

        美国人答应可库克说，如果他肯帮助美国政府合理合法地得到这些土地，美国政府将让他在部族中拥有更大权利。黑鹰后来战败被美国政府抓住展览示众，受尽羞辱；这位可库克酋长却得到美国人热情颂扬，给他在广场上立

了一个雕像。可库克酋长用他的人民和土地，给自己换来一个石头雕成的小人像，摆在那里风吹日晒，慢慢剥落。 

        受欺压的东方民族面对外族强敌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悲哀，那就是贪小失大。他们借助强敌之手，出卖民族利益获取个人利益。这些人重复地干着一件简单的事情，帮助强盗打开自家大门，强盗把家中财产抢劫一空，杀了家里的男人，奸了家里的女人，然后扔给这些叛徒们几件抢剩下的东西，说，现在你是这家里的老大了。 

        日本人沦陷中国时，头脑历来复杂深沉的不少中国人干下这种事情，这些人当中有大字不识的土匪、强盗、流氓无产者，有富有的上层社会精英，有鼠目寸光的地方军阀，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过洋的所谓“知识分子”，也有人才济济的中央国民政府官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道理黄毛小儿皆懂，然而偏偏老谋深算的成年人在衡量小家利益和大家利益的时候，就糊涂了。 

        随着越来越多白人居民迁移到萨克族人土地上，白人与土著居民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
1827 年，暴力事件连续不断发生，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在两年之内，把所有伊利诺伊州境内印第安人全部驱逐。 

        黑鹰与他的部族由于与英国人来往甚为密切，被称为“英国帮”，他们声称坚决不放弃先祖留下的土地。1829 年春天，黑鹰率领族人冬天狩猎结束回来，发现他们的村寨已被白人占据。原来可库克酋长已经擅自答应美国人要求，搬到密西西比河对岸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园。 

        黑鹰坚决不肯离开，春天是耕种的季节，他们与白人居民混住在一起，尽管时有冲突，还是坚持把庄稼种完。冬天来临，狩猎季节又



《流》第 12 期  Page 74 

 

到了，黑鹰率族人离去，他告诉美国人，他会回来的。 

        然而，第二年春天黑鹰率领民众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时，他们遭到美国军队驱赶。战争一触即发。 

        1830年 6月 26日，当美国军队逼近黑鹰驻地时，却发现他们神秘消失。四天之后，黑鹰仅仅带了几个随从，来到美国人营地，和他们签署了一份让美国人心满意足的协议，协议包括：印第安人放弃对他们土地的所有权利，永远不得返回家乡。美国人要在这片土地上修建铁路。印第安人必须终止和英国人一切来往，效忠于美国政府。 

        战争的阴云似乎一刹那间烟消云散。 

        早期西方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对其他落后民族和落后国家肆意掠夺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公平公正而言。黑鹰签下的这份协议，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协议内容的荒谬和强者的蛮横无理与飞扬跋扈。 

        当年西方强盗用大炮轰开中国古老沉重的大门，中国人无力抵抗，签署一个又一个赔偿条约，成千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流进强盗们的腰包。这些银子用来赔什么？赔偿他们的军舰横跨大西洋往中国运输兵力的费用，赔偿他们屠杀中国人所耗费的枪支弹药费用。中国人用血汗钱赔偿强盗对中国人的虐杀。 

        当今世界崇尚和平发展，似乎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了，其实不然，相同的故事还在上演，只是变换了形式。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开采当地丰富的石油来弥补军费开支，美国人当然知道这石油不属于他们。 

        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强者对付弱者的手段，恐怕也很难用公平公正来形容。 

        非洲有一种危险的古老职业，捉蟒蛇。一些贫困潦倒的黑人在巨蟒冬眠的时候，嘴里叼着火把，爬进狭窄幽深曲折的洞中，把昏睡的蟒蛇拖出来斩杀后剥皮卖掉。这些黑人被巨蟒吞噬或者被缠住活活憋死的惨剧时有发生。然而一张蟒皮也仅仅换得相当于数十美金而已。用这些蟒皮制成的小小手包，在欧洲和北美市场上，每只售价高达数千美金。 

        走进北美商场，你会发现大量中国制造日用品。“中国制造”是以盘剥中国老百姓极其廉价劳动力、消耗中国巨大资源和不再生能源以及污染中国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世界加工厂”或许可以在今天的中国造成一种表面经济繁荣，但缺乏雄厚的能源支持，没有深层次的经济内容，不发展高科技实体，注定了爆发力过后，将是迅速的凋零。 

        兴高采烈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战争并没有消失，仅仅被延迟而已。黑鹰需要时间壮大力量，他努力培养实力。有一个部落，勇猛善斗，当美国人杀害他们的酋长后，他们猛烈攻击美国人，美国政府决定灭绝他们，他们被黑鹰纳入旗下，成为一只凶猛的战斗力量。这期间，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先知白云（WHITE 

CLOUD），也帮助黑鹰游说各个部落结成联盟，黑鹰的力量迅速壮大。 

        春天耕种的季节再一次来临，思乡心切的黑鹰决定带领民众返回家乡。联邦政府闻讯立即集结军队阻拦。1832年 4 月 12 日，双方在一个叫岩石河的地方相遇，美国军队已经在此修筑大量工事，严阵以待。黑鹰率领队伍绕开他们，美国人派出一只装备精良的独立骑兵团紧随其后，杀气腾腾。那情景如同盘旋在天空中凶狠的大雕，随时俯冲下来用厉爪抓住那些躲藏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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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原来支持黑鹰的部落害怕起来，想要撤出。在这种情况下，黑鹰决定与美国人谈判。
5月 14日，独立骑兵团逼近，黑鹰派出三个人前去与美国人和谈，随后又派出五个人在后面观察谈判结果。 

        那三个人立刻被美国人杀掉，下令杀人的是独立骑兵团团长艾赛亚·斯帝曼（ISAIAH 

STILLMAN）。至此，黑鹰别无选择，他只有以暴抗暴，他宣布战争开始，然后率领武士凶猛出击。 

        美国人一下子被这些印第安人视死如归的气势震住，心理上先垮掉，初一交手便溃退下来。这些惊慌失措的美国士兵们没有忘记他们是骑兵，掉转马头，丢盔卸甲，一口气狂奔二十五英里。 

        美国历史学家幽默地称这场战斗为“一个静止不动男人的狂奔 ”，团长艾赛亚的姓氏是
STILLMAN，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静止不动的男人。实际上，这个静止不动的男人逃得比谁都快，他一马当先冲在逃跑队伍的最前端。 

        黑鹰率领人民回到家乡，周围印第安部落受到黑鹰胜利的鼓舞，纷纷加入黑鹰联盟，起来反抗美国人吞噬他们的土地。 

        当 时 的 美 国 总 统 安 德 鲁 · 杰 克 逊（ANDREW JACKSON）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这位杰克逊总统，我会在下一章《泪之路》介绍他。 

        杰克逊总统下令从芝加哥地区调集大量军队，任命将军温佛尔德·斯考特 (WINFIELD 

SCOTT) 为全权总指挥，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些印第安人。 

        接下来的六月和七月，对黑鹰和美国人来说，都相当艰难。黑鹰无法与这支强大的美国军队抗衡，他率领部落进入荒山野岭甚至沼泽地区，美国正规军无法适应这样恶劣的环境，

霍乱开始在军中流行。而黑鹰和他的民众也饱受饥饿劳顿和惊恐之苦。 

        7 月 21 日，黑鹰与美国一支围剿部队迎头遭遇，一场惨烈战斗打响。黑鹰被这支美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一直退到密西西比河边，正当他们用漂筏和独木舟过河时，一些美国士兵乘蒸汽船从上游赶来。 

