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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Series 《《《《Horse》》》》chapter 12 

(Steven Neu) 

 

 

 

 

 

 

 

Mah got a telegram from Lin’s mom, 

“Please come. Important matter to discuss.”  

     Mah showed the telegram to me. “What 

do you think?” he asked. 

     “I don’t know,” I said, but I had very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door of tragedy was 

opening to Mah, and he was walking 

towards it. I didn’t say this to Mah because 

it was just a feeling I had. 

      I accompanied him to the train station to 

say goodbye. 

      “I wish you…good luck, my friend!” I 

said. 

     After the train left, I was lingering 

around the station for a long time until it got 

dark. My heart was soaked in endless 

sadness. I knew the sadness was not only for 

Mah, but also for me. In this country, both 

Mah and I were like leaves being blown 

around by the wind. We flew wherever the 

wind carried us. We had no control over our 

future.  

      Two days later, when Mah walked into 

Lin’s parents’ house in Beijing, he received 

a very warm welcome. He was politely 

invited to sit beside a table with delicious 

food on it. He noticed that a bottle of 

expensive wine was open. He saw an entire 

grilled duck lying on a big dish. The eyes 

the duck were closed, but the mouth was 

open. It seemed to smile and cry at the same 

time.   

     Mah had an uneasy feeling.   

     Lin’s mom invited Mah to eat and drink. 

Mah shook his head and refused.   

     “Okay! Then I will get to the point,” 

Lin’s mom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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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 learned about everything. He was 

as silent as a chunk of stone while Lin’s 

mom was talking. 

     Seeing Mah have no reaction, Lin’s mom 

started to cry. 

     “Mah! You grew up in a very poor, harsh 

environment, so you have been tempered by 

you past. You don’t even care about 

working and living in Tibet, the worst place 

in China. However, my daughter Lin is 

totally different. We took good care of her 

until she went to university. She has never 

suffered even a little bit of frustration in her 

life. She doesn’t know what real life is like. 

You can’t guarantee her a happy life in 

Tibet. Mah, if you really love my daughter, 

you should leave her alone. Please let my 

daughter off your hook. I am begging you! 

Please! I am kneeling down before you to 

beg for your mercy, for me, and for my 

daughter.” 

     Lin’s mom sobbed terribly as she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Mah. 

     Mah panicked. He tried to pull Lin’s 

mom up, but she persisted.  

     Mah was sweating heavily. He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her, too.  

     “I am begging you. Lin and I love each 

other deeply. You know this. She is my life. 

She is my whole life.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Lin. I’m 

sorry. I must marry her,” Mah said, firmly.  

     He stood up and walked towards the 

door.  

     “Wait!” Mah heard a sharp, piercing 

scream, as if it was from hell. Mah stopped 

and turned around. He saw Lin’s mom 

holding a small vial of green liquid in her 

hand. 

     “I knew it! I knew it!  You are so 

desperate to catch my daughter. You are 

only thinking of yourself. Have you have 

ever considered her life? This is ugly, 

unforgivable, and bloody selfish.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Mah. Only a mother will give 

her heart even her life for her child. I told 

you before. I will commit a suicide if you 

marry my daughter. I will keep my promise. 

Mah, open your eyes, and watch what I’m 

doing!”  

     Lin’s mom raised her head, and chugged 

the green liquid. She swallowed it without 

flinching.    

     Lin’s dad was scared to death when he 

saw this. He dropped down and sat on the 

floor.  

     “Mah! That is rat poison. Hurry up! Take 

her to hospital! God! God! Save her! If she 

dies - I die!” Lin’s dad groa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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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 rushed over to Lin’s mom, grabbed 

her arms, and carried her on his back.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to the hospital… 

     Lin’s mom was saved. She lay in the bed 

silently and refused to talk, eat, drink, or 

even open her eyes. The doctor warned that 

she might try to kill herself again. He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one relative stay with 

her around the clock for the first a few days 

until she was stable.   

     Lin’s dad said he would watch over her 

the first night. He sat beside her bed, looking 

at her pale face. She looked like a dead 

person. He was sniffling. He knew his wife. 

She wouldn’t give up until she got her way.  

     Lin’s dad was up all night, thinking about 

his wife, his daughter and Mah. He liked 

Mah. He believed Mah was a responsible 

man and his daughter would be happy if she 

married him. But, what could he do? Why 

was Mah born to such a miserable family? 

Why didn’t Mah have the ability to bring 

Lin back to Beijing? Why…? Why…? 

Why…? 

     It was dark outside. A persistent rain and 

wind seemed to make the night longer.  

    Mah sat on a bench outside of the ward. 

He couldn’t sleep. He was cold. He felt sick 

and almost collapsed. On the train coming, 

Mah thought he had considered every 

possible scenario, but he did not expect 

Lin’s mom would try to kill herself. He 

thought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she conceded. He thought the love between 

him and Lin was strong enough to overcome 

anything. 

     Now, Mah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 tall, 

thick wall between him and Lin. Mah could 

not climb over it, because Lin’s mom 

guarded it with her life. 

    Yes, if Mah asked, Lin would marry him. 

Mah was very confident and sure of this.  

     But… 

     Could Mah marry Lin at the cost of her 

mom’s life?  

     No!  

    It is time… It is time to give up! For the 

sake of Lin’s mom… For the sake of Lin’s 

future!  

    Mah heard this in his heart, over and over. 

     Bile flowed into his throat. He could taste 

rusty steel. He wanted to vomit, but he 

couldn’t. He hadn’t eaten anything al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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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head dropped to his knees. He covered 

his face with his hands.  

     Mom! Mom! Where are you? I want to 

talk to you. Your 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Please come! Please! Hold me in your arms. 

Comfort me! 

      Mah burst into tears. 

     The long, dark night had finally passed. 

Dawn was near, but Mah’s suffering had just 

begun.  

     He stood up from the bench. Staggering 

as if he was drunk, he walked into the ward 

towards Lin’s mom.  

     “I promise you to leave Lin alone,” he 

said.  

     Lin’s mom opened her eyes and looked at 

Mah suspiciously, her hair was dishevelled, 

and her lips chapped.  

     “Then write me a guarantee,” she said.  

     Mah’s heart skipped a beat. He clenched 

his teeth and his lips quivered. He was 

shaking like crazy.  

     “Okay! I will do as you ask.” He tore a 

piece of cloth off of his white shirt. He bit 

his right forefinger, and wrote with his blood 

on the cloth. 

     Lin, my love has run out. Mah. 

     His tears dropped on these red words and 

they became fuzzy.   

     Mah handed the piece of cloth to Lin’s 

mom. She looked at it carefully and then 

grabbed it tightly in her hand. She closed her 

eyes again. Tears flowed down her pale 

face. 

     Mah staggered out of the hospital and 

wandered through the streets. He looked 

blankly at people bustling around him. They 

didn’t know Mah. Mah didn’t know them. 

He had lost everything. He was absolutely 

alone in the world now. 

     It was getting dark. Mah realized he 

should go back to the seismic company. He 

bought a ticket and got on the train. He felt 

like he was surrounded by flames and was 

sweating heavily, but inside he was 

swimming in an ocean of ice. He was sick, 

very sick. 

 

 

 

     Before Mah completely lost 

consciousness, he jotted down my name and 

the seismic company’s address, and asked a 

train attendant to send me a telegram.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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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nted.  When the train stopped at the next 

station, he was taken to hospital. 

     A few days later, the train arrived at the 

final station. The train attendant sent me a 

telegram.  

     When I got the telegram, I knew my 

intuition was right. I immediately asked to 

take time off work and caught a train to the 

hospital.  

     Three days later, I saw Mah and couldn’t 

believe my eyes. 

     Mah’s body had totally changed. It 

seemed like all of his muscles had 

disappeared. He looked like a skeleton with 

a thin skin covering on it. His eyes were 

bulging. His hair and beard were like dry, 

dirty grass.  A bird or hen would be very 

happy to use them to build a nest. 

     Mah lay down on the long bench just 

outside the ward. When he saw me, he 

laughed. For him, it was a real, sincere, and 

happy laugh. But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horrible laugh I had ever heard in my life.  

     I wanted to ask him. “Mah, are you from 

hell?” I tried to open my mouth several 

times, but no words came out. I felt like 

there was bitter bile plugging my throat.  

     Mah stood up, swaying. He grabbed my 

arms. 

     “Find me a restaurant!” he groaned.  

     There was a restaurant near the hospital. 

But Mah could hardly walk without my 

help. His body was as soft as a noodle. 

     When we walked into the restaurant, Mah 

sniffed the air like a dog and his body shook 

with anticipation. “Hurry up! Order! 

Quicker! More! Wait! Booze,” he 

commanded. 

     When the food and liquor came, Mah ate 

and drank without stopping for breath, as if 

he was a wolf, a tiger, and a lion in one. The 

waiter was shocked by the way Mah was 

eating and drinking.  

     “Does this gentleman need help?” the 

waiter asked me. He didn’t dare ask Mah but 

whispered it to me. Obviously he felt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Mah.  

    Is this guy… a mental patient? 

     “Leave him alone. He doesn’t need help 

to chew his food for him. He would kill you 

if you did that,” I joked. 

     The poor waiter blinked his eyes, and 

walked away even more confused. Now, he 

probably thought I was a mental patient, too. 

     Mah ate all the food, and drank the entire 

bottle of booze. He leant on the back of the 

chair, closed his eyes, and sighed with 

pleasure. 

     “Are you full?” he asked me, with his 

eyes still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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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I full? What a stupid question! I 

didn’t even have a bite, or take a sip of 

anything!  

     “Yup! I’m full,” I said. 

     “Good! I need to take a shower.” 

     “Okay! Let’s go then! I will find you a 

public shower room.” I walked over to help 

him up.  

    When he was taking a shower, I noticed 

pus oozing from his wound.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demanded. 

     That night, Mah was hospitalized; the 

doctors performed an emergency operation. 

After being in a coma for two days, he woke 

up to a big problem. Mah had given them all 

money he had, but he still owed them a large 

sum. Mah explained to the hospital he had 

sent his employer a telegram. Money would 

come soon. A week passed, the hospital 

started to doubt him. They stopped his 

treatment and asked him to leave.   

     Mah did not argue. He left the ward, but 

he did not want to leave the hospital. He lay 

down on the long bench outside the ward.  

    When Mah was a child, he saw too many 

people die on the road. Their corpses were 

torn to pieces by hungry stray dogs. Those 

tragic scenes were etched in his mind. He 

was so afraid that nobody would take care of 

his body if he died outside. In the hospital, 

at least, he believed they would cremate his 

corpse. 

     Suddenly, I understood why Mah bought 

and cremated Chick’s corpse.  

     “So, you haven’t eaten since the day they 

threw you out? My God! Are you sure you 

aren’t a ghost?” I asked.  

     Mah shook his head. “A grandma who 

works for the hospital had mercy on me. Her 

job is to deliver food to the patients. She 

reserved a small portion from the other 

orders and gave it to me every day. Yes, I 

guess I would be a ghost if it wasn’t for 

grandma,” he said, smiling. 

