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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地接受礼物 (Sherry Wong) 

 

来加三十载，迄今为止我在西方生活的年头已超过了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感触颇深。今天想谈一谈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对待礼物的态度上的差别。 

记得在我初来加拿大的头一年，一位曾经在中国教过英文的加拿大女孩跟我们这帮国际学生搞座

谈。她谈到中国人与西方人送礼的方式的不同。西人送礼，会将一件不起眼的小礼物精心包装，

然后郑重其事地呈现给对方。而中国人会将一条精美的丝巾用报纸胡乱一包，然后悄悄地塞给

你。我们这些留学生们当时都会心一笑。 

而今天，我所要讲的不是两种文化送礼物的方式差别，而是对待礼物的态度上的差异。 

首先，中国人一般不当着送礼人的面将礼物打开。但是西方人一定是要当着你的面将礼物打开，

同时面露惊喜，赞不绝口。而且凡是能穿着戴着摆着的东西，她下一次见你往往会特意穿着戴着

摆着给你看。我认识一家加拿大人。先生是医生，太太是护士，女儿女婿也都是医生。住在一个

富人区的大房子里。有一年我学会了用 clothes hanger，彩带和彩灯做小圣诞树，就一连做了几个

送朋友，也送了他们一个。第二年圣诞节时，他们请我和母亲去他家共进晚餐。 我们一进门，就

看见了我头一年送给他们的圣诞树， 点着彩灯，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前庭。当时我觉得心里暖暖

的。之后每次他们请我们去过圣诞节，都要郑重其事地把那个小圣诞树摆出来。我觉得这种对待

礼物的态度很优雅。他们想要表达的，就是他们珍惜这件小礼物，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礼轻情意

重。 

而中国人一舨不会想到这些， 甚至有时会表现出对你的礼物不屑一顾。  

记得很多年以前看电影 The Joy Luck Club，其中一位中国妈妈指责她未来的女婿送给她女儿的皮草

不值钱。当时她的在西方长大的女儿说了一句话，对我触动颇深，至今难忘。 

她说：妈妈，你不应该批评一件礼物。 

而我觉得国人在批评一件礼物时的心态是：你给我送礼是应该应份，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是情

侣，或者我是你的客户，或是我于你有恩，或是我待你不薄，或是你有求于我，或是圣诞节，情

人节，我的生日，等等等等，你就该送。送少了送轻了我不但不高兴，而且我还要让你知道我不

高兴。这种对待礼物的态度，在我看来说轻了是没风度，说重了是没教养。 

当然还有一类人属于没心没肺，用一个现代词叫作情商不高，在不知不觉中伤了别人的心。 

很多年以前，当我在读大四的时候，当时家里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那时的五十元生活

费已是捉襟见肘，何况我又是一个到了新华书店就迈不动步了的人。要买一个“大件”，比如说

一条裙子，一双皮鞋之类的奢侈品，往往要攒一个学期的钱。 

我决心在我毕业的时候给母亲买一件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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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攒了几个月的钱，终于在临毕业之前，可以给母亲买一样像样的礼品。那个周末我跑遍

了西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终于找到了我认为既值得又适合母亲的礼物：一对描绘着美丽图案的

古色古香的健身球，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售价十八元。母亲一辈子病病怏怏，我觉得练健身

球一定会有益于她的健康。 

毕业后的那个那个暑假，我带着这个礼物回到家， 呈献给妈妈。她什么也没说。我自己也是在中

华文化中泡大的，觉得这很正常。 

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我父亲教书的同一座大学教书， 并且住在家里。在那之后的三年里，我再也

没有看到过那对健身球。 

三年后我远涉重洋，来到加拿大读书。父亲过世后，我将母亲接到加拿大颐享天年。我心里还是

放不下那对健身球，心想母亲若不用它，我至少可以用呀。没在母亲的行李里发现它， 我便装着

漫不经心地问起母亲有没有把健身球带来。 

母亲说，她在出国前把健身球送给了某某某。我当时大吃一惊， 因为母亲说过她根本不喜欢这个

人。 

在母亲的一生中，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母亲其实很慷慨，经常送朋友一些礼物。当然她的收入

不可能使她送什么贵重的礼物。 可是她会借花献佛，会将朋友送的较为贵重的礼物转手送出去。 

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甚至会打电话给送她礼物的朋友说人家送的礼物有问题. 实际上是她自

己没把说明书读明白。此事深深伤了朋友的心。 

而我认识的一位加拿大老太太恰恰与母亲相反。她有七个儿女，她的客厅里卧室里走廊里厨房里

厕所里摆满了挂满了儿女们送给她的礼物。而且她会如数家珍一般告诉你每一件礼物的来历。 老

太太今年八十九岁。她清楚地记得每一件礼物的赠送人，年份和缘由。除了一般的节日礼物和生

日礼物以外，其它礼物都是她的孩子们外出旅游时为她买的纪念品。她的收入也有限，所以几乎

不送别人礼物。但是别人送她的礼物源源不断。 

老太太的客厅沙发上方悬挂着一副油画。是一幅极为普通的油画，而且布局呆板，色彩暗淡，画

框陈旧，我觉得摆在那里特别碍眼。 其实我也是个热心肠，就建议老太太换幅画，并且大包大

揽，说我会送她一副更好的。没想到她的解释让我有些尴尬和惭愧。 

老太太告诉我，这幅画是她四十年前刚离婚不久，从家里搬出来一无所有得时候， 她的七个儿女

凑钱给她买的。那时候儿女们也不富裕。尽管她对我的好意很感激，她却不能换这幅画。 

那面墙上挂的哪里是幅画， 那是她的一颗感激之心。她的七个孩子全是她一手带大的。可是她并

没有觉得孩子们送她礼品是应该应份的。换了中国人，可能会想，算是孩子们有良心。 

我试图影响母亲，希望她有一颗敏感的心。谁知没说几句就争论起来。母亲说既然礼物送给我，

就属于我，我应该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难道不是吗？我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假设你送给

别人一件礼物，那人转身将礼物丢进垃圾桶里，你的感受如何？当然这场争论就像我们之间的很

多争论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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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国时母亲担心加拿大太冷，特意托人从内蒙买了驼毛，为我缝制了一件浅蓝色印花缎子面的

小棉袄。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那种小棉袄在加拿大根本没法穿。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珍藏

着那件棉袄，舍不得扔掉。因为那是母亲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我珍藏着每一件礼物，哪怕是极

小极小的一件。因为我知道，那位朋友在买那件礼物的时候，心里想着我。从旅途中带回来的礼

物，则是在千里万里之遥的某一个城市，某一条街，某一家店的某一个时刻想着我。 

还有一点，礼物不能要。要来的礼物就不是礼物了。所以西方人送礼物或祝贺生日时讲究出其不

意，讲究惊喜。当然这也有潜在的问题，比如买的礼物可能不合适，甚至可能造成误解和极为尴

尬的场面。 

我曾经在一本英文杂志上读过“我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的征文比赛的数篇文章。一等奖得主是

一个男作者。他在少年时期有个女友。有一个周末他的父母出外旅游，他就跟女友大模大样地在

他的家里度周末。两人在他父母的卧室里云雨一翻之后，女友说她想吃冰激淋，而且要求他必须

将她驼在背上到厨房去取。当女友骑在他的背上，两人赤身裸体地在黑暗中爬到厨房，所有的灯

突然亮了，他的父母亲友不知何时潜入室内，他们就这样陷入众目睽睽之中。原来这是父母为他

庆祝十八岁生日安排的 party。当然从此以后，他父母再不为他举办惊喜 party 了。 

虽然礼物不能要，但是可以暗示。记得有一个女子给杂志上的专栏心理顾问写信，说她的丈夫从

来不给她买花，她该怎么办？顾问说那你就给自己买束花，摆在自家的桌子上。丈夫回家，你可

以对他说，这花真好看，你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希望他能理解这个暗示。 

再有一点，请不要浪费礼物。这跟我们不应该浪费食物的道理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食物往

往是自己买单， 而礼物则一定是别人买单了。我这里指的是戏票球赛票一类的礼物。我们公司每

年都会有一些 clients appreciation events. 每一个 consultant 都会分配到一些名额去邀请客户。每年

都有临时取消的客人和 no show 的客人。如果离开演的时间只有几小时，即使客户告诉我们，我

们也无法将票再转给别人。当然这种情况西人中也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公司的政策也改了。最

开始我们每个人没有名额限制，而且不用花钱买票。结果有的 consultant 就会抢 200 张票，然后

天女散花般散出去。最后来 20 个人。当看到剧院里大片的空座位，公司就做了改进，限制了每个

consultant 的名额，而且我们得花钱为客户买票。这样会使我们邀请客户时更为慎重。但是还是

杜绝不了 no show 的现象。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会产生连锁效应。No show 的第一个后果是

下次你不会再得到邀请。第二个后果是另一家人失去了机会。 第三个后果是当我们得花钱给客户

买票时，我们能请的人就有限了。有的 consultant 甚至谁都不请了。第四是现在我们作为

consultant, 为每一场活动都买了两次单。很多朋友不了解我们这种公司的 Marketing fund 是从哪

里来的。甚至有人以为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从客户身上来的。其实我们每个 consultant 每个月

都要向公司交一笔 marketing 的经费。这是我们为这类活动第一次买单。自从公司要求我们再为

客户买票之后，我们便不得不为客人第二次买单。就像一个打工一族从自己的工资里花钱买单一

样。一个人是否能为别人着想，往往体现在生活中的琐事之中。 

既然说到这里，我也不妨提一提有关对礼物的 acknowledgement。 我们这些自雇的 consultants, 在

做成一笔较大的生意之后， 有人会对客户表示感谢，比如送瓶酒，送束花。我也会寄礼品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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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吧，我寄出去的礼品卡，约 80%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我都不知道礼品卡寄到没寄

到， 除非寄挂号。我不求感谢，只求认可，只求签收。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我还发现，对小事不心存感激，对大事也不会感恩。我认识的一些才貌双全的中国女子往往认为