        精疲力竭的黑鹰根本无法再进行抵抗，他决定投降，印第安人举起白旗拼命晃动，表明他们不会反抗了，请求白人给他们一条活路。然而美国人不理会，立即开始屠杀。枪声如爆竹般响起，血水顿时染红江水，无数印第安人尸体漂浮在江面上。这时候，蒸汽船柴油耗尽，无可奈何地载着一群意尤未尽的屠夫们向下游漂去。 

        美国士兵暂时离去后，黑鹰建议停止渡河，向另外一个方向转移。然而由于一连串的失败，民众不再肯听从他。他们跟黑鹰争辩说，美国人不是要求我们到密西西比河那边定居吗？我们现在正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我们正在渡河，他们没有道理再杀我们。 

        黑鹰无法说服民众，决定离去，仅有五十个人愿意跟随他，留下的绝大多数人继续缓慢渡河。 

        黑鹰离开后，一场更为惨烈的悲剧发生。总指挥温佛尔德将军率领主力围剿部队潮水般涌上来，面对惊慌失措、魂飞魄散的印第安人，美国士兵开始新一轮屠杀，老人、妇女、孩子都不放过，密西西比河岸边待渡的印第安人瞬时间被冲上来的美国士兵砍瓜切菜般消灭得干干净净。江面上正在渡江的人嚎啕大哭，颤抖不已，拼命向对岸划去。 

        然而他们逃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那艘柴油耗尽漂走的蒸汽船在下游加满柴油后，憋足劲儿，嗷嗷叫着，劈风斩浪冲回来。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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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杀戮立刻转移到水面上，蒸汽船在密集如蚁的排筏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密集的排枪声中，呛人的火药味在江面上弥漫开来，成群的印第安人，如蹦跳的鲫鱼，纷纷从木筏上栽进湍急的河流，血水再一次染红密西西比河，大量印第安人尸体如同放木排一般顺江漂浮而下…… 

        一个幼童坐在木筏上哭喊……呜咽的密西西比河哟，印第安人的母亲河，见证这一切。她哀哀哭泣。我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也曾无数次为自己受苦受难的儿女们，无助地哀哭。 

        黑鹰一个月后被美国军队抓获，杰克逊总统下令把黑鹰押赴美国各个城市进行巡回展览，供美国人民观赏。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个巡回展览有没有出售门票，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杰克逊总统一大功绩，因为展出之际，各地观者如潮，这应该可以为美国政府带来可观财政收入。 

        杰克逊总统在美国历史上被誉为五位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头像印在二十圆美钞上，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和富兰克林齐名。 

        杰克逊总统没有下令绞死黑鹰，完成巡回展览后就把他释放了。黑鹰被释放的条件是他必须向全体萨克族人发表一份声明，主动放弃萨克族大酋长位置，承认萨克族人唯一合法的大酋长是可库克，就是那个打开自家大门放强盗进来抢劫的酋长。 

        可库克如愿以偿，他现在是萨克族人最高领导。可库克不明白，他虽然搬掉黑鹰，可他并没有变成真正的老大，相反他的地位甚至更低了。如果他原来还是一个酋长的话，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傀儡。 

        可库克立即代表萨克族人，与美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声称自愿放弃祖先留下的土地，自

愿放弃那块被他的人民浸满了鲜血和眼泪的土地。美国人终于合法获得他们渴望的土地。 

        1833 年，黑鹰写下一本自传。在书的开篇中他这样说，我于 1767 年出生于岩石河畔，如今我已是六十六岁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的祖爷爷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他有极其强烈的精神信仰，为了寻找到能够指引他的神，他涂黑脸，连续三年，每天只吃一餐，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有一天，睡梦中，神出现了…… 

        在书的结尾，黑鹰说，我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热爱那片土地，热爱那片土地上生活的朴实的人民。 

        1837 年 8 月 3 日，在郁郁寡欢和苦涩的心情中，一个小木屋里，黑鹰溘然长逝。他的妻子，名字叫唱歌的鸟儿（SINGING BIRD)，伴随在他身边。这个忧伤的老人离去的时候，唱歌的鸟儿为他哼唱一首古老的印第安歌曲，老人在悲凉的歌声中，阖上双眼。 

        当我写这文字的时候，也禁不住阖上双目，耳畔就传来幽幽的歌声…… 

        1839 年，黑鹰的墓穴被人打开，头骨被盗走，不知所终。黑鹰生前和死去的时候，没有人把他视为英雄，多年以后，他的人民才开始流传他的传奇故事，给予他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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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Series 《《《《Horse》》》》chapter 10 

(Steven Neu) 

 

 

 

 

 

 

 

Hundreds of under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were sent to Tibet.  During the 

welcome meeting in Lhasa, the Tibetan 

General Commissioner noticed Lin in the 

crowd. Lin was the kind of girl who always 

caught a man’s eye. Later, Lin was asked by 

an officer if she would like to work as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s secretary instead of 

working on the project in the mountains.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was the highest 

ranked government officer in Tibet. Lin had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offer.  

    One day, the son of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Lew, ran into Lin for the 

first time.  

    “Who is this girl? She is hot. What is her 

name?” Lew asked his father. 

    “She is my new secretary, Lin. Do you 

like her?”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asked, 

smiling.  

    “Yes, I like her.” 

     “Do you want her as your girlfriend?” 

     “Yes! Very much! Wait though. What 

should I do about my current girlfriend?” 

     “You call her your girlfriend? She is a 

bitch! I wouldn’t doubt that she is a whore. 

By the way, how many so-called girlfriends 

have you been fooling around with so far? 

Ten, twenty, thirty?” 

     “I don’t know!” Lew said, blinking his 

eyes. 

     “Son, life is not a game. If you keep 

betting against it, you will eventually lose. 

You are not a boy anymore. I am getting 

old, too. I can’t look after your whole life 

like this. I desperately want a grandson. You 

need to find a nice lady, get marri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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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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a family. I picked this girl for you. I 

have been watching her for a long time. I 

believe she is exactly what I see. She is not 

like any of the girlfriends you have chosen. 

They are garbage. They stay with you just 

for my power. They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you.  You know it!”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said. 

     “Okay! Okay! I think I love this girl. She 

is so beautiful. So, are you going to order 

her to marry me?” 

     “Be serious for once you fool! I am not 

joking! She will be your wife, my daughter 

in-law, and a member of our family. But I 

can’t order her to marry you. If you really 

love her, be a man, pursue her, and show her 

your charm. Remember, Son! You are 

pursuing your own life, your own 

happiness.” 

     Lew nodded, and left.  

     Lew did not take his dad seriously. Yes, 

she (What is her name? Right, Lin) was a 

wonderful girl. Of course, he wanted to 

screw her. It shouldn’t be very hard to have 

her climb into his bed or so he thought. Lew 

smiled when he was imagining how he 

would fuck Lin. 

     Dad said I had thirty girlfriends? Oops! 

Sorry dad. More than that - Much more! At 

least fifty! No… eighty! Wait a moment… a 

hundred? Shit! I really don’t know. See, I 

didn’t lie, dad!  

     A few days later, Lew started to chase 

Lin, just like any girl he had chased before. 

He expected Lin to step with him on the first 

date. He walked into Lin’s office with a 

bundle of bright flowers. He said he wanted 

to date her. He was so arrogant. He didn’t 

even ask her. He acted like he was a king.  

     Lin barely glanced at him, and then asked 

him to leave.  

     “You don’t know who I am, do you?” 

Lew asked, annoyed. 

     “I don’t know. I don’t want to know. I 

don’t care,” Lin said. 

     “Really! You don’t care! My dad is your 

boss. He is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 

     “Your dad is my boss, but you are not.” 

     Lew put the flowers on Lin’s desk.  

      “Take them away!” Lin said, loudly. 

     A heavy silence crowded the room.   

     “I like you! I mean, I love you! Don’t 

you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Just like 

the flowers,” Lew said, trying to change the 

topic. 