    “You got food every day? Why did you 

inhale the food like that in the restaurant 

then?” I asked. 

     “Well!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grandma… She hasn’t shown up for 

three days. I have only had water these 

days.” 

     Living on water for three days!? 

     I looked at Mah square in the eyes. When 

I was a child, my mom told me a human 

could not find his or her images in the eyes 

of a ghost because a ghost doesn’t have a 

solid body. Thank God. I saw my image in 

the pupil of Mah’s eyes. 

     “What?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eyes?” Mah as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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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just wanted to confirm that I 

wasn’t talking to a ghost,” I said.  

    Mah laughed. I wanted to laugh with him 

but I couldn’t.   

    “You were a beggar when you were a 

child. Have you thought about begging 

again - I mean temporarily?” I asked after a 

while. I felt bitter bile coming to my throat 

again.   

     “Ya! When I was as hungry as hell last 

night, I went out and I tried to beg on the 

street, but I …I just couldn’t fucking speak.” 

     Silence.  

     “Mah, you did the right thing. As a man, 

you shouldn’t beg! Never, ever!” 

     Mah nodded.  

     “How much money have you brought 

with you? I owe the hospital a lot. You 

should pay them first. I also need you to 

leave me some money. I have to stay here 

for a few days. I must see grandma and 

thank her, face to face. You can go back to 

the company now if you want,” he said. 

     “What? I can go back to the company 

now?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Don’t you know your cut is infected? That is 

pretty dangerous. You have to go back to the 

hospital now. I won’t leave you alone until 

you’re completely recovered. Don’t worry 

about money. The money I brought with me 

can last you a lifetime. Do you understand 

me?” I yelled. I was a little bit offended. 

     “Okay! Okay! Sorry! I didn’t mean it,” 

Mah said, blinking his eyes.  

     I sent Mah back to the hospital. 

    After he had stayed there for another three 

weeks, the doctor told him he could leave. 

He joked that Mah was as strong as a horse, 

now.  

    Grandma still hadn’t shown up. Mah 

rented a room near the hospital. He said he 

would not go back to the seismic company 

until he saw grandma.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every day to check if she was there.  

     After another two weeks, grandma finally 

showed up. She had been sick, too. Mah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her until his 

forehead touched the ground. 

     “I don’t have a mom. Please allow me to 

call you mom!” he said, whimpering.  

     “Mom, thank you for saving my life.” He 

stood up, handed her 200 dollars, and 

quickly ran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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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Mah and I were waiting for 

grandma, Lin went to the seismic company. 

She waited for Mah for two weeks. She 

could not wait any longer, and returned to 

Lhasa. 

    This was fate!  

    When Mah and I returned to the company, 

we went to see Captain Ding right away. He 

stormed about his office, leaping up and 

down, and yelled at us, sputtering. 

    I heard nothing except for hundreds of 

“fucking this or that” from his mouth.  

    I felt sorry. There were not many 

undergraduates in the company. Mah and I 

had left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It was 

too long for Captain Ding to cover for us. 

He had his boss to answer to.  

     Mah and I dropped our heads and 

listened to his yelling, in silence.   

     Captain Ding finally calmed down. He 

sat there smoking, and frowned. 

     I winked at Mah, and asked, “Captain 

Ding, can we leave now?” 

     “Wait a sec!” Captain Ding said as he 

opened a drawer, and grabbed a wad of 

telegrams and a parcel. He handed them to 

Mah.  

     “These are from your girlfriend. We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her every day 

before she came here herself. She could not 

wait for you any longer. She left just before 

you guys came back. She said she doesn’t 

believe you. She wants you to go to Lhasa 

right away to talk to her. Mah, what the fuck 

have you done to your girlfriend?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dying,” Captain Ding 

said.   

    Mah opened the parcel. He saw the piece 

of white cloth with his blood and tears on it. 

    Lin, my love has run out. Mah.     

    Mah stood there and his body wobbled. 

There was something coming up his throat. 

He covered his mouth with the piece of 

cloth. I saw drops of blood come out of the 

corner of his mouth.  He cleaned his lips 

with the cloth and threw it into the garbage 

can.  

     He left Captain Ding’s office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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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的美国版的美国版的美国版的““““长庆油田长庆油田长庆油田长庆油田”””” (石油石油石油石油圈圈圈圈) 

 当今世上有这么一座油田，它让国际油价复苏无力、让沙特寝食难安、让中国暗自羡慕。再过几年，中国所有油田的年产量加起来，可能都敌不过它。它甚至可能引爆一场新的能源革命、导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它就是当今全球最逆天的油田，美国版的“长庆油田”——二叠纪盆地（Permian Basin）。 

2017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来到伊拉克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他声称，美军来伊拉克不是为了抢夺石油。此言一出，世界一片哗然。因为每个人都清晰地记得，当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电视新闻上刷屏的日子。无数人都认定，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借“剿灭恐怖分子”的理由掠夺中东石油。 

 为石油也罢，不为石油也罢，颇令人怀疑的是，如果美国没有“二叠纪油田”，吉姆·马蒂斯是否还有底气说出这种话。如果说石油是一种“武器”，那么二叠纪油田绝对称得上“核武器”。何谓“二叠纪”？ 没有学过地质学，一定会觉得“二叠纪”这个名字陌生又拗口。“二叠纪”，英文叫 Permian period，是地质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特指一个地质时期。简单来讲，2.5~2.99 亿年前这段时期，就叫二叠纪。有研究资料显示，在二叠纪末期，发生了一场大的生物灭绝事件，有 90%以上的海洋生物遭遇灭顶之灾。至于这些生物为何灭绝，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海平面下降，有人说是因为行星撞地球。 不过你不用为这些生物的灭绝感到惋惜，因为它们死后生烃，在经历了 2 亿年的沧海桑田之后化身成石油天然气，为 2亿年后的能（油）源（价）革（大）命（跌）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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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红圈处即为美国二叠纪盆地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的东南部有一个大型沉积盆地，这个盆地中形成于二叠纪时期的岩石沉积是世界上最厚的二叠纪沉积之一，所以这个盆地被称为“二叠纪盆地（Permian 

Basin）”。二叠纪盆地面积约 19万平方千米，和中国河北省的面积相当。 美国二叠纪盆地的地貌看起来略显荒凉，一片戈壁、沙漠的景象，但其地下却埋藏着惊人的油气资源。这一盆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石油生产历史已近百年之久，但这座油田非但没有枯竭，在近年来反而出现了产量大爆发，连 2014~2016 年的油价暴跌也没有击垮这座油田。这座油田对低油价惊人的抵抗力正在预示，不仅仅是石油工业，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未来可能都将因其发生变化。让二叠纪盆地焕发第二春的，正是人们所熟知的美国页岩革命。页岩油、页岩气，石油界整天被美国页岩的新闻刷屏，那改变了世界的页岩究竟长啥样呢？ 

 二叠纪盆地著名的 Wolfcamp层系的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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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图里面夹杂在黄色砂岩里面的黑色岩石，就是二叠纪盆地著名的 Wolfcamp 层的页岩，一堆引爆了近年来全球油价大震荡的石头。 

Wolfcamp 是二叠纪最老的地层，也是二叠纪油田著名的石油产层。中国中化集团在 2013 年，就曾以 17亿美元入股二叠纪 Wolfcamp页岩项目。1920 年，在二叠纪盆地首次发现了石油，三年之后，一口叫 Santa Rita No. 1 的井喷出工业油流，拉开了二叠纪盆地石油繁荣的序幕。 在上世纪 70 年代，二叠纪盆地的石油产量达到高峰，年产量达到 7.4亿桶（约合 1 亿吨），这一产量几乎是大庆油田巅峰时期的两倍。二叠纪盆地迄今为止已生产石油超过 290 亿桶、天然气 75万亿立方英尺。但从 70 年代起，美国石油产量达到峰值，随后逐年下降，二叠纪盆地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中东发现的石油越来越多，世界石油产量中心也因此从美洲转移到中东，西方国家同中东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在二叠纪盆地那些因油而起、因油而衰的小城中，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苍天啊，再赐我一座大油田吧，这回我保证不乱整了。”终于，人们的祈祷应验了。一个本来应该老化、产量递减、含水率激增的油田，突然产量出现激增。 

 二叠纪盆地过去 40 年石油日产量变化 

2005 年后，因为页岩革命，美国石油产业迎来了第二春，二叠纪盆地也赶上了春风，石油产量迅速回到了其上世纪 70 年代的巅峰水平。不过人们随后发现，二叠纪盆地带来的远不止“产量回升”这么简单。国际油价是跌回 30 美元/桶，还是向 70 美元/桶挺进，美国页岩油敢不敢怼中东，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二叠纪盆地之上。 美国页岩油虽然产量大，但其高昂的开采成本也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也一度认为，以沙特为首的
OPEC 国家，利用页岩油成本高这一劣势，曾试图通过增加石油产量压低石油价格来打击页岩油的发展。美沙两国的“石油大战”，直到今天似乎都没有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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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暴跌之后，美国页岩油产业也的确遭受到重大打击，一大堆页岩油公司亏损、裁员、倒闭，页岩油产量出现下降。但在美国几大页岩油产区之中，却有一个地方产量依旧平稳坚挺，没有被打垮。没错，它就是二叠纪盆地。 

 美国四大页岩产区中，二叠纪盆地是唯一产量保持增长的页岩产区 从 2016年年中开始，国际油价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美国活跃石油钻机数开始增长，石油产量回升。到 2017年年初，以哈里伯顿为代表的部分油田服务商，甚至扭转裁员局势，开始了招聘。当年因为石油产量下降而萧条的二叠纪小城 Miland，如今也因为页岩革命的爆发再次繁荣起来。因为二叠纪盆地石油业的再度蓬勃，一场美国版的“西部大开发”开始上演。 在油价 50 美元/桶的当下，与其说石油行业在回暖，不如说是美国二叠纪盆地在回暖。目前石油钻探作业的增加，大部分都集中在二叠纪盆地，产量回升也是在二叠纪盆地，石油行业就业率增长，主要也是在二叠纪盆地。除二叠纪盆地以外的大部分油田，如今仍然苦不堪言。目前全球石油行业的复苏，看起来更像是二叠纪盆地的独角戏。 在全球石油开采业一片狼藉之时，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却愈加活跃，这一油田究竟有什么魔力？ 二叠纪盆地能够如此坚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超低的页岩油开采成本。能源咨询公司 Rystad 

Energy的研究结果显示，二叠纪油田 2016年的盈亏平衡点在 40美元/桶以下。 还有页岩开采商称，在二叠纪盆地的 Delaware 和 Midland，很多区块开发成本不到 30 美元/桶。页岩油属于非常规石油，开采成本高昂，那二叠纪盆地页岩油的开采成本为何如此之低，甚至是低于一些常规油田呢？ 除了水平井、水力压裂技术的持续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能如此火爆，这其中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地质优势，二是基础设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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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成本低的最大原因是地质条件好，比如埋藏深度浅，3000ft 的深度就已经有不少区块可以在二叠纪地层大展拳脚了。合算成公制单位才不到 1000 米。同国内四川页岩气动辄三四千米的埋藏深度相比，这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二叠纪的地层厚，目标层密密麻麻，最多可以划分成 10-15层，甚至更多，这样整体开发方面占有不少优势。 