她们的丈夫娶了她们是有造化， 是撞了大运。我以前对这种观点完全认同，直到我遇到这样一对

夫妻， 丈夫是西人，妻子是菲律宾人。我当时在一家银行工作。他们是我的客户。那时他已经六

十多岁了。长她二十多岁。而且大腹便便。也不富裕。她刚四十出头，身材匀称，举止文雅。说

不上美艳，但挺耐看。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为何嫁了他。总觉得有点鲜花插到牛粪上的感觉。但是

基于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也不便说什么。 

后来我离开了银行。她又去了银行工作。经过一连串的巧合，我们成了朋友。有一天我去她家做

客，发现她的手还很巧。她家的窗帘都是她做的。而且她的家布置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我终

于问起他们的恋爱史。原来她在卡城一家建筑公司做前台时遇到了她现在的丈夫。他是一个专门

为豪华住宅做铁制的楼梯扶手的技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互相看对了眼。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先生真有福气，找了你这样一个太太。而她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 

她说：我也有福气，因为我遇到了他。 

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她没有必要以此作为客套话说给她的丈夫听。她的语气是那么地诚

恳，眼神是那么地真诚。我除了感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从此以后，我不再轻易说谁找了谁有福气这类话了。因为如果两个人真诚相爱，他们都是有福之

人。 

最后，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送礼物上还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中国人往往以

请客吃饭或送一些小礼物开始交往。而西人是有了一定的交情才会请客吃饭或互赠一些小礼品。

对于一般的同事和邻居，你想请客送礼他们一般不会推辞。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大家就会做

朋友，也不要期望有任何的回赠。由于篇幅有限， 我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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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

的作品，投稿信箱 editor@aspeoi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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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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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editor@aspeoil.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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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画家介绍 

南嫫，中国作家，诗人，画家。代表作：长篇小说《暗箱》。下面是她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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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梦种在时光里（沁梦） 

 

 

作者简介：沁梦，原名何惠珍，一生从事教育工

作，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喜欢背包走天下。

沁洒沧桑阗皈依，梦释五蕴笑人生。 

 

（一） 

林仑是个女人，我是后来知道的。知道林仑

这个名字，是听长篇小说《终南山》，语言

豪迈的把终南山的起伏绵延和山下人们熙熙

攘攘的日子活灵活现的摆在我的眼前，气度

完全是男人的大气与从容，我压根没敢想过

《终南山》的作者是个女人。  

知道林仑是个女人，是我读了林仑的散文以

后。 

林仑的散文很多，她写了一千多篇，我只读

过 100 多篇。我是用心去读的，不用心不行，

内涵丰富的读一次总觉得没有琢磨透。她发

一篇，我读一篇，没看透的，就打印出来，

捧在手里玩味地读，圈圈点点把文稿涂画的

不成样子了。读得爱不释手，我就在喜马拉

雅配上音乐诵读，悠悠的情丝与绵绵的思忖

让我情不自禁就陶醉了。 

日子长了，有那么一天突然就觉得林仑不应

该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不会有如此感情的宜

嗔宜喜、怒猊渴骥、唇齿相依。读她散文的

无数个瞬间，柴禾、炊烟、鸡跳、狗奔就如

女人手里的绣花针，时不时挑破、刺痛我的

心。不由得想，林仑如果是男人也是女人味

十足的假男人。上网查，林仑果然是个女人，

还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微信真好，让世间的人们不知不觉间缩短了

距离。林仑和我还真成了朋友，交流生活，

交流生命的过往，也交流女人立命生存的感

悟。这个女人朴实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以

及每天写作的勤勉，简直让我吃惊，震撼到

骨子里。 

林仑只把她的 96 篇散文收集编印成了一本书

——《把梦种在时光里》，她果敢地把梦种

在了她生命岁月的时光里。她的梦从蓝田的

乡下，到新疆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再到

咱们陕西。她的梦翻山越岭，跨越时空，从

黄土高原的秦岭终南山下到帕米尔高原的天

山南北，落到了《把梦种在时光里》。 

书是她写的，不是她出的，版权是国家的。

林仑书里书外的散文天地我都喜欢，文字进

没进她的散文书里，她把梦都种进了熠熠生

辉的她的生命里。 

她说：捡起岁月，人就捡拾了自己。 

我说：你的散文是种子，播种在生命的土壤

里，让石头也开出了山茶花。 

（二） 

读着林仑的散文，我发现林仑这个女人的人

生是曲折坎坷的。而这些曲折和坎坷出现在

她的生命里，对别人也许是生命的过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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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不能不说这实在是生活对她特殊的厚爱，

让她比一般女人经历了更多的人生。终南山

下贫瘠的村落，罔川河畔乡野的农家生活，

西出阳关的库尔勒，烟火缭绕的古长安，都

是生活对她生命的奖赏，而她又是珍惜生命

的有心人，自然对生命的体验感悟是丰富多

彩的，她让《文字在夜的梦境里期候》。 

终南山下林家河的小村落里，童年的林仑坐

在兄长的肩头，游玩在村外邻村的芦苇荡里，

看着哥哥们技术高超的打粽叶。随着粽叶飘

香，古老楚国刮来的楚风，在汨罗江上，在

《离骚》悠扬的长吟声中，林仑摇曳了自己

的成长。她的光阴不仅仅是日子，思绪化成

了思忖，变成了铃儿响叮当——《端午节下

的粽叶香》《又是粽叶飘香时》《粽叶飘香

巍峨了屈原的魂》。  

她说：红尘很重，生命很轻。苦难的岁月依

然金光琉璃。 

村南头土岗坎儿上有间老豆腐坊，成年蹲守

在岁月里。在林仑的眼里：“夜色下，它蹲

守在高处，孤零零地，像一位看护村落灵魂

的老人，穿越时光的沧桑，默默的念着佛

陀。”她追寻着豆腐坊的前生后世，把终南

山下黄土地上人们曾经的贫瘠、辛劳、正直

与淳朴写成了岁月的长歌《豆腐房里豆花

香》：村堡子里那些澎湃滚烫激情的青壮劳

力，在林仑的笔下用亘古不变的情爱恩怨，

搅动着部落绵延不绝的生命本质；豆腐坊家

族的兴衰起落，让每根椽檩都铸进了人固守

的精神图腾；六爷生命里不会多喝公家一口

水，也不允许任何人多占集体的半点便宜的

无悔的坚守，在年的轮回中放射着灿烂耀眼

的光芒；饥饿的大闷用刀片偷吃豆腐的舒畅

和撑死后脸上吃饱后惬意的笑容，惊颤震撼

着活在世间为生存而勤劳的每条生命…… 

乡情永远是不落的太阳，《年味》和《平安

村里那弯山月亮》始终在她的心里，她让

《谷雨的笑声灿烂在豌豆花的寂寥中》，让

《镰刀点亮麦子的希望》，让家乡的山水草

木、父老乡情《在生命的古宅里闲憩》，她

让《细雨俗烟的白鹿原》升腾起了《柴烟的

味道》，告诫着人们《岁月太深，人太浅》

《红尘里，守住缥缈的初始》《真实的拥有

是失去》。 

她说：了解别人，不如看清自己。人生的悲

欢离合酸甜苦辣里时刻充盈着幸福 

女人的世界，是心的驰骋，锁定了烟雨红尘

的向往。林仑于《细雨霏霏，我站在苏武墓

前》，“牵住岁月的缰绳，用笔墨饱蘸日月

的精华，写苏武的身前身后事，写光阴的起

起落落”，她说：今生，我和苏武结了缘。

她让《鸟声唤醒了唐朝的风情》，在悠悠的

情愫缠绵下，《萧瑟透出朝圣的气质》。她

把一代女皇武则天化作《无字碑 天意 本意》

的思索，深深的镌刻在了人们的心灵上： 

无字碑，它是太过沉重的书籍，压在历代文

化的窗口上；无字碑，它是哲学的结晶，不

是随意就能看懂的；无字碑，它是缥缈的诗

书，氤氲着时空的气息；无字碑，它是苍茫

宇宙轮回的画卷，浸染尽了生命的斑斓。 

林仑的眼里，生活是修行，也是迷痛。她的

笔，为撕裂的灵魂疗伤，将在黑暗中行走的

人，迎接到有光的方向。 

（三） 

林仑的散文创作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梦在时

光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她是在用文字享受

生活、享受人生。她让时光惬意地从心头滑

过，体验花开花落的曼妙，袅娜日月星辰的

生辉，让山川河流在胸中荡起威严凛然之气。

生活与人生在林仑的笔下翩翩起舞，她让人

间情感的喜怒哀乐化成音符，演奏出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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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乐章；她让生存命运的跌宕起伏化成

水袖长舞，洋溢着阳光下温馨与坎坷的过往。 

林仑的善良与正直让她的文字带着温度，有

了质感和骨感，丰满了她的人生，也激起了

我这个读者兼朋友的共鸣与思忖。她要求自

己“作文与做人一样的，需走的端，行得

正”，她的文字“给每一个生命以美好的向

往，让人的每一个经历都成为甜美的回忆”。

读着林仑的散文，自尊、自重、自强、自爱

始终荡漾在我的心海，犹如安魂的神曲。 

人有时很奇怪，喜欢一个人的德行和她的语

言，有时会像琢磨恋人的一举一动那样去反

复思索她的文章。林仑的散文把人性、伦理、

轮回根植于大地宇宙和人类，但又情意绵绵。

读着林仑的散文，我常常质疑“女人是水做

的”话，她的散文思维和一般女人不同，大

气中有种哲理，镶嵌在字里行间，深刻的让

人琢磨了又琢磨，还想再琢磨。在巴黎的先

贤祠，我仿佛进入了思想家的乐园，曾经迷

茫过，因为法国是“主义”诞生最多的国家；

读着林仑的散文，我犹如进入了中国社会的

大观园，她把诸子百家里的儒家、法家、道

家学说的精髓融进文字里，启迪着我去思索

探究红尘里生命如何做到生存安然。 

我着实喜欢林仑散文的语言，不露痕迹中出

神入化，活跃出天地间的纯美。她的想象丰

富，穿越时空，却又淳朴到乡间田野……《豆

腐房里豆花香》对雪夜的描述，始终让我记

忆犹新： 

“大雪来访，瓦砾上坐满了白腾腾的天外客，

家家大人小孩在自家的热土炕上拉古往今来

的闲话，说着前朝后往的趣事，六爷就被生

产队指派到了老磨坊，日夜为大家烧磨过年

的豆腐。” 