     “I know I am beautiful. But I don’t like 

the way you talk to me.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A king? Even your dad is not a 

king. You know this, right? Leave my office! 

I have to work, otherwise your dad, my boss 

will be mad at me.” 



《流》第 12 期  Page 79 

 

     “A-ha! I can ask him not to be mad at 

you. In fact, he wouldn’t be mad at all. He 

wants us to talk and be friends.” 

     Lin ignored. 

     “I will talk to you later,” Lew left.  

     Lin’s attitude to Lew left him invigorated. 

This was a totally new, fresh feeling.  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the easier it is to 

get what you want the less you value it. 

Whenever he asked his previous girlfriends 

to do anything for him, they would do it, 

without hesitation. Now, Lew was tired of 

girls like this. His dad was right. They are 

garbage!  

     Lew consulted his father about what he 

should do next to win Lin’s favour.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was happy about 

this. 

     “Son, remember! As a man, you must 

rely on your brain not your appearance or 

family. According to your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girls, Lin should not have 

refused you. How she responded was odd, 

wasn’t it?” 

     Lew nodded. 

     “Son, you must know a great rule in the 

world. When a strange thing happens, there 

must be a reason for it. “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There must be a reason why Lin 

dismissed you. I will find out for you.” 

     “Thank you Dad!” 

     “Son, as your father, I really hope you 

have a good family and a good life. I am 

doing something I should not do. I hate this, 

but I have to. You are my only son, and I 

love you.” 

     A few weeks later, a very detailed report 

was sent to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including Lin’s age, birthplace, family 

background, academic records, salary, and 

much more. The report also included that all 

information about Mah.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showed it to his son. 

     “She has a boyfriend. They love each 

other. This is why. Now, do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asked. 

     “Yes, I do. I will show her I am better 

than her boyfriend,” Lew said. 

     “That’s my son. Go do it!” 

     Lew went to Lin’s office again. He 

sincerely apologized to her for the stupid 

things he had said to her. 

     Lin ignored him. She continued to do her 

work as if he was not there.  

     “I know you have a boyfriend, and you 

two love each other. Yet- I can’t help but 

love you. I think I have the right to pursue 

you until you are married. If you choose him, 

I will congratulate you both. However, I am 

confident that I will win your love. If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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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enough to have you as my wife, I hope 

your boyfriend congratulates us, too. From 

today on, I will compete with your boyfriend, 

man to man.”    

     Lin glanced at him. “This is nonsense!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My 

boyfriend and I will be married very soon.” 

     “So you mean I don’t have a chance?” 

     “You have a one out of a billion chance.” 

     “A-ha! One out of a billion! It is not zero. 

So I do have a chance!” 

     “Please leave my office!” 

     Lew smiled. “I will compete with your 

boyfriend. I swear to God, I won’t give up.” 

Lew left. 

      An uneasy feeling came over Lin. She 

could not sleep that night.  

     A month later,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told Lew he had a meeting in 

Beijing.  

     “Go with me!” he said. 

     “Why? I don’t know your business,” Lew 

said. 

     “I want to take you to see Lin’s parents, 

so you can meet them face to face. They 

must know your intentions if you want to be 

their son in-law. If they like you, they will 

be able to help you win Lin over. Do you 

understand?” 

     “I see! Okay! I will go with you then.”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told Lin he 

was going to Beijing and said if she wanted 

to send something to her parents, he would 

deliver it. Lin was so glad. She went to the 

market and bought lots of gifts for her 

parents, and wrote them a letter.  

     Lin’s parents were surprised when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and his son 

introduced themselves and told them why 

they were there. Lin’s parents realized right 

away that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was 

very powerful, and, of course, would offer 

their daughter a good life if she married his 

son. They carefully inspected Lew, up and 

down. He was a handsome guy and well 

mannered. But…they really did not want 

their daughter to live in Tibet for her whole 

life.  

     With slight hesitation, they voiced their 

concerns.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smiled when 

he heard this. He told them, the government 

would transfer him to Beijing within three to 

five years. If Lin became his daughter in-

law, she would come back to Beijing 

without any problem. 

     M-y G-o-d! 

     Lin’s mom covered her mouth with her 

hand. Then, she burst into tears. Not only 

would her daughter come back to Beijing, 

but they would also have a powerful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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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ir network. Was this a dream? She 

pinched herself on the arm. She felt pain. 

This was not a dream! This was not a dream 

at all! 

     Lin’s parents were stunned for a short 

while. After a few minutes they finally 

asked, “Are you hungry? Please allow us to 

cook for you. Let’s eat and drink together 

since we are going to be related.”  

     “Thank you for your cordial invitation, 

but I have to attend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By the way, your daughter has a 

boyfriend. Did you know this?”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asked.  

     “Yes! Yes! We knew that.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it. We can handle him. Trust us, 

we can fix it. In fact, we never agreed with 

her choice. I told him to leave my daughter 

alone,” Lin’s mom said eagerly.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smiled again. 

“Good! So I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then.” 

     They left. 

     Lin’s parents sat down and looked at 

each other as if they were still in a dream. 

Lin’s dad woke up first, after a long while. 

     “Well. This officer is a big potato. His 

son is a good-looking guy. They can bring 

our only daughter back to Beijing. We will 

have a powerful relative in the city. 

Everything looks perfect. However, I know 

something is wrong, but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Let me think about it… 

Yes! I know…. I don’t trust that young man. 

He is a playboy. A man knows a man. Trust 

my intuition. He is a playboy. I swear to 

God Lin won’t be happy with him, with this 

powerful family,” Lin’s dad murmured. 

     “Shut up! There is nothing wrong here! 

On the contrary, I am pretty sure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Thank God you 

are not a playboy! You are a perfect husband 

and a perfect father! For example,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heard our daughter would 

be sent to Tibet? You were hospitalized! 

Was that the only thing you could do for 

her? To hell with your intuition!” 

     Lin’s dad dropped his head down and 

gave up. He always lost whenever he had a 

dispute with his wife.   (To be continued…) 

 

 

 

 

 



《流》第 12 期  Page 82 

 

 

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PETROLEUM 

 

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    

    

    

    

    

    

    

    

    

 



《流》第 12 期  Pag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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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行走钻机行走钻机行走钻机行走钻机，，，，近近近近距离距离距离距离搬迁搬迁搬迁搬迁，，，，设备设备设备设备无需无需无需无需拆分拆分拆分拆分，，，，整体整体整体整体运运运运移移移移即即即即可可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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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化程化程化程化程度很度很度很度很高高高高的的的的司钻控制室司钻控制室司钻控制室司钻控制室。。。。 

 已经完钻已经完钻已经完钻已经完钻的的的的排井排井排井排井，，，，等待安装采等待安装采等待安装采等待安装采油油油油井口井口井口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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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起起起下下下下钻钻钻钻作作作作业业业业的工人的工人的工人的工人，，，，抱怨抱怨抱怨抱怨现在的现在的现在的现在的收入只收入只收入只收入只有有有有原原原原来的一半来的一半来的一半来的一半。。。。 

 定定定定向井向井向井向井工作人工作人工作人工作人员员员员，，，，工工工工资也被减资也被减资也被减资也被减半半半半，，，，但但但但表表表表示示示示，，，，有工作有工作有工作有工作干干干干，，，，已已已已满足满足满足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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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临临临临时时时时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夕阳西夕阳西夕阳西夕阳西下下下下，，，，驾车驾车驾车驾车离开现场离开现场离开现场离开现场返回返回返回返回旅旅旅旅馆馆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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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福威德福威德福威德福与与与与 Nabors 联姻联姻联姻联姻(石油圈石油圈石油圈石油圈) 

 

 