 像千层饼一样的二叠纪油田（图片来自 tarka） 

 在二叠纪盆地中，石油储层就像千层饼一样层层堆栈，打一口直井就能够穿透多个储层。所以钻采效率奇高，这使得每桶油的盈亏平衡价格大大低于其他地区。其次，二叠纪盆地石油勘探开发历史近 100 年，人员、技术、资金、和法律法规方面沉淀了很悠久的历史。比方说，早期的勘探是二叠纪地层的砂岩，现在勘探的是石炭纪的页岩、灰岩，这样很多区块本身买卖的地价就可能会便宜，地面上的基础设施包括老旧的井都有可能被二次利用，外加整个二叠纪盆地的小型服务公司多，这都对控制成本有重要的意义。 

 二叠纪盆地是全美油气管网最密集的两个地方之一（图片来源 pipeline101） 



《流》第 14 期  Page 55 

 

有悠久的石油工业历史，二叠纪盆地有着完善的油气管网系统，离美国石油的消费库存中心也近，周围的石油设备生产商也多。并且这一地区气候温暖，一年 365 天，天天都可以打井采油。这一系列的原因都使得该地区石油生产成本更低。 最后一点是，德州土地都是私有财产，甚至不少区块本身就是 UT Austin 的财产，所以在环保压力方面比其他州多是联邦政府的土地要好得多。奥巴马、希拉里政权多次强调要对国有土地出租给石油公司课以重税。特朗普上台后，银行方面的很多政策可能放宽，包括环保压力会进一步降低。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让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有了极强的低成本竞争力。据统计，美国 2016全年增加了 250 口井，其中 154 口都来自二叠纪盆地，占比高达 60%。美国石油行业的回暖，实质上主要是二叠纪盆地的回暖。 在 201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第一次页岩油革命爆发，让国际油价暴跌不止。而油价之痛还未完全过去之时，有不少人士预测，第二次页岩革命已在酝酿之中。而第二次页岩革命的根据地，就是二叠纪盆地。目前，在沙特、俄罗斯等国积极减产石油之时，二叠纪盆地却呈现持续增产的状态！二叠纪盆地和沙特、俄罗斯的对峙，会把低迷的国际油价带向何方，引发了不少忧虑。不过二叠纪盆地石油生产商的开采热情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美国三大石油巨头，最近也不约而同地把目标瞄向了二叠纪盆地，准备大干一场。 

 美国最大石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 2017年初发布消息，该公司的勘探开发重心将转移到美国二叠纪盆地。埃克森美孚计划在 2017年将 25%的投资用于以二叠纪盆地为主的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该公司未来在二叠纪盆地总产量将占公司总产量的 25%。 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也已经豪言，2017 年将依靠二叠纪油田实现盈利。美国第三大石油公司马拉松石油在 3 月 9 日宣布，将以 25 亿美元价格出售在加拿大的子公司。与此同时，马拉松石油将以 11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二叠纪盆地油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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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预测，美国二叠纪盆地的石油生产商有可能强强联合，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超级石油巨头。在美国最早开采页岩油气的，都是一些小型石油公司，诸如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大公司起初对页岩油气开采十分谨慎。而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公司很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合并，形成一个全新的超级石油巨头。 虽然油价不景气，但各家石油公司在收购二叠纪盆地的油气资产上却毫不吝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Exxonmobil 66亿美元、Marathon Oil 11亿美元、Plains All American Pipeline 12亿美元、
Occidental Petroleum 20亿美元、Noble Energy 32亿美元、WPX Energy 7.75亿美元、SM Energy 9.8亿美元、Centennial Resource Development 8.85亿美元…… 路透社报道称，在 2016 年二叠纪盆地收购土地的投资达到 280 亿美元，是 2015 年的三倍，占到全球收购金额的 25%。一个超级石油帝国，似乎就要在这里诞生了。 美国石油界著名“大嘴”，先锋自然资源公司（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的 CEO 斯科特·谢菲尔德（Scott Sheffield）曾豪言，二叠纪的页岩油储量可能高达 750 亿桶，二叠纪盆地可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油田。虽然这一预言很多人曾觉得夸张，但有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这一预言可能成真。 

 先锋自然资源 CEO 斯科特 

2016 年 9 月，阿帕奇公司（Apache）宣布在二叠纪盆地发现大量油气。阿帕奇估计，其发现的资源量超过 30亿桶石油储量、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储量（约合 142.5亿桶）。 

2016 年 11月 15日，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突然发文宣布，在二叠纪盆地发现美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连续型油藏，其原油技术可采储量高达 200 亿桶，天然气储量 16 万亿立方英尺，凝析油储量 16亿桶。 二叠纪盆地目前的石油日产量约 220 万桶，相当于中国目前石油日产量的一半左右。能源数据机构 IHS Markit 预测，二叠纪盆地到 2021 年的石油产量将达到 400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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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idental（西方石油公司）的 CEO Vicki Hollub 也表示，在当前油价（50~60 美元/桶）下，二叠纪盆地石油产量在未来将达到 500万桶/日。 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16 年国内的原油日产量约为 420 万桶。由于中国的石油产量目前已进入稳定期，那么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二叠纪盆地未来 400~500 万桶的石油日产量相当于整个中国的石油日产量。 先锋自然资源的老板斯科特则反复强调，大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二叠纪的潜力，二叠纪盆地的产量最终将超过沙特的加瓦尔油田（目前日产量约 500 万桶）。他甚至还预测，在未来十年，二叠纪的油气当量产量将达到 800~1000万桶/日，其中 70%为原油。 二叠纪是否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就目前一大波涌入二叠纪盆地石油投资来看，其产量无疑将继续增加。 以二叠纪为代表的页岩油田，俨然在重塑全球能源格局。能源研究机构 Rystad Energy 公司在 2016年称，由于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可采石油储量达到 2640亿桶，已经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 现代石油工业 150 多年前诞生于美国，造就了洛克菲洛的传奇；在 100 年前，中东发现石油，世界石油中心从美国迁移到了中东，写下了中东富豪的神话；当下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爆发，二叠纪盆地的崛起，世界石油的供给重心有可能再次从中东迁移到北美。二叠纪盆地，很可能成为美国石油业复兴的标志。 今天的石油世界早已不是 10 年前的石油世界。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化石能源发展，向着能源独立前进。二叠纪盆地，为全世界带来的，恐怕远不止油价震荡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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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大起大落下的冒险人生石油大起大落下的冒险人生石油大起大落下的冒险人生石油大起大落下的冒险人生(胡勇胡勇胡勇胡勇) 

 

2006 年，创办海默已经有十多年的窦剑文找到了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长周全。后者就读化学物理系（3 系），前者学习的则是近代物理专业（4 系）。科大的毕业生习惯于以入学年份和专业彼此对号入座，周全是 773，而窦剑文是 854。在会议室里，854对着 773讲了 40分钟的 PPT。沉默半晌后，当时中国互联网和风投圈最名声鼎赫的 IDG 的合伙人周全最关心的不是师弟的商业计划，而是他去了多少国家，窦剑文老老实实回答说有三四十个，凡是有石油的地方都去过了。 周全夸奖师弟把一件困难冷门的事情做成了，然后又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好话，最后明知故问地问能怎么帮到学弟。窦剑文告诉他，希望再融笔钱之后把公司上市。周全最终还是拒绝了后辈的要求。窦剑文告诉我，他当时的挫败感极强。数年后，海默上市了。科大的毕业生们聚在一起，知晓这段往事的同学还会以此来调侃周全看走了眼，周全淡定地告诉他们，我没看对的事情多了，我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看对。 在缤纷喧嚣的互联网时代，海默这样一家油气服务公司是否已经成为落伍过时的选项了呢？它的出路和新机又在哪里呢？窦剑文花了 20多年的时间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2015 年 12 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是自 1880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事实上，这一年不仅是历史上温度最高的历法年，一整年 12 个月的温度也全都都打破了记录。 与居高不下的温度形成鲜明的对比，2015 年的全球能源消费情况颇为冷清。《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版指出，2015年的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只有 1%，远低于十年平均值
1.9%。除欧洲和欧亚地区外，其他地区消费

增速均低于其十年平均值。除了 2009 年之外，这是自 1998 年以来全球增长最低的一年。在这一年，所有化石燃料的价格在所有地区均下跌。按美元计算的原油价格录得自 1986 年以来最大跌幅。作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年度平均价格下降 47%，是
2004年以来最低年均价。 数据显示，在 2015 年，全球石油消费增长了
190 万桶/日，同比增加了 1.9%，几乎是近期历史均值（+1%）的两倍。而全球石油产量增速则连续两年超过消费增速，达 280 万桶/日，上升 3.2%，是自 2004 年以来最快增速。 在海默的网站上，它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是国际领先油田多相计量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亚洲最大的压裂泵液力端制造商、首家投资北美非常规油气并取得作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 作为一家石油服务公司，海默的发展经营状况和整个石油工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在石油产量不断上升而价格持续下滑的局面里，这家公司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财报显示，海默在 2015 财年的营收不到 4.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98%，然而净利润却只有
1040.7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只有
798.64 万元，同比分别下滑了 74.05%和
76.91%。这一年，自窦剑文在 1994 年创建海默已经过去了 20 年。情况对这家公司而言却非常不乐观。到了 2016 年，局势依然没有好转。 

BP 的报告显示，这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同比增长只有 1%，石油消费需求上涨了 160 万桶/日，同时石油产量增幅不足 2015 年的四分之一（40 万桶/日）。但是，石油市场的平衡并没有因为强需求和弱供给局面的出现而得到根本改善。到 2016 年底，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库存已经比其五年平均值高出了约 3 亿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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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的即期布伦特均价为 43.73 美元/桶，而
2015 年的价格还是 52.39 美元/桶。 海默在 2016 财年的营收为 2.8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 30.06%，公司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只有 707.58万元和 381.85万元，同比降幅分别高达 32.02%和 52.19%。窦剑文心里清楚，石油行业的好日子到头了。他判断石油价格维持在低位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随之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将不断蔓延深化，石油公司当然首当其冲会削减成本降低投资，石油服务公司自然也会被殃及池鱼。在过去的两年里，窦剑文已经目睹了不少同行无力抵御产业链的暴风骤雨最终轰然倒塌。 资金实际上是这些徒唤奈何的公司的最大掣肘，相比他们，海默的最大优势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在融资能力上拥有更大的余裕。冬天来了，比以往任何一年来得更突然更凶暴。2013 年的布伦特现货均价接近 109 美元，比 2011 年和 2012 年的平均价格低 3 美元，这三年是 1970 年以来油价波动幅度最小的时期。到了 2014 年，即期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 98.95 美元——这是石油价格自 2010年以来首次降至 100美元以下。 “当整个市场疯狂的时候，那它一定是乐极生悲的时候，这个已经经历过多少轮了，人类就是不长记性。”窦剑文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些苦笑和无奈。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意识到危机的端倪，少部分敏锐的人觉察到却往往无动于衷，而只有最聪明行动力最强的人才会妥善做好应对。早在 2015 年七八月，海默决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到了次年一月底，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了它的申请，在 2016 年
8 月，海默完成了共计 6000 万股定向增发，募得资金 7.08 亿元人民币。实际上，海默感受到的冬天来得更早更无情。 