经过一夜的劳动，豆腐磨好了，林仑这么描

述： 

“屋外，昨夜呈现在大闷眼里，密密匝匝的

银亮星星，在一个梦的时辰里，就神奇地飞

落成一地白灿灿的雪了”……  

勤勉与情怀造就了女作家林仑，她是 “陕西

十大青年作家之一”“重大题材签约作家”

“草根文学网驻站作家、评委”。她发表作

品数百万字，荣获"全国青年记者散文奖"、

新疆首届"孔雀文学奖"等奖项 30 多次，都是

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码起来的。 

5 月的一天，闲来无事走进钟楼书店逛逛，

发现书架上摆着林仑创作的 3 部长篇小说

《终南山》、《西天行》和《苏武牧羊》，

出于对她创作的好奇，也出于对她文字的喜

欢，我买下了这几本书。回家后我们电话聊

天，原来她还有几部中长篇作品在出版和写

作的过程中。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我对林仑散文的喜爱，果然得到了应验。林

仑的散文集《把梦种在时光里》，受到全国

各地大中小学生和家长的热议，现已作为北

京电视台“晨读时光选读书”读本。 

祝福林仑，写出更多更美的散文作品，斑斓

她的人生，也斑斓我们的岁月。 

2018 年 8 月 6 日写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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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虻诗选（叶虻） 

 

 

叶虻，北京人，冶金机械学士 ，工商管理硕士 ，

曾供职于四通集团，现旅居加拿大，诗歌和散文

散见《南方文学》《贵阳晚报》《东方文学》 

《诗歌报周刊》，《蒙特利尔华人报》《中华导

报》，美国《清风文萃》《佛州经济导报》，台

湾《南华报》报纸和杂志期刊，诗歌作品曾多次

获得网络文学优秀奖，并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

鉴》《北大百年新诗选》等多部诗歌合集。 

 

我安静地看着你 

 

我安静地看着你 

仿佛你一直出现 

从没有离开片刻 

但愿每一个清晨 

我都会把目光递给你 

每一个夜晚   你都会把你 

和我的目光   一起交还 

 

我不关注这个世界 

我把关注当作一种信仰 

此刻  我只把它呈现给你 

这个世界如此的安静 

我关上了所有的门 

世界也把我关上 

我打开所有的门 

所有的门内都是你 

 

我安静地看着你 

从日落到晨昏 

直到把你看成真实的你 

世界是虚拟  生活是虚拟 

你是唯一   真实的存在 

 

我安静地看着你 

直到我的目光成为你 

失而复得的   羊群 

 

关隘 

 

我想把水命名为漂移 

这样我们之间隔着的就不是海 

而是大陆最初连接的板块 

我想让不可能成为节日里的悬灯 

虽然无法触及但是经人悬挂的高度 

一定会有梯子般坚实的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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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老式留声机里的乐曲 

在电流发明之前  我们之间的联系 

如同一个房间促膝而坐的音符 

必须紧挨在一起才能 砌成音乐的城池 

 

如果我是一株手植的玫瑰 

我也会有野生同类的芒刺 

我不完美只能挥霍你的不介意 

因为我在乎你的感觉 

生怕它们如敏锐的关隘 

让两个鸡犬声相闻的村落 

老死不能往来 

 

迷幻花园 

 

一次小小的吟唱 

搭建成了我们的  迷幻花园 

如果月影在终曲上的弹跳 

如果婆娑是一次俯仰间的错过 

这幻境的门扉   在我们想象的手指上 

用一次娴熟的间 奏 

就可以让雾和溪水彼此跨过   

用各自林霭上  轻捷的身姿 

 

这没落的城池 

这烟花中的轻浮的街巷 

藏匿着一座迷幻花园 

在我们的想象中  花只开过两次 

彼此折叠的身姿最有口碑 

在盎然的想象中描摹春意 

或者刻画一次月光嶙峋的骨感 

那还是一次完败的泪水吗 

还有远海上一声  被安谧 

置换出的  清越的鸥鸣 

 

走吧  夜色中有我们溃退 

的伤感和负隅顽抗的怀念 

脚步也可以悬挂成 

细腻的花环  被亦步亦趋的时光掩埋 

我们的海岸有两次拍打 

我们的花园浸没成 

一次遗忘海域上的   冰凉梦境 

归航中   皎洁是唯一失联的月色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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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画话六幅（胡晓亮） 

 

胡晓亮，家中行二，俗称二哥，幼时酷爱美术，

家中贫困无钱学画，总在田间用石子涂鸦，后阅

丰子恺，刘树勇绘画资料，重拾旧梦，开始临摹，

学画，创作之路。自创“胡言乱画”系列漫画， 自

嘲，自侃为主。 不为别的，只为静心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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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西行漫记 》印象二（桂琼） 

 

 

我叫桂琼，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一

半人生，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

运用自如。喜欢很多人和事，觉得人生充满了许

多好奇的事物，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 

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需要培养，相信旅

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相信孩子是我最

好的老师，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

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相信精神

上的感动，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假如

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啊，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

一定会说，你现在是在用英文思维，用英文文法

来组织句子……可我觉得离开中文环境那么久，

反而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更容易表

达自己的想法。 

写下文字的快乐，不需要与人解释，自己有兴趣

的事，才可能坚持。 

现居卡尔加里。 

 

 

 

《西行漫记 》印象二 

《红星照耀中国》在我心目里比《西行漫记》

这个书名要更贴切。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漫记实在是很中庸的书名，任何人往

西北旅行都可以以此为题，漫记完全不能表

达出斯诺的锐利眼光和旁观者的客观分析，

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人性的普遍的观

察。斯诺将他在红色中国得到的深刻印象，

用他满怀真诚以及理解的笔墨描述出来，一

方面是经历过中国后对不同中国人的理解，

另一方面是外来者对中国不受思维帮派束缚

的独立。作品经过成为当时的实事报道的过

程后，又成为下一代人对那个过去时代理解

的渠道。 

从西安径洛川、延安到安塞的路上，黄土漫

天，也许千百年没有改变的土地和贫穷，在

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的斯诺眼中看到的是渐变

的不同。当时是东北军和红军在围剿及反围

剿之间中间地带的平和，西安事变的前兆在

前线非常明显。但斯诺的通行仍然不是完全

没有危险，他清醒地意识到他随身物品对向

导的引诱，他在双方的真空中间地带躲避过

真正土匪的抢劫或者向导可能一时贪念恶果

的风险，到达红色中国的边缘。到了，立时

感受到不同中国人的态度。大家都记得“不

知道”陕北话的发音，无疑和斯诺这一个接

触有很大关系，他见到的村长，就是这样面

无表情地回答他的询问，虽然没有任何害怕

的表情。那是一个宇宙性的在中国人脸上容

易见到的表情，斯诺在中国没有见过，他很

惊讶，因而益发引起记者职业的好奇。 

骑着老驴进入保安的最后行程是斯诺和第一

个红军正面接触中完成的。那是一个很普通

的军人。他们的生命历程在斯诺眼中是非常

的奇特经历，可是，对他们自己，他们的选

择是那么的平常，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

同样的经历，为着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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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诺的眼里，他们的自我和个人都在理想

的单纯中消失了。 

我常常想象那个不同的时代，和时代给人的

选择，以及革命这一个词给中国人的感受。

无疑不同的时代，让人对同一个词的理解是

那么的不同。为什么有人能够选择死亡面无

惧色，有人献身革命略无犹豫，不是完全如

同我们中小学革命教育那么单纯那么简单，

那么消除了人性个性的统一和一致，但是的

确可以有很完整的解释。我们的先辈有和我

们一样面临着抉择，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选择。

如何用我们今天的目光去体验当时人物的选

择，最大的障碍就是一个对革命对共产主义

信仰的看法和评估。我们也许能够在和平年

代，在悠闲地读书之余，考量当年人们的共

产主义信仰的不同。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需

要更多对时代的理解，才能公正地解读当时

的不同。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风云人物，后

代在平和的时代里只能感叹和咀嚼大冲击的

变化。我们无缘去亲历历史，能得到的，很

多时候是宣传，和被手术刀切割后的支离破

碎的事实，因为这个处理，有时得到的是不

尽公正不尽中立的观点。 

历史上任何人都不会面对历史宣称自己的行

为举止非违背人性违背进步，如何拨开时间

的间隔，透过重重阻碍，去中肯地分析历史

人物和他们选择的正义与否，符合历史发展

与否，是有一定人性标准的。而且这是能够

经得起时代时间考验，超越人种、民族和文

化区别而存在的客观标准。在我们这个时代

流传下来的历史，更多的是需要时代沉淀，

脱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后才能有一定

的客观公正看法。历史的公正需要的是时间

流逝后的冷静，但是时间，又很不幸地磨灭

一些当事人直观的叙述和对人性性格分析理

解的基础。 

我相信很多人喜欢斯诺作品的原因，就是他

做到了没有利益相关的中立，和亲历历史的

直观，加上他出色的记者的锐利眼光，和对

中国的理解及热爱，而得出一部出色的历史

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作品包涵了很多东西，有领导者的思维，在

窑洞里忽闪油灯下吴亮平的翻译记录下的毛

泽东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对过去对现实深邃

的分析理解。他在书中除了结尾的长篇分析

外，有两个地方比较理论化。一个是和毛泽

东的长谈，一个是在红军大学的面条宴不能

补充能量消耗的对话。和毛泽东长谈前后，

很多人感兴趣脱裤子找虱子的细节。毛是一

个挥洒大局，不拘小节的人物，斯诺是一个

记者，是外人但是没人把他当什么不同的人

物。既然邀请了来，没有人特意地设立什么

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的界限。和后世的控制

相比较，很令人感慨这种变化的原因。那个

时代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因为不需要控制。

每一个人精神生活充实，拥有一个共同目标

而具有的开放和自信。 

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和彭德怀探讨，这里有

他对彭德怀个性的分析，几乎是预言家的分

析。他笔下的彭德怀有着中国人少见的直率

和坦诚。未来是什么，斯诺无从预测，但是

读者可以有着后人读史的奢侈，明了斯诺在

三十年代的文字直截了当地帮助后人理解这

个军人的强处弱点：他有革命者对领袖的态

度，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个人崇拜，大家都是

平等的人，可他也有无法容忍对不同看法同

僚的无从掩饰的严酷处理方法。毛泽东的生

活很简单，但是他有着很独特的起居方式，

就是昼伏夜起，夜越深精神越好，而彭德怀

就是典型自律清教徒形象了。他晚睡早起，

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从保安到前线的路上，

斯诺抱怨他骑的都是劣马，于是离开前线时

从徐海东处得到一匹烈马。在完全不同马匹

上来去之间，斯诺看到的是一支不同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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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看到前线和后方相同的奉献精神，文