 北美最大的两家油田作业公司 Nabors 和威德福正在加强合作，为美国本土 48 州的客户提供综合性的油气钻井解决方案。 威德福是继斯伦贝谢、哈里伯顿、贝克休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油田服务（OFS）供应商，
Nabors 拥有并经营着一支全球最大的陆地钻机队伍，同时也提供海上钻机服务。 根据最近公布的一份无约束谅解备忘录（MOU）（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协定”），威德福将提供其建井专业知识、控压钻井（MPD）解决方案、定向钻井能力和钻井硬件设备，以及相关的应用软件和工程人员。 

Nabors 将提供其已经配置了 MPD 的“Smart 

Rigs”钻机队伍和经过优化的陆地随钻测量系统，及其高性能钻井应用软件、自动化钻机设备和专有的控制系统。 威德福首席执行官 Krishna Shivram 表示，及早进入这一新兴市场将有助于公司开拓一条新的更加宽广的销售渠道，同时也能够确保威德福对这一全新服务模式有足够的市场参与度。 

这种日益受客户青睐的创新性合作模式，使威德福能够将业界领先的控压钻井（MPD）系统、先进的随钻测井（LWD）和旋转导向系统（RSS）等，作为钻井一体化产品的一部分，应用到美国市场上最大的陆地钻机队伍上。 通过利用各自的技术专长和工程能力，"谅解备忘录"有望加速钻井技术工具和解决方案的商业化。Shivram 称，他们全心致力于强化和整合钻井过程，为未来提供一种全新的钻井概念，这是威德福与 Nabors 的共同愿景。同时，威德福相信他们掌握着未来自动化钻井的核心技术，将在这场市场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 Shivram 被问及为何要与 Nabors 联姻时，他表示，威德福正准备放弃在美国的压力泵业务，并开始专注于油气井相关的技术。通常，美国客户最感兴趣的，是使用了多级压裂和大位移钻井技术的非常规油气井领域。 

Shivram 指出，比如，一些客户想要一个可以钻 30 口井的超级钻机，这在之前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因为它需要一种全新的业务模式。 在如今的中等油价环境下，仅有少数一些美国公司能够以低价高效的方式钻井，而他们的客户正在推动这种方式的发展，他们需要更自动化的钻井、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少的现场人员以及更低的桶油成本。 

Nabor 可以提供功能强大的钻机，这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竞争的美国本土市场占有优势地位，通过结合威德福的技术服务，特别是
MPD 和钻井服务，他们将从一家高效的钻井公司，转变为一家全自动化钻井服务提供商，并为客户一次性提供整套服务，这恰好满足了当今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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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vram 称，“当前，Nabors 在美国本土 48州有 70-80 部钻机正在作业，而我们只在少数钻机上采用了新的钻井模式。因此，这一业务在美国陆地钻机市场上仍是一片巨大的空白。未来，威德福将通过采用更具盈利性、更多的核心产品线，来弥补已放弃的压力泵业务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我们将挖掘新的销售渠道，增加我们的销售量”。 现阶段，谅解备忘录还无法律约束力，不过双方对合作内容意见一致，双方的工程团队和商业团队正在协同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双方将敲定细节。据 Shivram 透露，威德福也在与其他公司讨论类似的合作模式。 这种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当前整个行业都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大背景下，提高业务效率。没有一家服务公司、一家设备提供商或一家钻井承包商拥有整个钻井过程自动化所需的所有技术。 因此，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多年的投资和工程实践。要迅速占据这个市场，解决客户的需求，公司之间必须进行合作。Shivram 很高兴与 Nabors 建立战略联盟，他期望全自动钻机能够很快应用起来。 

Nabor 公司首席执行官 Tony Petrello 表示，在 Nabor最近推出的 Rig Telligent操作系统中集成 MPD、LWD 和 RSS 产品，将有助于“加速市场渗透，提高双方公司的收益，推动公司在关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经历了两年的油价暴跌后，油服业可能已经触底，合作交易逐步开始反弹。 另外，通用电气（GE）在 1 月表示，其公司合并计划仍在进行中，预计将于年中完成约
320 亿美元的交易，从而成为其油气业务与贝克休斯合并后的新公司的大股东。 

去年 12月，North American公司与美国钻井服务商 Patterson-UTI 能源公司签署合同，双方同意以 17.6 亿美元全股票交易的方式，收购当时财政困难的 Seventy Seven能源公司，以扩大其压裂业务。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油服领域的交易活动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共有 10 笔总额为
296 亿美元的交易，是自 2014 年第四季度以来交易最活跃的季度。Douglas-Westwood 去年秋季也预测，2016-2020年间，油服行业资本支出年均增长 10%，而北美地区增长最快，达 19%。 另外，在安永（E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可知，2016 年，油服行业有复苏迹象，交易量仅下降了 2%，而交易额增长了 106%，达到 530 亿美元。持续的财政压力和产能过剩问题，预计将推动 2017 年公司间进一步加强合作。 安永美国油气事务咨询服务部门领导人
Vance Scott表示，即使大家对 2017年非常乐观，但供需结构变化将影响交易活动水平，并倒逼行业改革，美国的油服行业仍然面临巨大压力。最终结果是，行业内较大体量的公司将继续巩固自身的优势。 

2016 年后半年大公司间发布的合作公告，必将引来另一些较大竞争对手的反制，因为大家都在通过提供更全面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来互相竞争。 随着油服公司开始重新评估其业务模式，那些拥有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和服务能力的公司将可能成为下一个重点被收购的对象，中小型公司将寻求建立创造性的合资企业和联盟，以弥补公司规模的不足，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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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石油技术中国石油技术中国石油技术中国石油技术（（（（立方石油立方石油立方石油立方石油）））） 

 

1、中海油井下防砂技术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国海油)1月 3日宣布，由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国产化防砂工具在渤海湾垦利 10-1 油田 B54 井完成一趟六层砾石充填防砂作业。该井外层防砂管柱长
376 米，内层中心防砂管柱长 301 米，这是我国首次实施一趟六层防砂，作业难度极大。这次作业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完井防砂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以一趟多层砾石充填工具为代表的中国系列防砂工具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全面跻身国际舞台。中国海油成为继美国贝克休斯和哈里伯顿两家国际公司后，国际石油行业第三家完全掌握系统防砂技术的专业公司。 中国海油完井防砂技术为海上油田调整井和大修井“量身定制”技术方案，在绥中 36-1、秦皇岛 32-6、垦利 10-1，渤中 28/34 等油田累计解决了 210 多井次防砂器材制约，快速响应了一线需求，保障了油田按时投产、增产和稳产。随着技术的成熟完善，不仅培养了一支 100 多人的高水平防砂技术专业化队伍，带动了中国海油内部和外部技术研发、加工制造企业的发展，而且应用于中国海油，每年可降低成本 1 亿元。此外，该技术还打入印尼油田，加快了我国自主化海洋石油技术“走出去”的步伐。 

 2、中海油深水气田开发技术 中海油在 2016年 9月宣布，由中海油自主设计的陵水 17-2 开发技术方案通过专家审查，这标志我国首个储量规模超千亿立方米的深水自营气田的开发技术方案获得批准。陵水
17-2 气田位于中国南海琼东南盆地，属于中国海油第一个完全自营作业的大型深水气田。该气田存在井位分散、储层疏松易出砂、边底水等诸多开发难题，同时面临技术研究、

建造装备、施工资源、作业管理等经验欠缺的挑战。 

 中海油研究总院开展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工作，如水下井口布置形式、砾石充填防砂、精细化压力窗口预测改变井轨迹方位、井筒流动安全保障等，对技术方案进行了众多优化；搭建了开放式、国际化的技术交流平台，利用国外专家的经验，审查方案的可行性，确保技术方案的先进性和国际经验的融入。项目组独立完成的半潜式平台储油+水下生产系统的技术方案以及 60 多份概念设计文件，得到了国际知名设计公司的高度认可。 