BP 数据显示，在 2012 年，石油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33.1%，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而石油的市场份额已经连续 13 年下降，陷入
1965年以来的最低谷。 

2012财年，海默营收为 1.73亿人民币，净利润仅有不到 320 万元，而扣非净利润只有触目惊心的 5.88 万元。海默不无诚实而沉痛地宣布这一年是公司“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18 年前那个更加困蹇的冰冷夜，窦剑文几乎孤注一掷地决定创业。“我是草根出生，是一般家庭出身，也没有什么背景。”窦剑文说道。他背后的书架上，零零散散放着《精密机械工程学》、《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THE WEST AS THE OTHER 以及《奥斯维辛：一部历史》，桌上还放着一本《耶路撒冷三千年》。 大学毕业后，窦剑文被分配到了兰州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此时，在国家级科研事业单位工作依然足以让外人艳羡，窦剑文的父母也颇为此自豪，然而，其中的冷暖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时候，他的基本工资只有 90 元，算上各种补贴每个月不过一百出头。“那个时候，钱是什么概念？当时在兰州，一碗牛肉面是七毛钱，如果你要加一份肉，加一块钱。那时候我们 20 多岁，说实话，一碗加肉牛肉面也没有多少油水，不加肉根本吃不饱。”窦剑文告诉我。 他算了一笔帐，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连一天三餐都吃加肉牛肉面都支撑不了。单位食堂的伙食固然便宜，一个菜只有几角钱而已，但是，窦剑文清楚地记得，那样的配菜他顶多只能连续吃两天，等到第三天的时候，食堂给他的唯一感觉就只有发自本能的恶心。 从象牙塔到社会工作，其间的落差已经让人难堪，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更加使人郁卒。高中毕业的时候，科大的录取线比清华北大还要高，窦剑文的成绩在全省可以排到前几名，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去选择物理专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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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文发现同学都怀着拿下诺贝尔奖的自我期许和自信。然而，这份憧憬在随后的日子里慢慢破碎掉了。窦剑文渐渐明白，这样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当时也显得那样多余与无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哥德巴赫猜想》和蒋筑英引发的科学热潮在商品经济狂流的冲击下早已经支离破碎，在整个社会对金钱和效率的顶礼膜拜之中黯然消退。窦剑文回忆到，在那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并不只是调侃，而是在生活中如影随形的事实。而最讽刺和残酷的地方是，他在研究所从事的就是核技术应用研究。 此时，窦剑文已经是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自己是有可能当上所长的，甚至足够幸运的话还能被选上院士。但是，他对此却并不以为意，他清楚一旦留在事业单位就意味着进入到官僚体系之内。窦剑文清楚，要想保留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位置并不断升级的话，势必要学会逢迎和说违心话。而这正是当时年轻的他所极力反抗的。 那时候，他恰逢其时地看到了一本叫做 Be 

Your Own Boss 的小册子，他猛然间意识到，这才是自己想要的活法。历史云诡波谲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点缀上戏剧化的细节。事实上，如果按照窦剑文的说法按图索骥的话， David 

McMullan 的 Be Your Own Boss! 出版于 1994年底，Karl Hess 面向少年读者的 Capitalism 

For Kids: Growing Up To Be Your Own Boss 早在
1987年推出，Frederick John Taylor 的 How to 

Be Your Own Boss 则在 1975年就已经问世。 无论是时间线上的不可能，抑或是内容太过陈旧或太过入门，在窦剑文并不十分精确的记忆中，西方的舶来品在那时影响了他对整个人生和未来的想法。他和院领导谈了下海

创业的想法，后者主动挽留并且提出每年从院长基金里拨出 10 万元来支持窦剑文做科研项目，年轻人则近乎央求一般希望领导能放自己走，在当时，如果没有单位的签字，他的档案就无法调出，他也无法真正脱身。窦剑文很决绝，但是，内心依然不免忐忑。他想去找一位亦师亦友的老人寻求意见，窦剑文住在城东，要去城西，可是却打不起出租车，于是只能叫一辆三轮车。 那是个很凉的夜晚，窦剑文身材魁梧，坐在车上，抬头是满天星光摇曳，低头却只有那个年轻车夫的羸弱背影。他有些于心不忍，便寻问对方一个月能挣多少辛苦钱，那个年轻人扭头看了这个一脸同情的顾客一眼，一边蹬着步子继续向前，一边淡淡地回答窦剑文说，景气的时候有一千到一千二，不好的时候只有千八百。尽管车夫并没有看自己，但窦剑文依然庆幸幸好已经是夜了，否则让对方看见自己羞赧到通红的脸庞那该是多么尴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创业失败以后没饭吃吗？我比他身强力壮，创业失败了以后我去蹬三轮，比我现在好十倍。”窦剑文心底的首鼠两端立刻烟消云散，他把钱给了车夫，折返回家，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意见来帮助自己抵抗对失败的恐惧。 

1994 年，窦剑文离开了国有事业单位，成为了一名创业者。“在九十年代初，所谓创业的人主要还是从监狱出来的人，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有正式工作的人，那时候叫个体户。公司法颁布之前的都是不正规的，都是挂靠在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下的，没有正儿八经的私营公司。”窦剑文回忆道。 勇气可以战胜畏惧，但却并不意味着了无牵挂。窦剑文并不敢将自己离职的事实告诉父亲，只告诉了姐姐姐夫，大家决定一起对老人隐瞒这个消息。他跟家里借了几千元，从姐姐同事手上借到了一套地下室。创业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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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开始了。还在研究所的时候，还是一名科学家的窦剑文念兹在兹的是把学科研究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来实现实际应用，为此他做了不少文献调研。结果，发生在英国北海布伦特油田的故事引起了他的兴趣。 布伦特海上平台建于七〇年代，据估计，自
1976 年正式生产以来，布伦特油田在北海地区的石油产量中占据了十分之一，并贡献了超过 200亿英镑的税收。在 1984 年，布伦特石油产量为 2480 万加仑，达到历史峰值，其后便不断下滑，到 2015 年时只剩下不到 2万加仑，现在只剩下 Charlie 海上平台依然维持生产。 为了解决布伦特产量不断下滑的问题，商业公司开始将其周围的卫星油田捆绑起来输送到布伦特的 Alpha、Bravo、Charlie 和 Delta 四个主力平台上进行处理，以此来实现商业效益最大化。但是，油井在产油的同时还会同时裹挟包括天然气（气态）、水（液态）、砂砾（固态）等物质。 热力学将每一个均匀部分称作一个“相”（Phase），则各部分均匀的液体、气体及固体则分别称之为液相、气相和固相。液体和气体具有流动性，故统称为流体。而当流体各部分之间存在差异时，这一流体便叫做多相流（Multiphase Flow）。多相流的最大特点就是各相之间存在分界面，而且随着流动不断变化。 长期以来困扰整个油气工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精确而可靠地测量油井产出的多相流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油田才能合理安排生产管理任务，并判断油田的生产潜能和商业价值。但是，生产环境和多相流本身的复杂多变为解决这一需求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为了获得多相流数据，人们在井口安装测试分离器，将多相流分离成石油、天然气和水，

三种流体分别进行测量，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之后还要把油气水三相混合起来，最后通过短则几十公里长则数百公里的管道从油井直接输送到油气处理工厂。“这个过程就叫脱了裤子放屁。”窦剑文笑着说道。一方面，为了测试先分离三相，而后为了运输又将它们重新混合的过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获得的数据往往也不是实时的，另一方面，测试分离器体积大且造价高，“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北京的房价贵，一平米十万块钱撑死了吧，在中国，海洋平台的造价还算是便宜的，测试分离器每平米平均造价是十万美元。” 在布伦特四个主力平台上，人们利用生产分离器将油气水三相分离，产能不足之后又将测试分离器改造为生产分离器，井口多相流体的测量因此成为新的问题。于是，人们设想有一个在线仪表装置来取代测试分离器，实时测量井口多相流。为此，人们实验了包括声波、微波、电磁感应和热学方法，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这一下子就撞到我的枪口上去了。我们校友聚会的时候，我就会开玩笑说，我一个四系的人解决了一个你们五系的问题。”窦剑文兴奋地告诉我。在科大，他学习的是实验核物理专业，五系则是近代力学系。 射线在穿透不同物体，其吸收率也不尽相同，气和水分别是伽马射线的弱吸收器及强吸收器。也就是说，利用高能伽马射线可以将气体从多相流体中排除，而利用低能射线则可以将石油从水中摘除，这样，利用双能伽马射线吸收方法就能获得多相流中的相分率 。到现在， 以伽马射线为基础的相分率测量技术已成为多相流计量中的主流技术。原来以为这个问题挺简单的，但是干了才知道，很难。书面冷冰冰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字眼背后却耗去了窦剑文五年的工夫，他不禁感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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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的第一个实验室建在兰州郊区的雁滩，他们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余力来买地，于是就从附近的农民手中租了一块地。又在当地的厂里定制了一间年租金不到一万块的活动房屋当做实验室来用。为了模拟三相测量，他们建了一个环道来做实验。窦剑文当时就住在实验室里面，墙壁只有一指厚薄，到了冬天没有暖气，冷空气尽情地渗进来。他们从兰州大学招的新疆学生好心造了一个土暖气，他们才得以熬下去。 那个年代，民营企业根本连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海默从 1994 年到
1999 年都只能依靠承包国有石油公司的外包科研项目存续。 在 1996 年的第八届国际流量测量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就是多相流量计在塔里木油田试用的结果，这部分是海默参与进去的中石油攻关项目，他们在塔里木油田里有机会使用十余台样机来进行测试。而在绥中 36－1 油田一期平台上，中海油也使用他们的产品进行了对比测试。 在屡败屡战的多相流量计研究之外，海默还面临着用科学原理和科研精神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对石油产业了解接触越深，窦剑文愈加认识到国内油田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低下，而且短期内这种情形并不会改善，同时，石油工业的蛋糕这时基本上已经被国有石油公司瓜分把持，海默这样的新兴民营企业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和他们公平竞争。 数以十万计“量油测气，清蜡扫地”的采油工的存在近乎政治任务一般正确与不可动摇，而多相流量计很可能会彻底取代他们，于是，海默在国内石油产业格局中的位置显得颇为尴尬和矛盾。 出海，成了最后的出路。而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和石油公司的认可，海默的多相流量计必