化政治的相同，以及和普通中国军队的不同，

对军人教育的不同。 

天下没有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但是有这样一

种军队，它拥有的精神给了斯诺对中国军人

全新理解的可能。看到这里的印象和后来索

尔兹伯里《长征》有一些混淆，因为我不记

得关于强渡大渡河等红一军传奇是斯诺的，

还是索尔兹伯里的故事。我自己的记忆可能

更全面一些，那是我大多从《星火燎原》里

读出来的记忆。无疑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见

过杨得志等红一军团一级勋章获得者，得到

第一手资料。这里的故事又牵涉到二十八岁

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当事人在回忆当年

故事时，都要顺应潮流，历史都在不同的年

代有不同的讲解。斯诺是直观者，看到的，

没有太多情感变化的改变，所以他认识的人

都是在那个年代活生生存在的人。他的文字

里，或者是索尔兹伯里的故事里，有这一句

话描述林彪，云南绚烂的罂粟花在蓝天下盛

放，蓝天上飞得最高的，是一只红军年轻的

雄鹰…… 

作品中有一章节对苏维埃经济进行了分析。

这一段几乎是最无趣的一段，但是细细研究，

可以看出斯诺的疑惑，因为在红色中国，没

有任何出产。但是维持苏维埃政权必须维持

军队。如何维持强大的军队，单靠税收无疑

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借贷，也不可能募捐。

政府开销很低，所有的政府官员恐怕都没有

私人财产，或者领取薪金，可是收入如何对

冲支出是一个很需要理解和解释的问题。陕

北历来就是中国最穷困的地区，不可能收税，

那么一个政府基础经济如何维持运转，尤其

一个生存都受到威胁的脆弱经济，就更是值

得研究的问题。只靠革命的热情，并不能解

除经济学家的疑问，更不能维持苏维埃政府

的正常运作。抢劫敌人无疑是革命政府最大

的收入来源，但冷静分析一下，“没有枪没

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仍然是一种高昂的革命

浪漫主义解释，可行性很大，但是这种也是

需要更多人力和物流消耗才能得到补偿的方

式。在军队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的压倒性力量

时，是五十五十成功机会的冒险，以及不能

保证的正常持续性的财政政策。卖鸦片的确

是另一个大的来源，不仅容易和持续维持的

可能，而且在当地有着深厚的基础。西北缺

水也缺肥沃土地，民生选择不多，跟今日阿

富汗一样，农民维持一家的生活，必须是要

么靠国际社会的供应生命线，要么靠多年来

的传统种植毒品维持生存。当时的苏维埃政

权，第一选择不是不期望，而是不可能。共

产国际给红色中国的支持，多数停留在精神

上的支持和偶尔人力的输出，连续有保障的

经济上支持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停留在红色

中国财政预算上的收入栏目中，很有可能有

毒品的收入。 

书中间还有一段对军队平民扫盲的好奇和揭

秘。斯诺的故事吸引人，就在于每一个历史

的发展和理论的变化，都是通过描述极其有

趣的人物发展中娓娓道来的。谢觉哉和徐特

立两个红老鬼的故事，我都记不太清谁是谁

了 。他们是长征中最老的成员，很骄傲也很

自信他们存在的必然和选择的满意。徐特立

是毛泽东的老师，对斯诺抱怨这个不听话学

生的过去，当然也不掩饰对这个当年反叛学

生的骄傲。两个人都是教育者，他们的教科

书扫盲教育和以拉丁文字为基础创造的拼音

对我们今天文化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远。 

书中令我感兴趣的还有保安生活的细节故事，

例如斯诺和李德，蔡树藩，伍修权，吴亮平

等外交部人物的近乎喜剧性接触。我的兴趣

更多在那些无名者上，因为历史很少将眼光

停留在这些来去无痕的过客上。书中有很多

有趣的细节，比如向季邦等红小鬼，在李克

农的解释下，表现出超然自尊的孩子们，当

然少不了向季邦戏剧性的普鲁士军官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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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那个被人叫做“礼拜堂”的基督徒革

命者。那个被民兵狠狠地评论想买鸦片的乡

长。李德的江西太太在屋檐下挂着德式香肠。

外交部夜夜昏暗灯光下罪恶渊薮里和斯诺赌

博的苏维埃高官们，因为斯诺的影响，赌到

只能盗取公款弥补赌帐（无数火柴棍）的负

罪感的快乐日子，昏暗灯光下放眼四望，康

克清邓颖超等保安不多的女性都被每夜的牌

局勾引过来观战而引起流言，只能感到那是

多么正常而普通的生活，就是一个人普通如

你我的生活，但是又是历史和时代给予不同

职责人物的生活。我还感兴趣斯诺和蔡树藩

伍修权打网球的交流，蔡树藩对自己独臂的

忧虑，担心他俄国太太的不接受，而伍修权

很男人的安慰。那是很正常的人性关系，不

是宣传书本中一本正经二十四小时革命严肃

的日子。生活在这里是生活，不是宣传，不

是装扮起来给外人看的理想，不同的是，在

平静生活后面的血腥。 

最明显的血腥是徐海东的故事。第一次和徐

海东的接触很可爱，大家在彭德怀指挥部里

吃西瓜，围着盆子吐瓜子的淘气，并交换某

某参谋吃西瓜的本领之大。一起吐西瓜子的

军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徐海东。徐海东平平静

静地说起家人被白色恐怖杀死六十多口，令

斯诺有一种无名的毛骨悚然但不可置信疑问。

一方面是不可能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存在的

可能，在这个年轻人口中那么自然的讲出来，

很容易把读者带回那个特定的年代。革命和

血腥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实。是什么样的

痛恨和仇恨，使人铁石心肠地对待另一个人

类，同宗同族同类命运的暴力，都不是我们

能够轻易理解得了的背景。也许，经历过仇

恨的人类，更容易得到黑与白的结论，而不

是在理想和选择之间游移。徐海东并不是唯

一的在仇恨中报复被报复恶性循环的成员，

但是是非常突出的一员。不是那一个年代过

来的我们，在这种仇恨面前，任何理解和文

字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我不记得斯诺见过蒋介石，但他无疑见过张

学良和杨虎城，及国民党西安的其他政界要

员。他对他们描述比红色中国下的笔墨要少

很多，可是也非常的精炼。比如对张学良的

背景及当时发展的介绍，从一个历史观察者

眼中见证的时代发展，不是一家之言的绝对，

但有着同样或者更重的影响力。张学良的故

事我就不想重复了，杨虎城在与斯诺见面时，

最大的个人烦恼就是他发妻和现妻期望得到

他而排除对方的纠纷，很让人感慨。 

红色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历史已经给出了结

论。可是回头以看历史的眼光看这本书，仍

然能看出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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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佳思地七十七号（虔谦） 

 

 

 

虔谦，闽南古镇安海长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

及研究生毕业。当过学院教师。在美打工十年，

现居洛杉矶，为美国公司资深电脑程序员。    

中、短篇作品发表于海内外报刊数百万字。小说

获汉新文学金奖，搬上银幕并收入多种选集。

2015 年度北美华人图书馆协会小说类最佳图书特

别奖，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提名，2016 年度北美

华人图书馆协会最佳图书奖。散文多次获奖，选

入教材，入列世界华文百家。诗作获奖，选入多

种诗群和诗集。  

出版/发表长篇小说《不能讲的故事》（山东作协

百家评论推介）、《无房》、《二十九甲子，又

见洛阳！》、《一天就够》，中短篇小说集《万

家灯火》、《玲玲玉声》、《亦真园》、《吉女

花》、《井源乡的传说》，散文集《天涯之桑》，

《机翼下的长江》，诗集《原点》，英文作品集

《奇遇》（The Wonder of Encounters）及《天井》

（Celestial Well）。 

 

        第一眼见了佳思地 77 号 —— 一栋山上

的林间木屋 —— 我就喜欢上了它。这得要感

谢我的地产经纪瓦内斯。瓦尔斯是个诚实诚

恳又勤奋的经纪，他的办公室里总摆着他一

家子的幸福照片。照片很有美感，从背景到

色彩光线再到影中人，一派安宁祥和温馨。   

  合约签到一半，瓦内斯突然想起来什

么，说：“我得告诉你，离这里二英哩处有

个监狱。”   