  3、中石油煤层气勘探 

2016 年 9 月，中石化华北油田在内蒙古二连盆地吉尔嘎朗图凹陷煤层气吉煤 4 井日产气量已连续一个月超过 2400 立方米，达到这口井效益产量的 3 倍，同区块吉煤 3 井日产气量也超过 800 立方米。这标志着我国低煤阶褐煤煤层气勘探获得重大突破。 

 我国煤层气资源量丰富，与陆上常规天然气大致相当。发展煤层气有利于增加我国清洁能源总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近 30 年来，我国地面煤层气勘探开发虽取得重要进展，但由于体制机制、技术适应性等复杂原因，仍面临单井产量低、开发效益差、理论支撑欠缺、关键技术难以取得重要突破等难题，发展速度远低于预期。低煤阶煤层气已在国外取得巨大成功，在我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内蒙古吉尔嘎朗图区块的吉煤 3、吉煤 4煤层气井，由华北油田与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2014 年共同钻探，钻探完成后的两年里，未取得理想煤层气显示。基于“十二五”末期华北油田在沁水盆地高阶煤层气开发技术创新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两家单位于 2016 年初重启这个区块，运用“水力造穴复合压裂”“新型压裂液大规模改造”等全新技术对已完成井进行重新改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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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时间的排采，两口井成功产气大幅超过了效益产量。 

4、中石油致密油开发技术 

2016 年 12 月，中石油宣布新疆油田针对二叠系云质岩致密油储层、准噶尔盆地南缘下组合高温高压等储层的试油和改造关键技术攻关获重大突破，形成了致密油试油评价和水平井体积压裂等多项关键技术标准。目前该技术推广应用 205口井。 经过 3 年多攻关，新疆油田水平井体积压裂及“工厂化”作业技术基本配套，并形成了裸眼封隔器+滑套和速钻桥塞+分簇射孔为主的两套分级压裂主体工艺；研制的滑溜水、速溶胍胶等 3 套压裂液体系，实现现场连续混配，3 分钟内溶胀，已推广应用 200 多口井；建立“工厂化”压裂作业模式，配套了关键作业设备，实现了现场连续供液、连续配液、连续输砂等高效作业，推广应用 3 个平台 10 口水平井，实现单日最多压裂 5 级（桥塞 3 级），以及同井场两口井同时压裂，压裂效率提高 60%，成本下降 40%。其攻关研究形成的水平井体积压裂技术及“工厂化”作业技术，目前已在致密油、低渗和天然气藏推广应用了 205 口井，产量为直井的 3.8倍至 8.2倍。 

5、中石油二氧化碳压裂技术 

 2016 年 12 月，中石油宣布旗下油服公司川庆钻探、大庆钻探等二氧化碳压裂技术已在国内常规和非常规区块试验成功，明显减少了对储层的伤害，降低了压裂作业用水和返排液的处理成本。特别是二氧化碳干法加砂压裂工艺在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试验取得新突破，填补了国内二氧化碳干法分层加砂压裂技术的空白。 二氧化碳干法加砂压裂技术核心是采用液态二氧化碳代替常规水基压裂液，将支撑剂带入地层形成高导流裂缝，可

实现增产改造全过程无水相，是致密油气藏增产增效的法宝，对节约水资源，推动我国低渗透油气藏的效益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国内致密油气藏因低孔、低压、低渗而普遍具有强水锁特征，目前各油田多以水基压裂技术为主，改造的同时存在返排困难等问题，影响了压裂改造和开发效果。二氧化碳干法加砂压裂技术作为国内外前沿技术，具有无水相、无残渣、返排快等优点，在减少储层伤害方面优势明显。此外，二氧化碳具有比甲烷更强的吸附力，可置换出吸附于母岩的甲烷，从而提高天然气或煤层气产量，并实现部分二氧化碳的永久埋存。与常规水力压裂相比，二氧化碳干法加砂压裂增产效果显著，是水力压裂效果的 5 倍到 6倍，就像在致密油气藏储层修了一条清洁快车道，帮助地下油气资源尽快开采出来。 

 6、中石油物探技术 

 中石油以东方物探为物探技术的研发主体，潜心研发的新一代高密度宽方位地震勘探技术、低频地震激发技术、三维重磁电勘探技术（GME3D）、时频电磁勘探技术（TFEM）、
GeoEast-USP 非常规甜点地震预测等技术及软件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新一代高密度宽方位地震勘探技术 中石油东方物探历时 8 年研发的新一代高密度宽方位地震勘探技术创新成果通过专家鉴定，成果整体处于陆上地球物理勘探国际领先水平。东方物探针对复杂构造、底层岩性、碳酸盐岩和非常规储层四大领域的勘探开发需求，创新了高密度空间采样理念，在观测方法设计、可控震源高效采集、宽方位数据处理解释等方面取得重大创新，形成了以“高密度采样、多视角观测”为核心的新一代高密度宽方位地震勘探技术。“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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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方位”技术形成高密度宽方位采集观测技术，研制出高性能采集工程软件，成为全球三大主流软件之一，为复杂目标精确成像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形成可控震源高效采集技术，实现了采集日效由 200 炮提升至 1万炮以上，综合成本降低 50%；形成高密度宽方位数据专用处理技术，研制了国内首套具有百 TB 数据、千节点机群管控能力的处理软件，效率是同行的 3 倍，使复杂目标成像精度显著提高；创新形成高密度宽方位数据五维解释技术，全球率先推出五维解释商业软件，实现了解释技术的跨越，钻井成功率提高 15%至 40%。 

2）低频地震激发技术 东方物探“低频可控震源与低频地震勘探技术”项目荣获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地震资料中的低频信息是含油气的重要属性之一，对提高储层分辨率、全波场地震反演、改善深部成像及油气直接检测十分有效。低频震源信号有利于提高储层垂向分辨率，可直接检测油气，对提高深部成像质量十分有利，有助于在火成岩类的特殊地表获得更好的地下地质资料。东方物探自主研发的低频震源全流量下最低频率为 3 赫兹，可以接收到的低频地震信号达到 1.5 赫兹。这项技术可极大地提高地震波的频宽，有利于高精度成像，有利于实现直接利用地震波进行精确反演目标体的属性。在国内外 80 多个项目的应用效果表明：这项技术在解决盐下、沙漠腹地深部，以及有煤层和火成岩区屏蔽下的地质目标成像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地质效果，极大地提高了油藏属性预测技术的精度；得到油田公司的高度认可，推动了地球物理技术的进步。 

 3）东方物探三项科技成果 东方物探“三维重磁电勘探技术（GME3D）”“ 时 频 电 磁 勘 探 技 术 （ TFEM ） ” 和

“GeoEast-USP 非常规甜点地震预测软件”三项科技成果通过专家鉴定。 三维重磁电勘探技术(GME3D)为复杂区山前带黄土、砾石层研究、复杂区高陡构造建模和解释、盐下深层构造及复杂区速度建场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在复杂区三维重磁勘探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良好效果。时频电磁勘探技术（TFEM）首次提出可控源瞬变测深和频率测深的统一方法，在复杂断块圈闭、岩性圈闭、低幅度圈闭、复杂盐下圈闭等区域探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国内外项目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GeoEast-USP 非常规甜点地震预测软件填补了国内非常规甜点地震预测软件的空白，为非常规技术集成配套提供了有形化载体，具有多数据源、一体化数据管理、插件式管理及三维可视化等特点，能够满足中国非常规油气甜点地震预测需求，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7、中石油成像测井技术 

2016 年 7 月，中石油宣布由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重大专项——油气测井重大技术与装备，在北京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等三部委组织的验收。作为新一代技术，成像测井可以将沿井壁或井周的地层信息以三维电子图像的方式直观显示出来，比以往的曲线表达方式更精准、更直观、更方便，是当今国际测井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该技术长期为国际大服务公司垄断。中国石油成功研发 EILog 快速成像测井技术成套装备，包括微电阻率扫描成像测井、远探测反射波声波测井等系列化成像测井装备技术，并具有实时快速采集处理和远程传输能力，能够清晰显现深达数千米的地下油气层图像。 