须先要有具备权威机构的背书。1999 年，窦剑文决定闯关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NEL）。“就是 all in 了，所有家当都赌上去了，你要做一台国际水准的样机，还有运费尤其是测试费。如果失败的话，公司就直接关掉了。”现在回想起来，窦剑文其实也有些惴惴和后怕。 当和工程师一共三人到英国时，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预算来住宾馆，于是，窦剑文只好请求 NEL 办公室帮助他们在郊区租了一间房，一个月花费 500 英镑。但是住处离市区太远，又无力承担每次出门都打车的花销，于是，他们又租了一辆车，一个月下来又是 500 英镑。每天忙完工作之后，他们就到附近的超市买些白菜、猪肉和面粉，回到房间包饺子或做拉面，以此果腹。漫长的等待和彷徨之后，窦剑文终于拿到了结果。实验成功了。“拿到那份报告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窦剑文对那天的细节记得无比清楚。他想起以前结识的壳牌的一位主管，对方当时告诉他 NEL 测试完之后可以把结果发过去。他翻出名片，纠结于要不要在周末联系对方。最终，窦剑文还是打通了电话，那人要了报告。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回信，对方要他不要将测试样机运回中国，直接从英国转运到阿曼，由阿曼国家石油公司来做现场测试。三个月后，测试成功了。 海默进入了壳牌的供应商名单，从此有了参与壳牌招标的资格，而这是创办已经五年的海默拿到的第一个商业化合同。与此同时，海默成为第一批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的企业，拿到了 100 万元的国家经费，紧接着，当时的国家计委推出了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海默获得了国家工业过程自动化重大专项，手里又多了
900 万元。1000 万元，窦剑文他们在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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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无意间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儿子，直到这时候，窦剑文才将隐藏了五年的真相告诉老人。刚创业的时候，大学同学大都已经去了美国留学。窦剑文知道，五年之后，他们或者是在学校执教或者去华尔街或者去硅谷。他跟自己打了一个赌，五年后一定要成为一个企业主。窦剑文说自己是中国最早亲笔写商业计划书的创业者之一。 

2000 年的时候，他本来得到了深创投的青睐，花了两周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天天让同事给他送饭，最终写出了一份商业计划书，然而，最终却阴差阳错地被上海的两家投资公司抢先投资了 2000 万多万元人民币。海默因此也成了当时甘肃省历史上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的高科技公司。 但是，到了 2006 年，之前写商业计划书时连财务模型都一无所知要从头学习的窦剑文察觉到公司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创办 12 年后，这家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无论如何都谈不上亮眼。他想再募集一笔资金来认真规划一下公司的发展，结果被周全婉拒。周全觉得学弟是个聪明人，反而劝他把公司卖掉来做投资人。其时，包括全球最大石油服务公司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及 GE 的油气部门、西门子乃至中海油服也对这家已经创办了 12 年的公司产生了不小的兴趣。苦闷之余，窦剑文自己也不禁有些动摇。“我觉得自己对商业的认识不够，我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就这么误打误撞出来创业了。我们物理系的和数学系的上数学课，和化学系的上化学课，和无线电系的一起学电子线路，我们的英语教材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专业教材。”多年以后，窦剑文和周全反复讨论反省过科大人的不足，他们意识到，这群理工科人唯独对商业社会法则和知识一无所知。最终，窦剑文反复思量之后，还是拒绝了巨头们的求购，他决定去读商学院，去补完自己在企业管理上的欠缺。他成了 OPM 第 37

届学员，整个课程为期三年，这一届的 163名学员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窦剑文是那一届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员。他对上课的教授如数家珍。 琳达·阿普盖特（Lynda M. Applegate）是纳斯达克理事会的成员，主讲创新。讲领导力的 是 罗 伯 特 · 卡 普 兰 （ Robert Steven 

Kaplan），毕业于哈佛，最后成为高盛的副董事长。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给商学院捐了 6000 万美元获得讲席教授的头衔。上课时风度翩翩，颇受班上的女同学崇拜。这位四十六岁的单身汉最后还和哈佛的一位本科生恋爱，结果学生编排了一出以他为主角的讽刺剧并在学校里上演。讲授战略学的是辛西娅（Cynthia A. Montgomery）教授。“太苦了。有一段时间我真得撑不下来了”。对往返太平洋到哈佛商学院上课时的那段时光，窦剑文永远也无法忘怀。沿袭案例教学的传统，这门课程上每周平均阅读量大约在 400页 A4纸左右，如果不能读完这些案例，上课时根本无法参与到讨论和辩论之中，而教授们又往往会特意点名那些沉默的学生。窦剑文要读到每天凌晨两三点才堪堪完成学习任务，班主任规定一旦迟到五分钟以上便不能进教室，于是，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就要起床。 一次闲聊中，他告诉学习小组中一位关系要好的美国人自己想退出，对方问他缘故，窦剑文认为自己语言水平不行，在阅读和作业上用去了大量时间。美国同学告诉他说，自己每天也就只比中国同学少一小时而已。 在最苦闷的时候，哪怕明知道有人或许只是用善意的谎言劝慰鼓励自己，也足以让身在异邦的孤单的窦剑文释然。随后，他对这样的环境和节奏渐渐适应并游刃有余。三年后，窦剑文自认重新建构起了自己的商业价值观。 在 OPM 习得的范式和方法论已经深深融入他的商业实践之中。他把所谓“战略”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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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目标（objective）、优势（advantage）和聚焦领域（scope），而以这三个角度为落脚点，继续拆解企业战略的话，则又可以继续细分到用户需求（customer needs）、公司能 力 （ company skills ） 、 竞 争（competition）、协作者（collaborater）和行业大环境（context）五个维度。 最终，一个企业的存亡与兴衰实际上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它究竟为什么样的客户提供了怎样的产品，究竟创造了怎样的价值。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制定企业战略的过程，而其答案则真正决定一个企业的现在和未来。 创业整整 14 年后，读完了 OPM 课程，窦剑文人生中第一次才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自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他重新去思考以前海默发展中遇到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得出了答案。他再去看整个产业，终于看到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全景图。“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以一个科学家自居，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以一个科学家自居。说老实话，一个企业没有技术是绝对不行的，但光有技术也是不行的。”窦剑文说话时格外注意情绪和语调之间的配合，在说这句话时，他的神情语气就仿佛沉浸于聚光灯下的明星一般。 

2008 年从哈佛商学院企业主/总裁管理课程（Owner /President Management）结业的时候，窦剑文对当时的班主任琳达·阿普盖特（Lynda M. Applegate）承诺，自己会在两年后将公司上市。 在刚刚创办海默的时候，窦剑文就根据国际石油公司（IoC）和国家石油公司（NoC）的不同而划分了不同的产品服务策略。财大气粗的国有石油公司更倾向于直接购买设备，而和当地签订了产品分成协议（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PSC）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则更加乐意获得数据和服务——对这些客户而

言，海默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多相流数据和相关服务的提供商。 随着这些年石油价格的持续低落，传统的石油公司再也无法安枕度日，一直以来对应用新技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石油行业也逐渐松动。他们开始有越来越强烈的意愿来降低成本、优化生产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说老实话，以前数据在油田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被很好地应用，现在，数据成了新时代的石油，所有人都在使用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无从做起。”窦剑文说。 海默以前只是提供多相流量计的数据，而窦剑文向往的“智能油井”和“智能油田”要求的不止是数据而已，而是包括软件、算法模型在内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来管理优化油田的日常生产。当海默自己在美国成为真正的开发作业者之后，他们才切身意识到数据其中潜在的价值。 数据化和人工智能运营现在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为了开发非放射源技术来测量多相流，在尝试各种方法最终都没有取得效果之后，窦剑文设想打造出一个多相流量计版的 AlphaGo。 这个灵感源自他们在 Niobrara 区块确定第一口井位的经历。在开采之前，地质学家团队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会是一口高产井，结果却一无所获。在 2015 年，油田来了个年轻的地质学博士，他把周围地区所有井的历史数据都收集了起来，用不同的颜色给产出油气水的井打上标记。当一头雾水地被这个年轻人拉到会议室在投影仪上看到这幅图的时候，窦剑文彻底震惊了。他眯起眼睛看着三种颜色标记的点汇聚构成的带状越来越清晰，那么清晰，又那样闪烁。他承认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之前打井的地方根本不在任何一个色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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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剑文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数据就是知识，数据本身就是事实。他知道，石油工业被数字和数据技术颠覆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他清楚，海默必须要尽快跟上这条快车道。而且，越来越多的事实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窦剑文，倾覆石油工业的不止如此而已。 

2007 年的最后几天，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根据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小说《石油》（Oil!）改编的电影《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在美国上映。在影片最后，孤独暴烈众叛亲离的石油大亨普莱恩惟尤颓然说道：“我完了。” 窦剑文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当时还在哈佛求学的他或许也不会注意到，对国会在 2005年通过的发展非常规能源法案研究之后，美国能源部牵头的一个非常规能源工作小组在这年 9 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石油价格达到每桶 35 美元和
54 美元时，地下和地上干馏生产页岩油便可分别实现盈利。 这时候，或许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能源革命正在美国蓄势待发，要如飙风一般席卷传统石油产业。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诸多石油公司及研究机构开始了对油页岩的地上和地下干馏实验。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油价的持续低迷使得这些实验先后中断。但是进入 21 世纪后，油价不断高企迫使美国政府及石油公司开始重新关注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利用。 在壮烈甚至不乏惨烈的页岩油气能源开发开采历程中，美国数以万计的独立能源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经历了延宕与在生死边缘的长久挣扎之后，他们终于开发出了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这不仅保证了产量的稳步提升，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开采成本。 

从水平井中开采页岩气，其最终采收率是直井的 3 倍，而费用只相当于直井的 2 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使用的凝胶压裂技术相比，水力压裂法可节约 50%—60%的成本。 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压裂技术便开始应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中。压裂技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逐渐推广，其后，米切尔能源发展公司（Mitchell Energy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在得克萨斯州巴涅特页岩区（Barnett）应用了相关技术，并逐渐引发了位于传统油气资源地的页岩区勘探，终于使得页岩油气资源开始迈向大规模商业开采时代。 美国能源部在 2012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页岩气干气的产量尚不足 4000 亿立方英尺，在当年美国天然气干气总产量中的比例不到 1%，然而，到了 2010 年，页岩气的产量便暴增到了 4.8 万亿立方英尺，在天然气干气总量中的比重也大幅增加到了 23%。而在这十年间，天然气干气的产量仅仅从
19.18 万亿立方英尺增加到 21.3 万亿立方英尺而已。 近 20 年来，天然气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而其每百万英热单位价格却持续下滑，从 2005 年的将近 13 美元跌落到现在不到 3 美元。窦剑文告诉我，现在在美国，天然气发电的成本已经优于核电，其成本为一度 5美分。 数据显示，美国的居民用电价格不到每度 13美分，而商业和工业用电则分别维持在 10 美分和 7 美分左右。窦剑文将天然气视作美国最有前途的能源行业。相对其他一次能源，天然气的最大优势在于清洁安全无污染。 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该国在 2008 年时每天原油生产能力为 500万桶，到 2010年升至约 550万桶，而在 2012年其产能同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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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万桶，是自 1859 年美国开始商业开采原油以来的最大增幅。在美国最早掀起的页岩油气资源开发开采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能源消费格局，美国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实现能源独立的宏愿。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参观公司的时候告诉窦剑文，有人跟他说美国的页岩气是假的，窦剑文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承受那么大的造假成本。“现在国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天然气作为一次能源的战略地位，所以还在不断开发天然气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我们国家常规天然气已经发现得差不多了，或许只能靠非常规，要么是致密气要么是页岩气。”窦剑文总结道。 在最困难的 2012 年，海默依然决意将公司业务延伸到非常规油气开发领域，以 2750 万美元收购了 Niobrara 页岩油气开发项目 10%的权益，到了 2014 年，又以 714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 Permian 盆地油气区块租约 100%的工作权益。海默认为这不仅为其担当油气开发作业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未来参与国内页岩气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页岩气革命在美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也同样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油气改革，油气勘探开发逐渐“稳步有序地开放”给民营资本。在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革命浪潮中，分别诞生了如 Chesapeake 和 EOG 这样成功的独立能源公司，而窦剑文坚信独立能源公司也是中国油气改革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民营经济活力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目前，我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页岩气生产国。窦剑文估计，天然气在我国未来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会逐步增加。他告诉我，“开发和天然气勘探开发储运应用有关的技术和产品”现在已经成了公