  “离得这么近啊？”我愣住了。在美国

这么久了，还没听说过监狱这个词。瓦内斯

说那监狱叫重塑中心，“意思一样，就是监

狱。不过么这一带是死角，没有别的出口。

犯人不会找死往这里跑。”瓦内斯又补充

道。   

  “重塑中心”，听起来好象有点不一

样，比“监狱”缓和了许多。   

  “我不在乎。”我说。我太喜欢这个地

方了。两天前瓦内斯曾带我去看城中心的一

栋漂亮洋房，说是价格奇好。我当时动了一

点心。不过一见山中这处，我就把那市中心

的洋房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天有些阴，原来的房东，一位五

十开外的男子，把最后一批东西搬离了佳思

地 77 号。我站在门外探头，见家庭厅墙上的

那个木制十字架还在。   

  “这个你怎么没有拿开？”我问。   

  “我想对你会有用的。”他说，“不过

要是你一定要我拿掉，我今天就把它拿

掉。”   

  “算了，留着吧。”我说。 

  搬进来一个星期后，我就有点后悔买了

这房子。这里地势高，晚上风特别大。风直

往房子里钻，发出一种怪异的、有时令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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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耸然的声音。周围没有别的住家，我一个

人住这里还真有些害怕。我在门上加了个铁

栓，又在床底放了根木棍，总算是能安下一

点心来睡觉。  

  有天晚上，半夜时分，我被一阵汽笛声

吵醒了。那声音在夜半里显得很清厉，很刺

耳。我睁开眼睛，听得出那是警车的笛声。   

  “会不会是有什么犯人跑出来了？”不

知怎么的我首先就想到了那里。不过很快我

就告诉自己：杞人忧天。地产经纪不是说

了，从监狱牢房到门外有六层警备，犯人根

本就跑不出来。 想着，心又安了。肯定是有

哪个不法分子给抓了。抓了好，社会少个渣

滓，多一份安全。  

  第二天在公司多加了一小时班，回家的

时候，迎面看见的是一轮殷红的夕阳。不知

为什么，今天感觉那夕阳有些凄凉。我每次

回家都要经过一座桥，那夕阳就挂在那桥

边，远远看上去，它似乎有些伤感和失落。

我的心里也悄悄涌上来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失

落。 

我的车库和房子是连着的，车库门一关，就

全然是自己家了，感觉上很安全。我打开车

库门，把车徐徐开进车库，随手就关上车库

门。下了车，正要去开通往房子的门，突然

感到身后一阵骚动，我还没来得及回头，一

个声音已经从身后响起：“不要动，带我进

去。”  

  看过电影，听过故事，我立刻就明白是

怎么回事，顿时双手发软，脚底冷透，一种

前所未有的恐怖感笼罩全身。   

  “打开门—— 不，那只手抬起来——带

我进去。”那声音在说。声音听上去冷静低

沉，越发让我感到恐怖。   

  “OK，OK。”我说着，抬起一只手，另

一只手哆嗦着开了门。我还是不敢回头。   

  进了房子的客厅，我把包放在了沙发

上，一只手还抬着。   

  “坐吧。动作慢点。”背后的人说。   

  我慢慢转过身来，不敢抬头，轻轻地坐

在了沙发上。   

  “他要是个强奸犯该怎么办？”想到这

念头，我的头一阵发麻，身体变得僵硬。   

  “别吓成那样，我不是坏人。” 那人

说。 

  我这才壮着胆抬起头来，朝他看了看。

我的眼睛刚好撞上了他的。他的眼神很深，

眼睛却是蓝色的。 他看上去三十岁上下。不

知是不是因为脸上有污垢的原因，脸色有些

黝黑。他中高个头，头发零乱，胡子粗黑，

人有些瘦。他手里拿着根东西，我认出那是

我车库里的中型改锥。我看着他，感觉坏到

了极点：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怕事情发生了：

他肯定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怎么办？

我应该马上设法去报警。可是他警觉的眼睛

盯着我，我根本没有动弹的自由。   

  “你最好不要想着去报警。”   

  怎么搞的，我的每一个悄悄的心思都给

他看透！   

  “假如你去报警，”他继续说，“结果

就是你我一起死。”尽管他声音保持平和，

我知道他是在警告加威胁。逃犯么，什么事

做不出来！   

  “OK，现在，能不能给我点吃的？”他

竟然问我要吃的，同时，当然了，声音也柔

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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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你就走？”我终于大胆地问了一

句。   

  “跟你说了，别怕，我不会伤害好人，

特别是女人。” 他指了指墙上的那个十字架

说：“它给过我命令。”   

  什么命令也靠不住，还是别刺激他，先

满足他的要求吧，再寻找机会。于是我对他

说：“那，我去做点饭。”说着我便站了起

来。   

  “慢，”他几步走到我跟前来，“不能

用刀切东西。”   

  “不用，都是现成的。”我说。   

  他进了厨房，把里面的刀具全都拿走。   

  我炒了两碗米饭，做了一盘沙拉和一小

锅鸡丝玉米汤。   

  他二话没说就坐了下来，贪婪地看着桌

上的东西。   

  “你不，先洗洗再吃？”我看着他布满

尘灰的脸和手说。   

  他回头对着另一堵墙上的镜子看了两

眼，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哦，是啊，很脏是不是？”他露出了

孩子般的傻笑。   

  那笑感染了我，我也笑了一下。   

  “你得跟我一起去。”他不笑了，脸上

恢复了警觉。   

  我点点头，陪着他去了水房。他打开水

龙头，双手接水往脸上洒，三下两下，他甩

了甩手，示意可以出去了。  

  我们正要坐下来吃饭，外头一阵狂风，

“咣当”一声，靠近阳台的窗户敞开了。他

几乎是本能地站了起来，往阳台那边看了

看。“跟我来。”他说着，抓起桌上的改锥

向阳台走去。   

  我跟了过去。只见他从地上捡起来个什

么。“铁拴掉了。”他说，试着要把它安回

去，却没有了螺丝钉。“有手电筒吗？”他

问。“你先吃饭吧？”我说。“这个很快，

你找个手电筒。”这回，他好像忽略了对我

的警备。   

  我找来了手电，他找到了撒落地上的螺

丝。几下动作，窗户定牢了。 

  我们终于重新坐到了饭桌旁，可我集中

不起来精神吃这饭。我不时揪个机会往他脸

上瞟一眼。他看上去真的不象是坏人，他能

饿着肚子先帮我修窗户，这样的人会是坏人

吗？洗过脸后，我确定他是白人，也许是意

大利裔的，因为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他肯

定是饿坏了，没几口就把那碗炒饭吃了个精

光。 

  不知不觉的，我把我自己的那碗递了过

去。   

  “不不，你吃。”他说。   

  “没关系，我还有别的。”说着我站了

起来，走回厨房。   

  他的戒备心又上了，跟了过来，大概怕

我去打电话报警或是拿武器自卫什么的。尽

管我做了东西给他吃，尽管他帮我修了窗

户，我们之间还是没有常人的基本信任。   

  我没吱声，从橱柜里拿出来个广式方便

面，满上水，放到微波炉里热。   

  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跟着我，直到我端着

面又回到了桌子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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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面味道很香。”他说，鼻子动了

动。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鲍伯。”他顺口一答，听上去好象是

他临时编造出来的名字。也许因为他确实是

犯人，没有自由在外面的世界里暴露自己的

真实身份。   

  “你从哪里来的？”我又问，止不住好

奇。   

  他没回答。   

  “从监狱里出来的？”   

  他没否认。对那个问题没有否认，那我

就得把它彻底当真了。我沉默了一会儿，给

自己定了定神，然后接着刨根：“你怎么会

进监狱的？”   

  他放下手里的刀叉，凝神了片刻。   

  “对不起，不方便就不要说。”我意识

自己有些不顾别人的感觉，这种话题肯定是

不愉快的。   

  “因为我杀了那个该死的狄克。”他回

答了，声调有些激动，我大概触到他的痛处

了。   

  “狄克？”我重复着这个名字。假如狄

克是好人，那么鲍伯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

犯了。   

  “那家伙折磨珍妮还不够，最后还杀了

那个无辜的姑娘。” 他说着，额头上的青筋

显露了出来。   

  我倒吸一口冷气，他的故事把我震慑住

了。   

  他重新拿起了刀叉。“我本来没想杀死

他的，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没想到那家伙

那么不经打。他死了，我进了监狱，也值

了，替珍妮报了仇。”   

  “为什么要你出手呢？这种事应该交给

警察。”   

  “警察？”他冷笑了一声，“抓了，法

院判证据不足。”   

  一阵沉默。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他换了话

题，打破了沉寂。   

  “黛比。能不能，再问一个傻问题？”

我想回到老话题。   

  “我听着。”   

  “你怎么想要跑出来？”   

  “的确是傻问题。”   

  “越狱很危险的啊。”   

  “自由值得一切。”   

  “可是不值得牺牲爱。”   

  “我再也没有爱可以和自由竞争， 除了

你的这份晚餐。”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

一点调皮的笑，“能在这里吃上一顿你做的

晚餐，我逃出来算值了。”   

  “真的？”他那难得的一笑叫我心动。   

  “真的。不过，你会恨我吗？”他抬起

头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恨你？为什么？”我想我这时候的表情肯

定显得有些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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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他有些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

说：“我是个麻烦制造者，不是吗？”   

  “没有什么麻烦的，”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我变得这么慷慨，我说：“谢谢你和我

分享你的故事。只是，你不会，再杀人了

吧？”   

  “珍妮死了，狄克死了，我还杀谁

呢？”他咳了两声。   

  他喝完鸡丝玉米汤，晚餐算是结束了。 

  我开始收拾桌子，清洗碗筷。他一直跟

着我。等我收拾完了，他就问我：“你能不

能再帮我三个忙？”他的眼光很殷切。   

  三个忙？好家伙，一个就够大的了，他

竟然要求三个？！就凭他帮我修好了窗户？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答应下来，不过我还是问

他哪三个忙。   

  “第一个忙，能不能让我洗个澡？”   

  “能啊。”我松了一小口气。   

  “第二个忙，今晚能不能不要报警？”   

  我心里一愣，感到踌躇，甚至尴尬。   

  “至少今夜让我睡个安稳觉？”   

  也许他学过心理学？还是他看准了我？

我又点了点头。我想我也只有点头，为什

么？不知道。我才发觉经过这几个小时，我

报警的心思其实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三个忙……”   