EILog 成像测井装备全面国产化，引领测井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我国油气勘探开发，作业服务占中国石油成像测井工作量的 70％；在长庆油田大幅提高了特低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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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测井解释符合率，为“西部大庆”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评审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石油测井公司联合国内 43 家优势研究力量，协同创新，联合攻关，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测井成套产品，既满足了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需要，又打破了国外公司对测井高端市场的垄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提高了我国测井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8、中石油旋转导向钻井技术 

 2016 年 7 月，中石油宣布旗下辽河油田天意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D－Guider 旋转导向钻井系统，该系统通过与随钻测量技术、井下控制技术相配合，对井下测量信息做到实时反馈，进而在井下实现自动调节导向工具。这不仅使调整井斜和方位更加灵活，提高轨迹控制精度，而且使钻井速度与钻井安全性得到有力保障，实现钻井效率和开发效益双提升。旋转导向钻井系统是目前国际最新开发的先进钻井导向设备，是集机、电、液、信息于一体的石油钻井领域前沿技术，代表了当今世界钻井装备发展的最高水平。目前，国内旋转导向钻井系统主要应用于石油钻探大位移井、水平井、丛式井作业。由于技术壁垒，外国公司只提供技术服务而不出售产品，市场份额被国际几个大型跨国石油装备公司垄断，且技术服务价格昂贵，严重制约了我国钻井导向技术的发展。相关专家介绍，D－Guider旋转导向钻井系统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满足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需要，而且打破了国外公司对定向井高端市场的垄断，将大大降低行业服务价格，大大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高了我国钻井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9、中石化非常规压裂微地震监测技术 中石化物探院 FracListener 微地震监测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具备从数据管理、速度建模、预

处理、事件快速识别、震源定位、质量监控、可视化显示，到资料解释的一体化软件功能，微地震监测资料处理结果质量经甲方鉴定，达到与国外先进的专业微地震服务公司相当的水平，并且在应用成本和计算时间上具有一定优势。 压裂微地震监测技术通过在井中或者地面布设地震波的采集设备，对储层中岩石裂缝被水力压开所产生的微小地震事件进行监测，再通过定位反演技术推算这些微地震事件所发生的位置、时间，以及岩石错动的类型和方向，结合地质认识获得地下人工缝网的动态发育过程。 

10、中石化页岩气开发技术 

 2016年 4月，由中石化江汉油田研究院独立承担的科研项目《涪陵区块页岩油气有效开发技术研究》，通过了中国石化科技部科研项目验收会的鉴定。《涪陵区块页岩油气有效开发技术研究》按照“精细描述是基础、优化部署是关键、科学试采是手段、有效开发是目的”的总体思路，以涪陵页岩气田生产实践为依托，系统开展了页岩精细描述技术研究，积极探索页岩气水平井分段压裂产能评价方法，攻关页岩气合理开发技术政策。 

 该项目自 2013 年 1 月启动以来，经过三年多的攻坚克难，取得了两项重大创新成果，创新形成了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层在宏观和微观上的 10 项关键地质参数的精细描述技术，明确了有利开发层段，指导了页岩气开发技术政策制定和差异化压裂设计，保证了页岩气井的高产。创新形成了中国南方复杂地表地质条件下页岩气开发技术政策，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页岩气田开发方案，实现了页岩气有效开发和商业开发，同时也实现了中石化页岩气开发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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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油公司民国时期的中油公司民国时期的中油公司民国时期的中油公司（（（（大观周刊大观周刊大观周刊大观周刊））））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司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产生、演进、转变、复兴、深化的过程。从 1904～1946 年，官方先后颁布了 4 部有关公司的重要政策法规。1946 年
4 月 12 日，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公司法。受这部公司法的影响，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成为新兴而重要的工业部门打下了基础。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规模、拥有的资本和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它一般公司远远不能相比的。   19 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日趋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充分具备的基础之上。而公司制度传人中国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没有确立，致使公司制度缺乏适宜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而公司内部组织制度及运行机制上的不成熟、不规范，也减弱了其发展壮大的生命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在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的石油工业才开始出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进入成熟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利用《马关条约》给予的特权，纷纷进入中国。在石油方面，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

德士古石油公司等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以前，由于中国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一直没有成立全国性的石油主管机构。“1914 年 3 月，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了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这是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不久被裁撤。”抗战胜利后，主管全国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先后接管了日本在东北、台湾等地建立的石油企业及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的石油运输储存机构和设备。对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资委会确定为两方面：
(1)有关立国基础之事业，规模宏大民资无力兴办者。(2)足以自力更生，盈余有把握，可解还政府者。抗战胜利后，资委会在机构改组的同时，对所属的工矿企业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资委会“最重要的方针，为走上企业化的大道。我们将斟酌情形，组织各种总公司或总管理处等机构”。调整的原则是：“尽量使较小之生产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位，以期管理调度，轻型集中”，“以企业化为准绳，尽可能采取公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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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资委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提出：“重大事业悉设公司，或为有限公司，或为股份有限公司，因事制宜，依法办理。”资委会隶属于行政院以后，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于 1946 年 6 月 1日创办了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石油公司。 最早提出创办中国石油公司的是资委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先生。翁文灏(1889～1971)，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官宦绅商人家。1908 年，他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进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4 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农商部等单位任教或工作。1916 年，他被任命为北平地质调查所矿产部部长，随后担任该所所长。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混乱的时期，地质调查所的经费无法得到保证，职工的薪金被拖欠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对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的局面，翁文灏以惨淡经营的毅力，率领全所人员对中国的地质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相继成立了地震、燃料、新生代等研究室，在多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 

1919 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矿产专著《中国矿产志略》，文章从地质学角度进行研究，明确提出在陆相侏罗纪地层中存在石油；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的测图》；他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学者；第一位科学系统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在石油方面，翁文灏首先提出“在中国的陆相地层中存在油矿”。在他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代所长时，他组织人员对中国的石油地质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调查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翁文灏在担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多次组织科研人员对全国的石油地

质进行勘察，足迹遍及西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地。20 世纪 30 年代在国外石油产品几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他力主开发甘肃玉门油矿，接办新疆独山子油矿，为中国的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在《经济建设概论》一文中提出：“石油宜充分开发，希望油料自给，战后年产汽油 400 万桶(约 50 万吨)。”与此同时，资委会制定了《石油工业建设计划概要》。《概要》对与外国石油公司开展合作，进一步开发西部油田，勘探开发新油田，在沿海地区布置炼油厂等作了规划。   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南京政府从竭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开始大力扶持国有经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从此进入国有大公司大发展的阶段。   1946 年 5 月 16 日，翁文灏获准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翁文灏随即全力以赴筹建中油公司。对此，行政院指令由资委会负责“开发经营中国石油事业，以期造成国家资本，巩固经济基础”。   中油公司的成立也是时代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管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台湾等地区的石油企业，这些企业亟待恢复生产；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大中城市的石油储藏和销售急需统一布局；年产 400 万桶(约 50 万吨)汽油的计划需要落实；新油田需要勘探开发；与外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需要谈判；大型油轮需要建造。   中油公司的成立也是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中国通过创办石油企业，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在适当的时间组建全国性的石油公司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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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公司成立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 1946年 4 月颁布了《公司法》，这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公司法。这部公司法的颁布是中国公司制度发展经济体系建立初现端倪的反映，体现了国内、国际公司制度变迁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它将此前历届政府有关公司的各种政策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修正，与世界范围内公司和公司法的发展趋势保持了同步和一致。抗战胜利后，中国工商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无论是公司的数量，还是公司组织的健全，都为公司法的完善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新的《公司法》十分有利于现有工矿企业的转制。这部公司法的颁布，特别是其中增设的“有限公司”内容，为中油公司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标志着中国公司制度建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过短期筹备，中油公司于 1946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成立，公司办公地点设在江西中路 131 号。根据这年 4 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公司名称定为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油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石油工业已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门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1、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中国境内石油矿及有关矿产的探勘、开采及经营。提炼石油，利用油页岩或天然煤气及人造油建立炼厂。运销石油及油产品。其它与本公司有关的业务。   2、公司设在上海。矿厂设在各矿区，炼厂设在炼油地点，办事处或运销机构设在运销中心。   3、公司资本额定为国币 300 亿元。其中资委会出资 294.5 亿，资委会冀北电力公司出资 5亿，资委会保险事务所出资 0.5亿。 