司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在页岩气服务开发领域已经有了多年作业和成功经验的海默有机会可以和中石化这样的巨头在一个相对公平开放的市场中去竞争。 但设想总是和现实相去甚远。“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不如人意，按照当时的布局，公司的收入早就应该达到十个亿以上了。只能说句非常苍白无力的话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窦剑文说完，大方地笑了笑。 

10 多年前，在那间会议室里，854 并不甘心，他追问 773 为何会做出“没戏”的判断。师兄告诉他，做任何一个行业都要进入主流，而窦剑文做的事情却并不是。 

2017 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海默营收达到
1.62 亿元，同比增幅不到 6%，而净利润只有不到 200 万元，同比下滑逾 31%。截止目前为止，海默市值为 37.7 亿元，距离最高峰时跌去超过一半以上，而其市盈率则达到惊人的 612.2倍。 “我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流浪艺术家，他们下一顿有没有，不知道，他们下一站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人是很快乐的。我看到这些人都是肃然起敬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多年以后，窦剑文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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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反腐沙特反腐沙特反腐沙特反腐：：：：不容失败的暗战不容失败的暗战不容失败的暗战不容失败的暗战（（（（三联三联三联三联）））） 

 对 32 岁的萨勒曼王储来说，通过反腐收回分散于王室内部其他派系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他本人的最终继位奠定基础。沙特王国 85 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变革正在全面开启。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司法行为。它本身就是阿拉伯半岛复杂的政治局势继续升级的产物，并具有连带关系。 

 

11月 3日，沙特反腐委员会发动大规模逮捕和清查行动后，利雅得街头军警林立。 在 2017年 11月 4日的 24个小时里，沙特阿拉伯王国发生了如下震荡：包括 11 位王室成员和近 30 位前政府要人、富商巨贾在内的政商精英在本·萨勒曼王储发动的反腐运动中被捕，其余王室成员也被暂时禁止出境，超过 1200 个公私账户被冻结。也门胡赛武装向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射的一枚“火山”H2 型弹道导弹在飞入沙特领空约 800 公里后，被防空军的“爱国者”型导弹击落，萨勒曼王储随后谴责向胡塞武装提供弹道导弹的伊朗政府正在发动“赤裸裸的军事入侵”。正在沙特访问的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突然宣布，因为存在被暗杀的风险，他将立即辞职。这位总理与沙特王室关系素来密切，但在去年年底重新上台后对真主党和伊朗政权态度暧昧。有黎巴嫩政治评论员揶揄说，哈里里

形同利雅得的人质，是在人身威胁之下引退的。 

 “中东巴菲特”瓦利德·本·塔拉勒亲王是知名度最高的被捕者之一，他名下的上市公司 KHC的市值因此暴跌 13亿美元。 毫无疑问，在反腐运动中栽倒的亲王们的名姓，是国外观察家和新闻媒体最为关注的：（1）开国君主伊本·沙特之孙、身家近 190亿美元的“中东巴菲特”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他是上市公司王国控股（KHC）的董事会主席兼 CEO，也是全球最大投行花旗集团的头号个人股东，在今年出炉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 45 位。瓦利德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王国控股的股价发生暴跌，公司市值在 48 小时内缩水约 13亿美元。（2）已故国王阿卜杜拉之子、国民卫队大臣和前司令米塔布·本·阿卜杜拉（Mutaib bin Abdullah），他的军旅生涯超过
30 年，自 2010 年起就控制着拥有 10 万人的“禁军”国民卫队，是全体王室成员安保工作的最高负责人。（3）米塔布之弟、前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本·阿卜杜拉，他曾在空军中任职多年。（4）前空军副司令、气象与环境署主管图尔基·本·纳赛尔，他曾多次卷入与英国企业之间的军火采购舞弊和受贿案。（5）前副国防大臣和海军司令法赫德·本·阿卜杜拉，他在 21 世纪初曾是全国海洋事务的最高负责人。（6）前国务大臣和内阁办公厅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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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他也是声名在外的国际地产商和媒体经营者，并与突然宣布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小哈里里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阿齐兹·本·法赫德的卫队与前来逮捕他的安全人员发生激烈交火，他本人在冲突中身亡。 除以上六人外，被捕名单中还包括经济与计划大臣法凯赫、中东广播公司总裁易卜拉欣、沙特广播与电视网控制人萨拉赫·卡迈勒以及前海军司令苏尔坦。他们被控以贪污、受贿、渎职等多项罪名，暂时软禁在利雅得丽兹—卡尔顿饭店。 类似的宫廷政变在沙特王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这一回，反腐行动的总导演、
32 岁的萨勒曼王储将其变成了一场更具美国色彩的表演：对瓦利德和米塔布的逮捕行动全程有新闻记者跟随，国家电视台的摄像机拍下了这些达官贵人们在丽兹—卡尔顿的大堂里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的镜头。看上去，和扎克伯格以及特朗普都有着不浅交情的萨勒曼已经习得了更加时髦的斗争策略。电视机和电脑之前的平民阶层会欢迎这一切：在取消他们历来享有的成品油、水和电力补贴之后，王储正在以欧美化的改革措施吸引年轻人和自己站到同一阵营。这些措施包括解除女性驾驶禁令、对宗教警察的权力提出质疑、为本地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以及鼓励国民创办中小型企业，对腰缠万贯的王室巨头们的清查则是最新步骤。和萨勒曼打过交道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盛赞：“亲王显然懂得，在沙特这样一个国家里，让多数人得到更多的时候已经来临了。” 但这首先依然是一场以巩固权力为出发点的“大扫除”行动。在今年 6 月被正式确立为沙特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之后，萨勒曼王储和他的父亲、81 岁的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已经在事实上撼动了伊本·沙特以

降延续超过半个世纪的“兄终弟及”惯例。而在过去数十年里分散于王室不同支系，尤其是先后被废黜的穆克林、纳伊夫两位前王储及其家族成员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自然成为这种“有悖祖制”的操作的显著威胁。伊本·沙特之子、萨勒曼国王同父异母的哥哥“红亲王”塔拉勒（他正是此次被捕的瓦利德亲王之父）就公开批评称，萨勒曼传位给儿子的计划打破了王室内部由来已久的政治平衡。控制国民卫队、在军中广有人脉的米塔布亲王，更是使年轻气盛的萨勒曼王储随时处在被政变或“兵谏”赶下台的阴影之下。 

 作为一名年轻的“85后”，萨勒曼王储重视通过媒体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这是他在经济改革委员会主管任内接受阿拉伯电视新闻网的专访直播画面。 有鉴于此，萨勒曼父子采取了两手准备以应对潜在的风险。首先，自 2015 年春成为副王储（两年后“转正”）以来，萨勒曼便频频陪伴父亲出访中、美、俄、日各国，在国际媒体面前高调亮相，并主导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几轮限产谈判。两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对这位年轻王储夸奖有加，并公开做出了“希望沙特阿拉伯长期保持稳定”的表态，显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在今年年初，萨勒曼王储亲自前往美国为特朗普上任后的中东之行部署前期安排，并和美国军工联合体（MIC）中的要角做深度接触，最终签署了总值 110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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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服务进口协议，个中不无“投名状”的成分。其次，尽管王储的政治资历尚浅，但他从 2010 年起便作为父亲的主要顾问和助手介入国内事务，对利雅得省、国防部、石油部、经济与规划部以及国内改革的相关业务领域多有涉猎，也因此与建制派势力频繁产生摩擦。2016 年 5 月，他就曾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解雇了过去 30 年间实际执掌沙特能源政策的石油大臣纳伊米，在坊间引发轩然大波。 

 

2017年 6月萨勒曼正式被扶正为王储后，利雅得街头的青年高举他本人以及萨勒曼国王的照片。本地中下阶层是王储的改革意图吸引的对象。 然而事实证明，王储的赌博成功了。在纳伊米黯然出局之后，沙特开始和 OPEC 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一起，厉行严格的限产政策，在两年内削减了接近三成的原油出口量，国际油价因此得以回升到每桶 56 美元以上，大大缓解了外汇储备急剧缩水的沙特的财政窘境。现在，王储又开始通过反腐行动和插手巨型国企，进一步推动被称为“中东版撒切尔计划”的《2030 年远景规划》（Vision 2030）的实施。该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将全球资产估值最高的单一企业沙特阿美（即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不超过 5%的股份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并对国家通信公司等大型国企进行程度不一的私有化，以使本国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的规模增加至 2 万

亿美元以上。沙特政府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使国家财政在能源收入之外还能获得年均 1000 亿美元的稳定进账，摆脱对起伏不定的能源红利的依赖。另外，沙特也将向外国资本开放长期封闭的金融、制造和旅游业，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转型。 在 2017 年初的亚洲之行中，王储已经开始为他的 2030 年规划做全面布局。在日本，他会见了软银株式会社创始人孙正义，确认将在
5 年内向后者发起的“软银愿景基金”注资至少 450 亿美元，以使这支总规模达到 100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未来 15 年里全球科技业的革命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宣布发起“日本—沙特 2030 年愿景”，将协助利雅得当局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制造业、医疗和电子科技企业入驻。在访华期间，王储曾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会面，还和中投、中石油高层进行了接触，以探索中资企业参与沙特阿美上市计划的可能性。在沙特与中国签署的 14 项、总金额达
650 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和意向书中，包含有住房和公路基建、电力和通讯网络建设、医疗器械生产、汽车和电子制品组装、核反应堆论证、航天工业等非能源项目，旨在逆转“石油土豪”的一贯印象，将“去能源化”打造为沙特的新名片。 正是在油价因限产而逐步回暖、2030 年规划又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萨勒曼开始对王室内部成员，尤其是控制全国军火采购、传媒和地产业的亲戚们动刀。长期以来，总数超过
2000 人的沙特亲王们（不仅包含开国君主伊本·沙特的后代，也包括他赖以崛起的内志沙特家族的其余后裔）都以一掷千金和奢侈闻名于世。但这对沙特的国民经济本身并无帮助——亲王们的消费目的地并不在缺少娱乐设施的利雅得，而是在美国、西欧和其他海湾国家。他们按照秘而不宣的王室财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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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规则从国家的石油收入中抽成，随后在纽约、巴黎、伦敦购买豪宅和五星级酒店，既不向本国纳税、对未来的经济改革也毫无贡献。而长期被图尔基·本·阿卜杜拉、图尔基·本·纳赛尔以及苏尔坦海军上将把持的军火采购业，尽管屡屡签下数百亿美元的大单，却连起码的保障维护和弹药补给都无法完成。几位亲王本人更是从订单中索贿、贪污甚多。即使是在 2014 年全球油价逐渐陷入“熊市”、沙特国家财政出现上千亿美元的赤字的情况下，亲王们的奢侈生活也不曾稍有收敛。当年夏天，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在巴黎街头遭遇武装匪徒抢劫，仅现金就丢失 33.5万美元，引发舆论骚动。 