  我紧张地听着，猜想这个忙不会是小

忙。   

  “明天，你能不能把我送到圣地亚哥

去？”   

  我半晌没回答。心里有些乱。不知道是

替他担心还是替我自己担心，还是，替警察

担心。   

  “你去那里做什么？那里也不安全

啊。”   

  “我那里有熟人。”他见我为难，就

说：“你要不方便，我就自己走路去。”   

  我看着他，他真的不是个坏人，他是为

爱犯法，我从心里原谅了他。人生难得几回

侠，想到这里，我说：“还是我带你去

吧。” 

  外面警笛声再起，鲍伯警觉地站了起

来，走到窗边去探视。   

  “这里是死角，警察知道的，他们应该

不会往这边来。”我安慰他，“再说，真的

他们来了，我就说没人。”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我准备好了说假话。   

“要是他们带狗来，你怎么说？”鲍伯回头

又冲我调皮一笑。  

警车往远处去了。   

  “明天我们得早点走。”鲍伯说着，进

了水房。   

  洗完了澡，他显得轻松了许多。 我见他

头发湿着，站在厅前，凝视着墙上的那个十

字架。   

  “你相信十字架吗？”他问我。   

  “我，我也不清楚。这是原来的屋主留

给我的。他说也许对我有用。”   

  他点了点头，还在那里站着。 

  我从柜子里翻出了一床被单来。我有洁

癖，极不喜欢人家睡我的床。我抱着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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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放在沙发上，对正在看电视地方新闻的

鲍伯说：“今天晚上，你就睡这里行吗？”   

  “我有选择吗？”他一笑反问。   

  “地上我怕……”   

  “你不用担心，我向那个十字架保证，

我不会躺你床上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   

  这回，我不由得看了看墙上的十字架，

那简单的两根木头突然向我显示出了前所未

有的神秘力量，我竟有些感激起佳思地 77 号

以前的屋主来。   

  夜幕降临以来我潜意识里的惧怕开始悄

悄地在散去。我们互道了晚安。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门是锁牢

的，电话就在手边，可躺床上的时候我心里

七上八下。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行善还是

在助恶。他为了珍妮杀了狄克，要是往后他

又爱上别的姑娘，也会为了什么事而杀别的

人吗？法律虽冷酷，但是是有道理的。想着

想着，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去报警。我从床上

坐了起来。下了床，我轻轻走到卧室门边，

把耳朵贴门上细细听着。外面一点声响也没

有。他也许睡着了吧。他对我没有了戒心。 

我突然想起我们在电视机旁的一阵对话：   

  “鲍伯，要是碰上同样的情况，你还会

这样杀人吗？”   

  “我说了我没想杀他。”他有些烦躁地

回答。   

  “我知道，我是说，你还会这样重重地

打人吗？”   

  “人生只有一次真爱，你说呢？人生大

概也只有一次真恨。”   

  我轻轻叹了口气。我还是放他一马吧。

我曾经从猫爪底下救过一只小鸟，就让我送

鲍伯返回自由吧。   

  山上的风狂吹，在门缝上响起受到压抑

似的阴森怒号。我的心里却并不如平常那样

感到恐惧。是不是竟是因为房子里多了一个

人？   

  我看鲍伯只身出来，连个背包也没有，

也没有随身衣服，明天怎么出去实在是个问

题。打开衣柜，往最高处看，想起来有些旧

衣服常年放上头没动。我站在梳妆台的椅子

上，把衣柜最上层的衣服翻下来看。里面有

旧的 T-SHIRT 和运动衣。当时买的都是大

号，正好，可以应付鲍伯明天的圣地亚哥之

需。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我匆匆烤了

几片面包，煎了两个鸡蛋，又帮他倒了一大

杯牛奶。他很快吃完了。   

  出门前，他在房子中间站了一会儿，又

一次默默地看了看那个十字架。 他环顾着四

周，然后对我说：“最好把每个地方都擦一

擦。” 我明白，他是要我消除痕迹，以防万

一。   

  进车以前，他回头看着我房子的蓝色前

门，说了句：“我不会忘记这栋房子的。”  

  上了高速公路，我赫然看见高高悬挂在

公路上端的电子消息和警告字样：“不要接

陌生人上车！”这种告示显示着发生了极不

寻常的事件。我装作没看见，偷偷瞟了身边

的鲍伯一眼。他脸色冷漠，注视前方。   

  “鲍伯，”我轻轻叫了一声。   

  他回过头来问我：“怎么样？”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想过把我的电话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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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停了一会儿才回答：“想过。”   

  “那为什么……”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头上有个光环保

护着你。”见我不解的眼光，他又说：“就

算是拿我全部的自由，也动不了那个光环，

懂吗？”   

我似懂非懂。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 一路上他都很沉默；偶

尔，他会把头转过去，看着车窗外明媚的原

野。我的目光随着望去，几乎能闻到那原野

上的花香。 

到了圣地亚哥，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停车。

那是一段土路，离墨西哥很近，我以前来过

这地方。   

  “你要去墨西哥？”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临下车，我把事先整理好了的背包递给

了他。“里面有衣服，有水和干粮，还有，

还有一点点钱。”我说。   

  他看着我，看了好一阵。“谢谢你，黛

比！” 他第一次说谢谢，第一次叫我的名

字。   

  “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问，心里衷

心希望还能再见到他。   

  “我有你的地址和电话。”他只这么

说。   

  “鲍伯，”我叫他。   

  “嗯？”   

  “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好好照顾你自己，千万别再杀——我

是说，别再打人了，好吗？”   

  他点了点头：“黛比，你知道吗，因为

有你这样的人，我才最后相信有上帝。我不

知道法律里有没有上帝。就算法院里摆个圣

经，你能相信上帝就在那里了吗？”   

  说完，他往四周看了看，大步朝墨西哥

的方向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言犹未尽。我想对他

说：法律里也有上帝。   

  太阳开始西斜了。 太阳总能看到鲍伯在

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可是我不能。   

  我的车在那土路上停了好久，我的心里

很伤感，茫茫然。 

  鲍伯走了以后，我觉得我变了一个人。

我时常都会想起他，为他担心。每次开车经

过那条通向“重塑中心”的小道，我就会转

过头去望望小道的尽头，心里忧虑不知鲍伯

会不会又进到了那阴森无底的监牢深处。这

担心和牵挂后来变成了思念。我一直等着能

有他的信息来。而他却是音讯全无。我知道

寄信和通电话对他都有难处，一寄就可能暴

露他的行踪。我很后悔忘了把电子邮箱给

他。又一想，他为生存奔波大概连电脑也没

有机会上。   

  我几乎天天看地方新闻，几个月过去

了，没有任何有关犯人的报道。没有新闻应

该就是好新闻吧。 

  鲍伯走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早晨，我正在

清理房间，突然听见有人敲门。   

  “谁？”我一边问一边朝门走去。   

  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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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纳闷，从门孔往外看，一个陌生

的中年男子站在外面。   

  “请问是谁？”   

  门外的人报了个名字，我没听清楚。   

  我把门链拉上，开了门。   

  站在门外的是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中

等身材，看上去象南美人。他看了看我，把

一封信递过来给我，说：“这是你的朋友捎

给你的信。”   

  “我的朋友？”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我接过信，打开信封，里面放着几张百

元的美金。我没理会钱，先抽出信纸来，一

看底下的落款，我大吃一惊，底下写的居然

是 BOB！   

  信上只有短短的几行话： 

  亲爱的黛比，   

  捎去我欠你的钱。我曾经去商店想给你

买点什么。但是没有任何东西配你，没有东

西能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你知道，钱也好，

东西也好，里面都没有上帝，但是我的心里

有。这信，也就是我的心；它将永远记得

你，爱你并祝福你！ 

  我很好，不用担心。欢迎你来墨西哥，

找我这位朋友，就能找到我。 

  我抬头看看中年男子，难掩心头的激

动：“鲍伯他，他真的好吗？”   

  男子点了点头。“我的电话在信封

里。”他说。   

中年男子叫阿卡多。   

  不久我打了那个电话，打了几次终于联

系上了阿卡多。我告诉他，我打算明年的感

恩节去一趟墨西哥。   

  “约书一定会很高兴。”阿卡多说。   

  “约书？约书是谁？”   

  电话那头的阿卡多没有回答。   

  约书，应该就是鲍伯吧……我想。 

  第二年深秋，金色十月，我已经开始了

去墨西哥的准备。十月底的一天，我接了一

个意外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位女子，她说她

叫寒娜。   

  “我认识你吗？”我问。   

  “你认识我弟弟。”对方说。   

  “你弟弟是谁？”问语刚出，我已经猜

到了一半。   

  “我弟弟是约书。”   

  “约书他好吗？”我冲口就问。   

  约书的姐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请我尽

可能快的去她家一趟。其实她家就在这城

里。 

  放下电话，我的心莫名地跳了好久。第

二天，我找到了寒娜的家。这是一栋浅绿色

房子，外墙的漆有些剥落，草坪也有些枯

黄，只有几株玫瑰，孤独地开着黄色的花。   

  寒娜开门把我迎了进去。她看上去有些

憔悴，眼圈有点发紫。互相问候了几句后，

话题就转到了鲍伯身上。寒娜踌躇了两下，

抱出了一个陶罐，她的身体有些发颤。我看

着那陶罐，皱了皱眉，又看了看寒娜。她的

觜唇抽搐了两下，说出了最让我心惊的话：

“约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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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霹雳，我震惊不能语！“发生了什

么事？”半晌了我才发出了这一问。   

  “他还是他，他还是那样，找他想打的

人打架。可这次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

胞！”寒娜声音哽咽。她手摸着那陶罐，又

说：“生前他回不了自己的国家，也只有人

死了，他才能这样，粉身碎骨地回来！”两

行泪水沿着她的两腮往下淌。   

  我希望那是假的，她讲的所有一切都是

假的。   

  她的泪珠闪烁着，发着迷离的光；她怀

里的陶罐也变得模糊不清……   

  她向我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接过了纸巾。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整