  以上三个出资方的代表分别是：资委会代表翁文灏、冀北电力公司代表孙越崎、资委会保险事务所代表吴兆洪。需要说明的是，资委会出资的部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资委会所属的甘肃油矿局、动力油料厂、四川油矿探勘处及台湾、东北的石油生产、储运企业的固定资产；一是资委会专拨法币 100 亿元；一是资委会向美国方面借款 500 万美元，折合国币 100亿元。   中油公司的职责是：负责经营管理全国石油事业，组织油田生产和原油炼制，对进口石油进行限额分配，统一定价(此项工作于
1947 年划归行政院输出入委员会管理)；经营进口油品，在中心城市建立营业所和其它销售机构，贯彻以油养油的方针；改善油田装备，提高钻井、采油、炼油等生产技术；成立石油化工研究所和油轮公司，组织恢复台湾和东北石油企业的生产。   中油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它的职能主要是编制预算、决算、盈亏分配，决定人事任免等。经推举，公司董事长由翁文灏担任，常务董事为吴兆洪、许本纯，董事：孙越崎、孙拯、王守竞、霍宝树，监察人张峻、季树农。   中油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开发、勘探、生产、运输、销售、器材供应、行业管理等职能为一体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石油公司。它当时管辖的单位有：甘青分公司、台湾油矿探勘处、高雄炼油厂、四川油矿探勘处、东北炼油厂、新竹研究所、嘉义溶剂厂、中国油轮公司(与招商局合办)。其中甘青分公司所属的油矿主要在玉门，这一时期，该公司已着手勘察甘肃酒泉附近的文殊山、大红圈、青草庵等处的油苗。台湾油矿探勘处的油田分布在矿坑、锦水、竹东、新营等处。四川油矿探勘处主要在江油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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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公司成立后制定了《战后石油工业建设初步实施计划》。在制定工作方针时，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状况。分析认为：甘肃“地处西陲，交通不便，须有日产万吨以上之油田，始能合乎大量生产之经济条件”，因而近期除视西北市场的需要而增加产量外，主要注意于油源的探勘，“油源确定即作大规模之开采”。四川虽已进行了 1 年的勘探工作，收效不大，但因仅打 4口探井，且天然气丰富，不能遽加肯定无油，应一面“将天然气尽量加以利用，一面仍进行探勘工作，以明究竟”。对于东北锦州、锦西的炼油厂，“视当地局势进行情形，逐步复工”。台湾虽然目前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不多，但“炼油厂规模甚大，拟购买外国原油，添配器材，分期复工，逐步增产。”由此可见，中油公司此时的工作方针是勘探、炼油、销售同时并举，不断发展的积极的工作方针。 

         在地质勘探方面，中油公司制订了两年勘探计划，明确甘肃、青海、四川、台湾为重点勘探区域。翁文灏认为：“西北为我国产油最有望区域，除玉门油矿已在开发外，其他值得探勘之地方甚多，正在次第测勘。四川方面虽经数年钻探，以经费支绌，机器不全，仅凿 4 井，天然气已产有相当数量，可资利用。此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事业之发展颇有把握，自当继续进行。本年钻探工作，注重隆昌、江油两地。台湾方面，已有 40 余年之历史，唯以方法陈旧，仅找到相当数量之天然气，与一小部分原油。收复后经勘查，先在台湾中部平原区着手开井钻探。” 

         为了尽快发现新的油田，中油公司将原有的勘探队伍不断扩大，并从美国购买先进的重力勘探设备。与此同时，中油公司还委托资委会矿产测勘处在四川、广西等省进行石油勘探工作；与中央工业研究所、中央地

质调查所联合组成科学考察队，调查新疆地区的石油资源。通过勘探，完成了一批调查报告，为下一步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台湾，中油公司一方面从公司探勘室选派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台湾整理日本人留下的地质资料，一方面安排西支勘探队到台湾，对苏澳、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进行了重力勘探。这两支勘探队在野外工作 426 天，勘探面积约
10200 平方公里，约占台湾全省面积的 1/3。通过勘探，取得了一批成果，确定了一些井位，为在台湾发展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产方面，中油公司一方面对玉门、台湾这些老油气田挖掘潜力。一方面在老油气田地区建设新井。建设新井时尽量使井距加大，以保全地下压力，使油井能够长期生产。   生产出来的原油主要通过甘肃玉门炼油厂、锦西的东北炼油厂、台湾高雄炼油厂进行提炼。对油产品的质量指标，已采用国际通行的统一标准。这一时期，中油公司鉴于上海是中国石油产品的最大市场，还从美国进口日加工 200 吨原油的两套炼油设备，在上海高桥筹建上海炼油厂。   对于生产出来的油产品，中油公司在沿江沿海 9 个省 20 个城市建立了储油所、储油库和加油站。其中最大的上海储油所位于黄浦江东岸的高桥地区，占地 393亩，有 16座储油池，总容量为 84746 公升。其它较大的储油所分别在南京浦口和下关、天津新河和塘沽、青岛大港、广州白蚬壳、汉江丹水、宜昌白沙脑、海南岛榆林、台湾基隆等地。储油所内设制听厂、制桶厂，以方便油产品的运输和使用。   在销售方面，中油公司专门成立了油料分配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负责分配、销售本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的油产品，而且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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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进口的油产品实施管制。在此之前，中国的石油市场长期被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英国亚细亚公司(后合并改组为英荷壳牌公司)、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三家外国石油公司垄断，即所谓“三油公司”。美孚的产品品牌是老牌、虎牌、鹰牌，亚细亚的产品品牌是壳牌、鱼牌、僧帽牌，德士古的产品品牌是红星牌、幸福牌等。抗战爆发以前，“三油公司”的产品约占中国石油市场的 90％。其中美孚占
45％，亚细亚占 35％，德士古占 1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石油公司被日本侵略军征用掠夺。抗战胜利后，“三油公司”卷土重来，通过采取低价销售等手段，依旧垄断着中国的石油市场。中油公司成立后，很快在国内市场上与“三油公司”并驾齐驱，四分天下有其一。   为了在沿海沿江地区运输油料，加强自运能力，中油公司与招商局合资，1947 年 2月 1日组建了中国油轮公司，拥有 24艘油轮，总吨位 65000 多吨。其中最大的永灏号油轮的吨位为 10383 吨。这些油轮大部分是从美国购买的，有几艘是从台湾高雄附近海域打捞出来的在二战期间被盟军炸沉的日本油轮。油轮公司的成立不仅大大降低了中油公司的运输成本，缩短了装卸时间，而且带有恢复中国内河航运主权形象的政治意义。   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石油公司与美孚公司、德士古公司、亚细亚公司组成联合调查团，对甘肃、青海省约 9000 平方公里面积进行物理勘探，以摸清该地区的石油分布和储量。1947 年秋，中油公司还邀请英国地质学家斯屈朗(M.W.Strong，中文名字为宋迈田)对四川的石油分布进行调查。   中油公司成立以后，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了营业机构，既销售国产油品，同时也销售进口油品。这一时期，中油公司在上海、南京、浦口、汉口、天津、青岛、基