 作为一位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王位继承人，萨勒曼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和安抚。这是他乘坐直升机视察驻也门边境的部队。 正是在此背景下，萨勒曼王储对他的堂兄弟和叔叔们痛下狠手，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关注。这位王储现在具备了沙特历史上少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去推行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并且从他的年龄看，这一趋势或许会持续很久。但不确定性依然笼罩在这个“土豪”王国上空——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正是对王储竭力推行的地区内干涉政策的反应。由于极度忌惮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在最近
10 年的影响力上升，王储力主介入也门内战，并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对德黑兰实施全面对抗。随之带来的安全和财政压力，也须由

沙特独立承受。尽管在 2017 年初，沙特开始通过和以色列的接近来扩大对抗德黑兰的同盟，但随后爆出的卡塔尔断交风波仍显示：沙特王室长期奉行的以邻为壑、转移风险的政策，在 2017年的世界里效能正在衰减。 同样值得担忧的还有雄心勃勃的《2030 年远景规划》。2017 年夏天，有美国记者造访了麦地那省的玛甸沙勒古城遗址，在《2030 年远景》的实施细则中，此地将被开发成一处特色度假村，并且已经在英国旅行社推出了单价 6000 美元的观光套餐。但直到今天为止，沙特也尚未放开旅游签证的申请，高级旅馆花园中的观赏用孔雀、为咖啡馆提供鲜奶的牛群依然和建筑工人住宿用的帐篷一起乱糟糟地挤在绿洲的一个角落里。被寄予厚望的沙特阿美 IPO 计划，由于资本市场的极度不看好，已经被推迟到了 2018～2019年。而无论是王储还是他年迈的父亲，都承担不起改革失败的代价。这座崛起于沙漠之中的巴别塔，依旧是孤独和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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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石油行业预测石油行业预测石油行业预测石油行业预测（（（（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Link）））） 

 国国国国际际际际油油油油价小幅价小幅价小幅价小幅上上上上涨涨涨涨 在 2018 年的第一天，国际油价就突破了两年来新高。利好油价的主要因素呈良性发展趋势，油价稳中有进的势态，极可能在
2018年继续。 沙特需要更高的油价辅助阿美石油公司的上市，其他 OPEC 国家、俄罗斯也需要更高的油价改善紧张的经济状况。对美国页岩油生产商而言，获取利润也是第一重任。经历了三年多的博弈，美国石油生产商和 OPEC的关系缓和，都表达过对油价上涨的期待，所以双方出现非理性举动的可能性极小。预测在 2018 年，布伦特原油年均价 65 美元/桶，最高价格达到 75美元/桶。 天然天然天然天然气行气行气行气行业业业业再升温再升温再升温再升温 天然气行业会迎来蓬勃和大机遇，其实在几年前就有很多大型能源公司做过这一预测。在 2017 年冬天，中国出现天然气消费量暴增，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一事件极可能引发社会对天然气行业投资的增加。 目前，有不少非能源行业企业都已开始关注天然气。例如著名科技公司富士康就在
2017 年斥巨资收购了 IDG 能源公司股份，入行天然气行业。作为最灵活的天然气进口方式，LNG 产业在中国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中石油、中石化等诸多油气企业，目前在国外拥有大型天然气田、LNG 项目，大都处于刚刚启动或未启动阶段。天然气未来可能成为最具活力的能源产业之一。 

 石油业石油业石油业石油业智智智智能化能化能化能化升温升温升温升温 在 2017 年，石油行业几家顶级油服公司同科技公司战略携手，引发了业内对石油

业智能化发展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概念，并非石油行业所特有，而是所有传统工业所面临的趋势。在全球智能化浪潮四起的时代，石油行业的智能化也属自然之势。提高石油开采、运输、炼制乃至销售的自动化程度，以降低作业成本，这是在油价低迷、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时代下，传统石油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诸如无人机巡检、无人加油站、钻井机器人、数字油田等技术，目前已在石油行业有一定规模应用。随着石油企业和信息科技公司合作的步步深入，2017 年石油行业可能出现更多的智能化技术产品服务。同时，也会有更多石油企业进行这一方向上的尝试。 石油石油石油石油就就就就业业业业难回暖难回暖难回暖难回暖 自 2014 年国际油价大跌以来，全球油气行业失业人数超过 40 万人。那油价上涨了，石油行业就业会回暖吗？就目前形势看，
2018 年油气行业就业难以看到大的好转。因为在新项目的投资上，大型石油公司仍旧十分谨慎。全球油气行业就业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大型石油企业既没有大幅裁员，也没有大幅增加雇员。在国内，从三大石油公司公布的校招人数看，也无明显增长。对于油价回暖后新增的业务，石油行业目前更倾向于提高运作效率，而非增加雇员数量。诸如油田数字化、无人机等技术的加速发展，反而进一步减少了石油企业的人才需求数量。 美美美美国国国国页岩页岩页岩页岩油油油油温和增长温和增长温和增长温和增长 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长速度，依旧是
2018 年最受关注的市场因素。因为页岩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油价的上限。特朗普政府正积极推进美国本土油气资源的开发。在美国临近能源独立之际，油气产量继续提高显得势不可挡。但美国页岩油投资商也越来越趋于理性，更加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油价一涨就增产。例如在 2017 年下半年，油价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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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涨了不少，但美国活跃钻井数却趋于平稳。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预测 2018 年美国石油产量约 1000 万桶/日。较为激进的
Rystad 公司则预测，这一数字可达到 1100万桶/日。 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产量继续下降产量继续下降产量继续下降产量继续下降 在 2015 年，中国国内石油产量达到 430万桶/日的历史最高峰。2016 年开始出现下降，而预计在 2017 年将再次出现下降。这一趋势预计在 2018 年将延续。尽管油价有所回升，但目前来看还不足以拉动中国国内油田的大幅增产。从各大油田目前公布的战略来看，较活跃的大型油田主要以“稳油增气”为主，而一些老油田，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产量持续下降的情况。 中国油中国油中国油中国油企掀出海热潮企掀出海热潮企掀出海热潮企掀出海热潮 在过去十年时间，中国国内的石油企业发展迅猛，技术产品日趋成熟，在国内对许多国外公司技术产品已形成替代，已具备成熟的外闯条件。 国内石油企业出海外闯业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却又今非昔比。2017 年，三大石油、中国华信等企业，在俄罗斯、中东、南美有大型项目斩获，这将有望带动中国整个油气产业链上的企业加速外闯。 石油公司加石油公司加石油公司加石油公司加速投资新速投资新速投资新速投资新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新能源会替代石油吗？其实新能源同石油的关系远比“替代”更加微妙。因为石油公司是当今世界投资新能源最积极的群体。 在 2017 年，BP 斥资 2 亿美元收购欧洲最大太阳能公司四成股份，壳牌广建电动车充电站，道达尔 2.4 亿欧元收购可再生能源公司股份扩大光伏产业布局，埃克森美孚宣

布新能源技术大进展……主流石油公司加速布局新能源产业，在 2018 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石油公司开始效仿这一做法。从单纯的化石能源公司转型成综合性能源公司，这或是传统石油公司的未来。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页岩气实页岩气实页岩气实页岩气实现现现现小爆小爆小爆小爆发发发发 中国能不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在中国天然气消费量激增的影响下，天然气行业未来有望吸引更多的投资。2018 年，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可能迎来提速。 在 2017 年，涪陵、四川地区的页岩气开采进展顺利，配套技术持续成熟，已经形成页岩气开采的示范效应，有望向其它页岩气区复制其模式。2017 年，在贵州的页岩气探矿权已卖出；2018 年初，湖北宜昌市也已宣布要推进页岩气开发，西南油气田更提出了未来建设 5000 万吨油气当量年产的目标，其中页岩气将成为产量主力。 油油油油价价价价受中东地受中东地受中东地受中东地缘缘缘缘政政政政治治治治影影影影响小响小响小响小 对石油行业而言，中东历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沙特、伊朗、伊拉克等国家，曾一度因为地缘政治问题，将油价陡然推高。但在 2018 年，政治因素将油价大幅推高的情况可能并不容易看到。纵观 2016~2017 这两年，沙特腐败、卡塔尔断交、伊拉克内乱等等政治事件，对油价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对
OPEC的限产协议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北美、中亚、南美、北极、非洲地区，新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中东不再一家独大。加之石油消费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的日趋完善，油价对突发事件的抗性也比以往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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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问题的前世中东问题的前世中东问题的前世中东问题的前世今生今生今生今生（（（（一点石油一点石油一点石油一点石油）））） 

 中东（英语：Middle East，阿拉伯语：اوس���ط ش���رق ，希伯来语：התיכון  המזרח ）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词汇，意指欧洲以东，并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具体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在地理上，中东的范围包括西亚地区（除阿富汗），并包含部分北非地区，也是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亚区。“中东”是欧美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术语。  

 

 
 “中东”概念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国内外尚无定论，但一般泛指西亚地区，约 17个国家。传统上的“中东”一般说来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其中，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而在这些中东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为非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区联系亚、欧、非三大洲，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欧洲和亚洲，中东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枢纽，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为争夺宝贵的淡水资源和石油资源，常年战争不断。其三洲具体指亚欧非三大洲，五海具体指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其中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也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交通便利，海陆空的路线，可顺利运送石油到各国。位于“五海三洲两洋”之地的中东，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西方和东方的要道，也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的枢纽和咽喉。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逐鹿、兵家必争之地。 

 

 政治概念上的中东问题系指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问题，也称巴以冲突。中东问题是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历史产物，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热点问题，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土问题。 

 阿阿阿阿拉拉拉拉伯国伯国伯国伯国家家家家 阿拉伯国家是指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他们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有统一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绝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 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共有 22个，总面积约 13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总数约 3.3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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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 12个西亚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南苏丹、埃及等 7 个北非国家；非洲西部的毛里塔尼亚；非洲东部的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为波斯人），但与伊拉克同属于什叶派穆斯林掌权的国家。土耳其也不是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是土耳其人）。阿拉伯国家总面积约 13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总面积的 9%。 

 