个世界就象一张纸巾：苍白、柔和、空虚。  

  “我还以为我很快就能在墨西哥见到

他，没想到……我叮嘱过他，叮嘱过他

的……”我断断续续地说了这么多。我这才

觉得，其实我的心底似乎一直有预感。鲍伯

说过，他的生命不属于他。有这种想法的

人，不会逃避在生死的边沿地带闯荡。   

  寒娜和我立在那里，时而絮语，时而沉

默；时而象是说话给对方听，时而又象是各

自在自言自语。   

  寒娜说，她弟弟一直都念着我。她说，

她打算把约书和他们的祖父和父亲葬在一

起。他们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他有个大

农场，是当时的联邦政府赐给他祖辈的礼

物。他的先祖是独立战争时候的英雄。   

  “小时候我们常在父亲的农场里玩。有

时听父亲讲我们祖辈的故事。农场很大，我

们好象都跑不到它的尽头。那时候日子很开

心。”寒娜说，“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快

就要我亲手这样，这样把他埋到那里。”   

  寒娜的眼睛又红了。“你能来，我很高

兴。我想约书也会高兴的。”   

  我点点头，擦了擦眼睛。此时此刻，寒

娜和我已经成了互相的安慰。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叫约书。他只说

他叫鲍伯。”   

  寒娜脸上现出了一丝笑影，“小时候玩

游戏有一次我这么叫他，他就记住了。我们

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给我们起的

都是圣经上的名字。   

  寒娜的话把我带到两年前，鲍伯站在我

房子里的那个十字架前的情形。那个晚上，

他洗过澡后，换上我给他预备的 T-SHIRT，站

在了那个十字架前。 他一言不发，只看着那

十字架。   

  “是我房东留给我的。他说会有用

的。”我告诉他。   

  “是的，有用的。”他接过我的话说。

说完，他低下头来，闭着眼睛，自言自语了

一会儿。我注意到他的神态，他好象是在忏

悔什么，又好象是在表达一份虔诚的心意。 

  我从寒娜那里得到了一张鲍伯的照片。

我把它和鲍伯给我的信珍藏到了一起。每次

听到汽笛声起，我就会本能地条件反射般地

取出那照片和那信出来看。听着那一阵紧过

一阵的警笛声，想起那天高速公路上的电子

警告“不要接陌生人上车”，我常常会问自

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从法律上说，我肯定

是做错了，因为我帮了法律的逃犯的忙。从

什么意义上讲我才能原谅并赞美我自己呢？

心灵吗？心灵又是什么呢？也许是，鲍伯和

狄克和好，狄克和珍妮和好 …… 可能吗？人

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呢？人的心灵什么时

候才能和人的法律成了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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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今天，约书（鲍伯）的话音还一直

在我耳边回响：   

  黛比，你知道吗，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我才最后相信有上帝。我不知道法律里有没

有上帝。你以为法院里摆本圣经，上帝就在

那里了吗？   

  他的信我一直珍藏着： 

  亲爱的黛比，  

  捎去我欠你的钱。我曾经去商店想给你

买点什么。但是没有任何东西配你，没有东

西能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你知道，钱也好，

东西也好，里面都没有上帝，但是我的心里

有。这信，也就是我的心；它将永远记得

你，爱你并祝福你！ 

  我闭上眼睛，转向了十字架。我想象着

约书、狄克和珍妮之间的和谐；我想象着自

己灵里的平安，法和心的和谐，我想象着那

一天终于来临。  

回到了佳思地 77 号，我久久地看着那道蓝色

的门，听着门前的铃铛在风中颤响。约书曾

经说过他不会忘记这栋房子；而佳思地 77

号，也不会忘记他；他的一切还那么逼真地

存在在这栋房子里。有如在寒娜跟前的感觉

那样，我希望那一切都是虚假，期盼着约书

还会神奇地再度出现在这松枝摇弋中的佳思

地 77 号里。 

         （被改编为英文短电影，发表于《作

品》2016 年第 6 期，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提

名）  

 

 

 

 

Sherry 专栏: 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 ， 中文名子是

王茜， 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受父親影响，

我自幼酷愛文學。大學期间开始写诗。曾多

次在校刊上發表詩作與文章﹐同時也在當地

的文學期刊上發表詩作。 

1988 年， 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怀

揣一个留学梦， 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刚

来时英文水平有限， 又忙于学业工作， 无

暇写作。 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

作。 现已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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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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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經

歷。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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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每一封信，都像一朵窗花， 

不允许丝毫的误差。 

在精心裁剪中，渐渐成型。 

 

然后小心翼翼地叠起， 

那一份牵挂，或是温情。 

再贴一张邮票， 

然后就像放飞信鸽， 

放它远行。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薄薄的信纸轻如蝉翼， 

却负载着沉重的使命， 

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人间， 

穿行于寂寞的黄昏，和睡意朦胧的黎明。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没有音乐锦上添花， 

也没有视频眉目传情。 

你的字体就是你的个性， 

不管是刀兵相见，还是柴米油盐。 

每个字都是真功夫， 

没有提示，没有冤情。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无需 WiFi, 无需 iPhone。 

一支蜡烛，或是一盏油灯， 

便可照亮那纸上， 

琐碎的生活，固执的叮咛。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每件事都被从容地描述， 

每一个人生的皱折， 

都被细细地摊开，抚平。 

写信人和收信人永远是剧情的主角， 

世界只是可有可无的风景。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人间没有鹊桥 

只有字做的桥墩，纸做的桥身。 

牛郎织女一相逢， 

堪比那玉露金风。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人们都很有耐心， 

懂得等待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等待节日， 

等待收成。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你也许会挑选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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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进匣子，束之高阁。 

它们习惯于逆来顺受， 

习惯于在最小的空间里藏身。 

习惯于等待， 

习惯于落满灰尘。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 

你或许会想起那些信札， 

将它们松绑， 

细读那陈年旧事， 

过眼烟云。 

你也许会惊异地发现， 

那个小小的空间， 

竟包含了你大部分人生。 

 

你也许老眼昏花， 

整日坐在椅子上打盹。 

你也许会忘却那些匣子里的精灵。 

在人去楼空之际， 

也许你的子孙们会发现这往日的见证， 

发现你竟然和他们一样， 

曾经爱过，曾经年轻。 

 

 

  

婳竹专栏: 摊破浣溪沙.鸳鸯 

 

 

婳竹，幼年由祖母和父亲启蒙，学习诗词格律。

十九岁离家读书时开始写作，曾获荆州第六届七

夕诗会一等奖，并在《青年文艺家》，《北京文

学》，《诗神》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辍笔

多年，刚拾旧爱。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

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

玉之意，淡泊不志明。 

 

清商怨.思女离家 

 

湘帘烟雨遮秋晚， 

醉梦离人返，     

一缕忧思， 

几番柔肠断。 

 

更恨天涯人远， 

怯冷暖， 

凭添幽婉。 

眼角眉间， 

频频方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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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破浣溪沙.鸳鸯 

                                                                      

匹鸟双飞荇蔓香， 

白头依旧缀霓裳， 

堪恨腰轻卧烟水， 

是鸳鸯。 

 

忽忆洛阳当日事， 

乱红飞处掩西窗。 

凭几滴椒浆桂酒， 

润愁肠。 

 

虞美人.忆端午 

                                                                       

流苏帐外丁香雨， 

一枕香如许。 

苔痕乍染草初匀， 

还忆那年含笑亦含颦。 

 

雲鬟半散樽前醒， 

羞对良人影。 

玉梳摇落醉花阴， 

酒漫琼华莫负主人心。 

 

 

 

 

鹧鸪天.惜别 

              

劳赠箫歌曾解颦，  

同摹野妇画宫嫔。                

席间莺啭怨词富，                          

帐外蝉鸣恨语贫。 

                

伤玉燕，噎金莼，                         

江郎筆老写难真。           

只将诗意酬樽酒，                                 

再遇应为梦里人。   

 

声声慢 

                                                          

凄风送冷，骤雨添寒，晚来未食浆荇。 

随梦还乡，急渡湖空山静。 

相逢泣不成语，泪滂沱，先声声哽。 

月明处，苍颜催白发，单形孤影。    

 

念去去千万里，离人梦，宵宵榻凉灯耿。 

最怕更残，敲散倚墙青杏。 

更惊黄粱散去，跪牵衣，不放襟袊。  

半生恨，十年别，痛彻雪岭。 

                                                                                        

（2018 母忌日于落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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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系列  他们是一群猛虎 ( 耕者) 

 

 
 

 

 

 

 

 
                                                                      

        阿帕戚(APACHE)人最早生活在加拿大

西部地区，是一个骠悍的游牧民族，他们居

无定所，在北美大地四处飘荡。像所有的游

牧民族一样，阿帕戚人性格豪放、逞勇好斗、

凶猛暴烈，在严酷自然环境里有极强生存能

力。他们经常攻击和抢劫周边民族，其他印

第安人对阿帕戚人心有畏惧。 

        经过上千年缓慢迁移，阿帕戚人逐渐集

中到美国西南地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加利

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以及得

克萨斯州。在这些地区，阿帕戚人一直让他

们的邻居头痛不已，普埃布罗（PUEBLO）

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墨西哥人，最后是

美国人。 

 

        阿帕戚人谁也不服，把谁也不放在眼里。

1846 到 1848 年美墨战争，美国人从墨西哥

抢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上的阿帕戚人也被

捎带着抢过来，美国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抢了

一堆麻烦，阿帕戚人立刻和美国佬较上了劲

儿。 

 

        美国军队里有个将军叫乔治·克鲁克

（GEORGE CROOK），名气很大，一生镇

压印第安人，成绩斐然，号称“印第安克

星”。克鲁克对阿帕戚人怀有深刻印象，晚

年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是一群猛虎！” 

 

        1861 年，一个白人农场主怀疑阿帕戚酋

长考柴斯（COCHISE）绑架了他的孩子并偷

他的牛，这个农场主向当地驻军报告这一事

件。驻军首领乔治·贝斯卡姆（GEORGE 

BASCOM）要求在一个叫阿帕戚关隘的地方

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要求考柴斯酋长和他的

家人到会。 

 