隆、广州设立了 8 处储油所，正在兴建的还有宜昌、重庆、高雄、葫芦岛、兰州、沈阳等几处储油所。到 1947 年底，“各储油所之总储量可扩充至 6100 万加仑，约相当于全国两个月之用油量。……约等于外商储油容量四分之一。”中油公司还一度对外国在华石油公司的销售实行限额管理，规定进口数额、交货地点、销售价格等。由此可见，中油公司在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内部组织管理机构已具有大托拉斯公司的特点，形成了规模优势，基本实现了对中国石油工业全行业的完全控制。   截至 1948 年底，中油公司已有 13578 名职工。其中职员 1433 名，技术人员 685 名，技术工人 4499 名，普通工人 6961 名。全国绝大多数石油企业都在中油公司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之下。在中油公司的示范下，有限公司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尽管由于当时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到 1949 年时，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有工矿企业中大约 50％以上采用了公司组织。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以及军事上的迅速失败，中油公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全国解放时，中油公司少部分员工迁往台湾，绝大部分员工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尽管中油公司成立后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动荡不安，但该公司还是在困境中有所发展，显示出有限公司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 中油公司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全行业的重工业有限公司，它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企业制度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公司成立后，有效地把全国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石油产品的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规模，改善了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中油公司尚未做到产权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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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全国范围内全行业的有限公司之一。它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和方针。它把国内的石油企业统合起来，统筹调度生产、运输资源，通盘规划销售市场，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发展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企业的经营方式由分散经营发展为集团化经营。 虽然中油公司存在的时间不长，组织也不够完善，但它在与外国公司开展竞争，促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抗战胜利后，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和英国的亚细亚公司重返中国，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建立分公司和销售处，形成了销售网络。抗战胜利初期，仅德士古公司天津分公司就向美国汇寄了 7000 多万美元的利润。中油公司的成立增加了民族企业与洋货和外资在华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了竞争规格。资金相对雄厚使企业有能力更新设备，购置先进的生产机械和聘用较多较好的科技人员。通过公司这个组织形式，推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加速石油工业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历史证明，凡是符合客观规律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事物，就是有生命力的。现代公司制度即是这样一种事物。作为一种先进的企业制度，公司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配合，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中国，它代表了企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向，终将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都有它时代的痕迹和历史局限，中油公司也不例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以及保障他们

的社会制度、精神和习惯的现代化。公司制度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抗战胜利后，以翁文灏为首的一批社会精英通过组建中国石油公司，使公司制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实施。在近代中国公司制度艰难的演进历程中，中油公司既是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为当今的中国公司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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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天然气资源掠影加拿大天然气资源掠影加拿大天然气资源掠影加拿大天然气资源掠影（（（（北美油气资讯北美油气资讯北美油气资讯北美油气资讯）））） 

 北美大陆实在是一个好地方，不仅左右两边都有海洋护驾，而且自然资源丰富，地下油气充足。它的天然气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个是美国东南部，从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湾向东北，一直延伸到新英格兰和五大湖区；另一个是加拿大西部、西北部，从阿尔伯塔省南部，向西北沿着卑诗省，直达到西北特区和育空特区；再一个是大西洋北部沿岸，环绕着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呈半圆状天然气带。三大天然气储藏带，加拿大基本占据了两个。 

 

 北美天然气储藏分布图 

 加拿大所占据的两大天然气分布带，贮藏着各种形式的天然气。天然气包括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前者指储藏在常规油气藏中的天然气，后者则指储藏于泥页岩、煤层等非常规储气层中的天然气，如页岩气、致密气、煤层气等。就化学和物理特性来说，页岩气与致密气没什么区别，两者都储集于岩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存在。它们的区别，主要是所处岩层的渗透率不同，致密气储集层的渗透率在 0.1 毫达西以下，而页岩气储集层的渗透率则在 1 微达西以下（1 毫达西等于 1000微达西）。从油气藏分布示意图来看，页岩气层往往比致密气层更深一些。至于煤层气，贮存于煤层及其附近的岩层之中，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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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藏分布示意图 

 截至 2015 年，在已经探明的加拿大天然气储量中，常规天然气共计 83 万亿立方英尺，其中西部沉积盆地占 74 万亿，其他地方占 9 万亿；致密气 530 万亿立方英尺，煤层气（Coalbed Methane）
35 万亿立方英尺，页岩气 222 万亿立方英尺，北极边境（Frontier）天然气 223 万亿立方英尺，已经开采的天然气共计 202 万亿立方英尺。据此，加拿大尚待开发的天然气储量，应在 1093 万亿立方英尺。 

 加拿大天然气资源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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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天然气储量水平示意图 

 不同机构给出的储量评估，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在 2015 年《石油与天然气》杂志所做的统计中，加拿大天然气以 1.99 万亿立方米（约等于 70.28 万亿立方英尺），排在第 15 位左右。这里统计的显然是常规天然气储量。在这份储量统计表中，俄罗斯天然气储量为 47.77685 万亿立方米，伊朗天然气储量为 33.99911 万亿立方米，美国天然气储量为 10.43432 万亿立方米，委内瑞拉天然气储量为 5.61356 万亿立方米，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为 5.10787 万亿立方米，阿尔及利亚天然气储量为 4.50123万亿立方米。与它们相比，加拿大天然气储量可谓“小巫见大巫”。 

  不过，如果论非常规天然气，尤其页岩气，加拿大的排名就比较靠前了。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评估，加拿大可能拥有 2413万亿立方英尺页岩气储量，其中 573万亿（即下图中的 16.22万亿立方米，与上图相对照，此处页岩气似指上图中的致密气）可进行技术可采。这个储量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 5位。中国以 31.55万亿立方米储量排在第一位。 

 

 世界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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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常规天然气主要集中于西部沉积盆地，其中仅阿尔伯塔省，就拥有 32多万亿储藏量，占全国总量的 38.56%；其次是卑诗、萨斯喀彻温等省。卑诗省不怎么产石油，所以对阿尔伯塔省倡议的输油管道建议，完全不积极，但是对于天然气开发的热情，则不输于阿尔伯塔。今年 3 月，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卑诗省、育空特区和西北特区交汇处的莱德尔盆地，又发现了储量高达
219 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田，并有望成为世界第九大天然气田，能满足加拿大 70 年的天然气消费。东部沿海各省，如新斯科舍、新布伦瑞克等，也有少部分的常规天然气储量。 

  加拿大的非常规天然气，同样集中于西部沉积盆地。阿尔伯塔省、阿尔伯塔与卑诗省交界处、西北特区北部的地下，几乎就是一片连绵不断的“非常规天然气海”。在卑诗省和西北特区的霍恩河（Horn River）、科尔多瓦（Cordova）、利亚德（Liard）等地，贮藏着 1237.8 万亿立方英尺页岩气；在阿尔伯塔的深部盆地，贮藏着 987.1 万亿立方英尺页岩气；在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储藏着 16 万亿立方英尺页岩气。这三个地方的页岩气储量加起来，占加拿大页岩气总储量的
92.86%。相比之下，东部魁北克和新斯科舍地下的那点页岩气储量，就不值一提了。 

 
 如果放在十几年前，加拿大天然气开发是没有前途的。其常规天然气不过 83万亿立方英尺，每年的开采量却在 6 万亿立方英尺以上，满打满算，也只能维持十几年。至于页岩气、致密气，虽然储量十分诱人，但是皆被深深埋藏于地下，根本没有办法提取，大家只能“望气兴叹”。不过，最近十多年，随着“页岩气革命”的到来，页岩气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为加拿大天然气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加拿大干天然气（dry gas）产量，始终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于世界第三位。2015 年，如果按天然气总生产量，加拿大以 1635.3 亿立方米，排在世界第五位。加拿大天然气行业发展到这个份上，主要就是拜“页岩气革命”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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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PONSORSPONSORSPONSOR    

WWW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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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