 
 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 

3000 年前，几乎在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的同时，亚细亚大陆的西边（即现在的巴勒斯坦），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希伯来王国，这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前身。几百年后，又诞生了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它侵入耶路撒冷，占领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罗马人驱逐出境，失去了自己的国土与家园。但在当时那种弱肉强食、取而代之的时代，他们只能无奈地面对这一切，而那种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苦难，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然而，犹太人并未屈服。他们流浪到世界各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形成一个独特的、没有自己的土地与国家的民族。也正是因为犹太人这种对信仰的执着，使他们的命运变得如此悲惨……  

 

1896 年，赫茨尔在《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中说：“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这就在犹太人心中燃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烈火。最后，犹太人决定将复国基地设在巴勒斯坦，使它变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名正言顺的“复国”。  犹太人对“复国”的这种坚持，也就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冲突不断了。 一战后，英国统治了巴勒斯坦，向犹太人开放了大门，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这就对当地居民——阿拉伯人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冲击。阿拉伯人的生活越来越面向贫困化，不得不起义反抗，英国政府才作出对犹太移民数量的限制。但这又引起犹太人的不满，一些激进分子就开始搞“恐怖主义”。犹太恐怖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令英国人焦头烂额，不得不把这烂摊子交给联合国处理。由于美苏两国一致支持犹太人，联合国大会也就偏向了犹太人。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181（2）号决议，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英国在 1948 年 8 月 1 日前结束委任统治；委任统治结束后 2 个月内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 158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 



《流》第 14 期  Page 75 

 

 1948 年 5月 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1948 年 5月 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10分钟后，美国承认以色列国。12 小时后，阿拉伯联军进攻以色列。3 天后，苏联承认以色列国。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非正式的战争开始。1949 年 2 至 7月，埃、黎、约、叙分别同以签订停战协定（伊拉克未与以色列签订）。巴勒斯坦除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均被以色列占领。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1956 年，英、法和以色列借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和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与蒂朗海峡，向埃及发动进攻，企图重新控制运河和镇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战争最后在全世界人民声援下，英、法、以于 6 日深夜被迫同意停火和撤军。埃军亡 1600 余人，损失飞机 210 余架；英、法、以军亡 200 余人，损失飞机约 20 架。英、法军于 12 月撤离。从此，美国便进一步插手中东事务。以军于次年 3 月撤离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由联合国部队进驻加沙和亚喀巴湾沿岸地区），但取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航行权。 

 

 1967年阿、以矛盾和美、苏对中东的争夺加剧，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进一步向外扩张，借口埃及（当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封锁亚喀巴湾，于 6 月 5 日向阿拉伯国家发起突然袭击。以军乘埃军早饭和军官上班前戒备松懈之机，集中使用 200 架飞机空袭埃及各空军基地，将埃军绝大部分飞机摧毁于地面，4 天内占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继而攻占耶路撒冷东城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
10 日攻占叙利亚戈兰高地。埃及损失惨重。1970 年 8 月最终停火。这两年的战斗被称为“消耗战”。 

 

 1973年 10月，埃、叙为收复失地和摆脱美、苏造成的“不战不和”局面，向以色列开战。 

1982 年 6 月 6 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而出动陆海空军 10 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动荡动荡动荡动荡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在这里频繁交流，多种族在这里汇聚。中东的各民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少数居民信仰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耶路撒冷看作是圣城。文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中东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伊斯兰国家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不一定是阿拉伯国家，也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坦、马来西亚这样的其他民族国家。其民族分别是波斯人、旁遮普人、孟加拉人、普什图人、马来人。阿拉伯国家是以阿拉伯族为主体的国家的总称，包括沙特、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但也有例外，比如黎巴嫩就是以基督教为主，但黎巴嫩人是阿拉伯人。 

 二战后，出现了 34个表面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接着一大批宗教领袖试图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反对世俗政权，实行“伊斯兰革命”，恢复神权统治。伊斯兰民族革命到宗教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现实的政治目标，即脱离西方或苏联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期望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改变王室政体，建立共和国；梦想组建新的阿拉伯联盟，重温以往阿拉伯帝国的梦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共同在军事上抵抗以色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阿拉伯世界内部并不团结：首先，各个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很多国家内部也有派别之争，导致政局动荡），教派之间的冲突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伊斯兰世界又有阿拉伯民族国家与非阿拉伯民族国家之分，从历史来看信仰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民族大多遭到阿拉伯民族的歧视与偏见，由于宿怨，在产生矛盾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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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冲突；第三，在各个国家争取独立时，由于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一些国家、民族进行拆分，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如海湾战争，伊拉克以科威特历来为伊拉克为由入侵科威特），使得各国不断为领土、种族等发生矛盾；第四，在伊斯兰教复兴于现代的道路中，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占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主导思想，但是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相距甚远，很多抱有英雄主义观点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国家政策上采取与西方强硬对抗，坚决建立伟大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彻底消灭以色列，自然遭到以色列与西方国家的制约。 

 

 196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同时成立“巴勒斯坦解放军”。它是一个不具备国境，实质是政府形态的政治实体的组织。1969 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温和派成为巴解组织的执政党，虽然一开始与以色列有军事冲突，但后来转变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与以色列谈判。随着 21世纪初巴以冲突加剧，阿拉法特逝世，他的继承人阿巴斯继续坚持走和平道路。未想到在之后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选之后败给激进派“哈马斯”（在欧洲一直被视为恐怖组织）领导人哈尼亚。原本自从阿拉法特后期，巴以逐渐进入磕磕绊绊的和平时期，但是巴方这一政治剧变又为未来蒙上阴影。所以不论从以色列方面还是巴勒斯坦方面，内部都存在着很大分歧。 

 西西西西方介入方介入方介入方介入 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由马丁·路德发起的 16世纪基督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教会分裂出新教。基督新教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欧洲政治、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间，新教强调通过深入教徒的现世生活去请求上帝的救赎。新教这种对世俗行为的鼓励，使得人们在追求商业利润时解除了犯罪感，使得商业资本主义的各个运行领域都有了宗教的最后依据。 

 一战中，西方国家本身是与阿拉伯诸国结盟以对抗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帝国——奥斯曼帝国，但二战后，由于支持以色列复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十分紧张，为了对抗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还大幅度调高国际油价。中东阿拉伯人的建国理想（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在 20世纪初，阿拉伯人试图摆脱土耳其人统治，在大叙利亚建立阿拉伯国家（自古以来，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将叙利亚分割成四个区域。二战后，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同时，伊斯兰社会不断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的侵蚀，西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宽容、自立、科学、理性和民主等一整套文化价值体系缓慢影响着伊斯兰世界。 

 

 二战后，英国先是镇压中东犹太复国主义，改变殖民地政策后，又挑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领土与宗教冲突，之后表面上抽身而退，将问题交给当时西方控制的联合国，暗中关注局面。而美国继英国之后开始支持以色列，总统杜鲁门向英国施加压力，率先收留犹太移民。在以色列建国后，美国第一个承认以色列。数次中东战争中，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如英、法）更是提供给以色列大批军械武器和装备。若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建国并得以大规模发展。 

 

 总体来说，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要点是：改造伊斯兰社会（镇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民主”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阿拉伯国家）；扶植亲美政权；控制石油资源；调节巴以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等。 

 一一一一多多多多一一一一少少少少 多：石油资源—中东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中东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及沿岸地区，所产石油绝大部分由波斯湾沿岸港口用油轮运往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东主要的产油国家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伊拉克，其中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从出口石油中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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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的钱，成为富裕国家。中东所产石油百分之 90以上运往西欧、美国、日本等地。由于石油采一点就少一点，所以这些产油国家，都在考虑石油资源采完之后，本国经济的出路问题。他们的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盛产枣椰树。少：水资源—中东水资源极度匮乏，沙漠广布。这也与石油资源的丰富形成鲜明的对比。水资源匮乏严重影响中东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中东水资源紧缺日趋严重。河流、湖泊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也是形成中东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划分划分划分划分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81 号决议，决定在 2.7 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其中，“犹太国”占约 1.49 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国”占约
1．15 万平方公里。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但“阿拉伯国”因阿拉伯人拒绝分治决议没有诞生。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占领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等在内全部“阿拉伯国”领土。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决议，要求以撤出所占领土。长期以来，巴方坚持并决心将在 1967年战争爆发前的边界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以政府则坚持未来以巴边界不能回到 1967年战争前的状态。 

  犹太犹太犹太犹太人人人人定定定定居居居居点点点点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以移民定居而形成的国家。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开始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以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 1972 年至 2008 年，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从 1182 人增加到了 28.58 万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人口已达到将近 20 万人。2005年 8 月，以曾在实施单边行动计划时，撤出位于加沙地带的全部 21 个定居点和 4 个位于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定居点。但在此后几年中，以并没有停止定居点建设。长期以来，巴方坚持要求，以必须拆除全部定居点，而以方强调定居点建设是根据“自然增长”的需要。按照巴以 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以定居点扩建只能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上进行。 

  难难难难民民民民回归回归回归回归 巴难民问题是历次中东战争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产物。战争先后导致 100 多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巴难民已超过 470 万人，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外，这些难民主要分布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根据联合国 1948 年通过的第 194 号决议，巴难民具有回归权。但难民能否回归、回归多少将涉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等中东相关国家的民族构成、人口比重和社会安全等重大利益。因此，在巴以和谈中，以方坚持巴难民就地安置，反对回归。 

 水资水资水资水资源源源源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巴勒斯坦地区 60%以上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包括地表水、河流和地下水等可再生水资源总量估计为 20亿立方米。在数量上，以占有和消耗全部水资源的 80%，巴只能享用剩余的 20%。另外，巴以关于水资源分配还涉及边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前途等问题。因此，以反对彻底同巴进行水资源再分配，主张共同管理水资源，以保证以水资源安全不受威胁。巴则坚持收回所有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水利设施的所有权，拒绝接受与以共同管理水资源。 

 后后后后记记记记 中东问题是现在世界上最棘手的国际纠纷，威胁着世界和平，人们对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各持己见，中东问题不解决，世界时刻都将面临着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袭击，更令很多国家饱受其害。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如果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能够作出一定的让步，美国能够更公正一些，让阿拉伯人民得到一个“站着的和平”，那中东问题就可能妥善地、和平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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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Lake Energy 
 

West Lake Energy Corp. is a privately held Calgary-based intermediate oil and natural gas 

compan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in western Canada. 

West Lake’s operations are focused i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and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which contain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Corporation’s productio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is located along the eastern edge of Alberta between Township 

36-43 and Range 1-6 W4M.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in this region are Cadogan and 

Rosenheim, which target the Cummings and Dina zones at a depth of approximately 600 to 700 

metres, resulting in medium gravity oil with a density of approximately 20 API. Sparky and Lithic 

channels are also targeted in the Sounding Lake, Rosenheim and Provost areas, with densities 

of approximately 22-28 API.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ity of Lloydminster on the 

Alberta/Saskatchewan border. This region’s production is predominantly heavy oil in the 12 to 

16 API. Zones targeted include the Colony, Upper McLaren, Sparky, General Petroleum, Rex and 

Waseca at depths of 500 to 700 metres. 

The remaining 10% of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is gas-weighted and located in West Central 

Alberta, Pincher Creek, and the Peace River 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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