        2 月 4 日，考柴斯酋长和他的哥哥、妻

子、两个侄子以及两个儿子没有任何戒备心

地来到贝斯卡姆营帐。贝斯卡姆不想浪费时

间，立即开始激烈谴责考柴斯酋长的卑鄙行

为。 

 

        考柴斯酋长力辩和他无关，他是无辜的，

他推测这件事可能是另一个阿帕戚酋长干的。

贝斯卡姆不容考柴斯酋长辩解，荷枪实弹的

美国士兵冲进来。贝斯卡姆说我现在宣布你

们被捕了。考柴斯酋长拔出刀子，刺伤几个

美国士兵，从营帐中逃走，他的家人全部被

扣押。这个事件导致一场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的阿帕戚人对美国人的仇视和反抗。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

第安悲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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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柴斯酋长很快组织武士开始对美国人

发动袭击，也抓获不少美国人作为人质。贝

斯卡姆眼看事情闹大，最初那股盛气凌人的

架势消失，他开始有点儿害怕，想跟阿帕戚

人讲和，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像大多数游牧民族一样，阿帕戚人很团

结。而团结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游牧民

族的生存之本。越来越多阿帕戚人主动加入

考柴斯酋长行列袭击美国人，其中最大的一

支队伍是考柴斯酋长岳父，门卡斯·考洛瑞

达斯 (MANGAS COLORADAS) 酋长带来的，

他想救出自己的女儿。 

 
 

 
 

MANGAS COLORADAS 
 

        冲突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大，仇恨

也越来越深，双方开始互相残杀人质。考柴

斯酋长一家全部被美国人绞死。这个消息迅

速在所有阿帕戚部落中传开，顿时如同火星

落到干材上，燃起冲天大火。义愤填膺的阿

帕戚人成群结队，拿着武器从四面八方呼啸

而来，到处击杀美国人。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大约一百五十名美国白人被杀。 

 

        1862 年 7 月 15 日，美国政府派出军队

镇压。美国军队配备先进的榴弹炮、连发来

福枪以及卡宾枪，阿帕戚人很快被打散。考

洛瑞达斯老酋长胸部中弹，生命垂危。他手

下强壮而忠诚的印第安武士抬着他日夜奔跑，

几天后进入墨西哥境内，在那里找到一个医

生，开刀动手术取出子弹头，救了老酋长一

命。 

 

        考洛瑞达斯在阿帕戚所有酋长中威望最

高，阿帕戚人在他的指挥下，继续频频袭击

美国人。考洛瑞达斯成了美国人心头大患。 

 

        1863 年 1 月 17 日，美国人提出和平谈

判，开出非常优厚条件，满口答应阿帕戚人

提出的所有要求，表现诚恳，表演真实。目

的只有一个，不惜一切手段，干掉考洛瑞达

斯酋长。借此达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效

果。这位老酋长果然上当，他带人过来谈判，

手下人立刻被杀死，他本人被囚禁。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一名美军士兵蹑手

蹑脚潜进老酋长牢房，他正在熟睡。这名士

兵先把房门敞开，然后将一把烧得通红的匕

首摁在老酋长裸露的腿上，老酋长从梦中惊

醒，剧烈的疼痛让他一跃而起，向门外冲去。

门口，一排士兵站在那里，把枪里的子弹全

部射在老酋长身上，当场殒命。事后，美国

军队里的一个将军，名字叫约瑟夫·外斯特

（JOSEPH WEST），宣称考洛瑞达斯酋长

试图逃跑时被击毙。 

 

        考洛瑞达斯酋长之死导致阿帕戚人更猛

烈的反抗和攻击。为了对付阿帕戚人一浪高

过一浪的进攻，美国政府逐渐增派军队开赴

这些骚乱地区。随着越来越多军队介入，军

费开支也越来越庞大。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十年，双方都非

常疲惫，也都开始慢慢厌倦，和平的曙光似

乎悄然来到了。一些阿帕戚人放下手中武器，

进入美国政府给他们划定的印第安人保留区。

美国人向他们许诺，只要他们不继续闹事，

老老实实呆在保留区，政府将保证他们的食

物供应和日常生活用品。 

 

        但当地白人对这些阿帕戚人表现出强烈

戒备和反感，他们自发组织民兵，甚至花钱

请来私人雇佣军，时时刻刻盯着这些到处逛

荡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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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民族不愿意总呆在一个地方，他们

喜欢无羁无束，到处走走瞧瞧，顺便掠夺一

番。人类历史上，无论中外，定居下来的民

族都不喜欢游牧民族，他们居无定所，骠悍

散漫，对定居民族的稳定生活有一定威胁和

破坏性。 

 

        然而阿帕戚人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他们

被白人用武力强行束缚在狭小的印第安人保

留区内，整日无所事事，如同关在笼中的老

虎，烦躁不安。 

 

        1871 年 4 月 30 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一群手持武器的白人，冲进一个阿帕戚人营

地，枪杀八十六名无辜者，一些女人还遭到

强暴。这次屠杀几乎又激起一场新的战争。 

 

        事件惊动当时的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

（ULYSSES GRANT），他充分意识到事态

的严重和危险性，他对这个彪悍的游牧民族

多少有些了解。通过国会，格兰特总统紧急

出台《内战后和平条例》，派特使到阿帕戚

人中宣传这个条例，向他们保证，类似屠杀

事件绝对不可能再发生。同时，美国政府严

惩那些施暴的凶徒，给予印第安人最大的赔

偿。激愤群情慢慢平息下去。然而，这一切

都是暂时的。 

 

        1872 年冬天，居住在亚利桑那州中部野

瓦派峡谷的阿帕戚人由于美国政府供给食品

不足，开始出来抢劫。“印第安克星”克鲁

克将军率领军队和这些阿帕戚人前前后后进

行二十多场战斗，捕杀近两百多名阿帕戚武

士，还是无法把他们撵回保留区。12月28日，

一些阿帕戚人被美国军队赶入一个洞穴，白

人往山洞里扔进大量干材，放火焚烧。阿帕

戚武士从熊熊烈火中跳出来，全身着火，依

然举枪射击，毫不屈服。这场战斗有七十五

名阿帕戚武士被打死，其余的当了俘虏，被

重新押回印第安人保留地。 

 

        1873 年 3 月 27 日，野瓦派峡谷阿帕戚

人大酋长被他的一个部下暗算，脑袋砍下来

送到克鲁克将军的营帐中换取了赏金。群龙

无首，这些阿帕戚人很快被打垮。接下来的

一年里，有大约六千阿帕戚人被强行送到亚

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保留地。 

 

        被圈起来的生活让阿帕戚人痛苦不堪，

美国政府许诺的食物供给常常不到位。营地

里人群集中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

整日无事可干的武士们感到愤懑和焦躁，他

们想骑上马，拿起枪，奔向莽莽丛山，冲进

茫茫林海，无羁无束地狩猎、采集、攻击、

抢劫、仰天呼啸。 

 

        随着越来越多印第安人被押送进保留区，

阿帕戚人反抗情绪越来越激烈。接下来的十

年里，阿帕戚人中先后出现两个著名反叛领

袖，他们让美国政府头疼欲裂。 

 

        维克多瑞欧（VICTORIO），原是老酋

长门卡斯·考洛瑞达斯麾下一员猛将，后来

变成阿帕戚一个分支部落酋长。1877 年 9 月

2 日，维克多瑞欧和大约三百名追随者潜逃，

消失在茫茫旷野中。两年后，他们突然攻击

美军一个骑兵营地，杀死八名非洲裔士兵。

此后，维克多瑞欧率领他的武士们辗转新墨

西哥、亚利桑那、得克萨斯等地，频频袭击

美国人。 

 

        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都派出机动部队，

试图消灭他们。但维克多瑞欧在这两个国家

的边境地带灵活穿插，多次化险为夷。 

 

        1880 年秋天，美军和墨军在一些其他族

印第安人帮助下，联合作战，把维克多瑞欧

围住。两天两夜激烈战斗，大多数阿帕戚武

士被打死，少数人被抓了俘虏。维克多瑞欧

的尸体后来在打扫战场时被发现。关于他的

死，史学家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他是战

死的；另一种说法他身负重伤，在敌人抓住

他之前饮弹自杀。 

 

        格如尼莫（GERONIMO），原是考柴

斯酋长部下，他的反抗时间从 1881 年到

1886 年。这是阿帕戚人中最为智慧和凶猛的

一个人物。纽约州立图书馆藏有他的画像，

身材五短、长发披肩、唇形刚毅、鼻挺如钩、

目含凶光。据说当年格如尼莫所到之处，均

引起白人一片惊恐之声。父母平日里吓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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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小孩时说，如不听话，让格如尼莫把你

捉了去！白人孩子常常玩捉猫猫游戏， 其中

一个游戏名称就叫“格如尼莫来了，快跑！” 

 

        格如尼莫在阿帕戚人心目中的领袖地位，

是他本人在长期与白人对抗中表现出来的勇

敢和智慧慢慢建立起来的。 

 

 
 

        1881 年 8 月 30 日，一队美国士兵启程

去阿帕戚营地逮捕一个萨满，这个萨满积极

宣扬一种新宗教，拥有很多虔诚信众，他说

印第安人先祖和那些死去武士们的魂灵将重

返人间，帮助印第安人赶走白人，夺回失去

的土地。美国士兵逮捕他的时候，武士们群

情激愤，战斗立刻爆发，很多印第安人被打

死，萨满也被当场枪杀。 

 

        这件事激起格如尼莫的愤恨，他连夜带

领七十四名追随者离开保留区。1882 年 4 月，

格如尼莫杀回来，端掉一个警察局，然后带

走更多阿帕戚武士。 

 

        克鲁克将军再次被美国政府派出来专门

对付格如尼莫。这个“印第安克星”确实与

很多美国将军不同，他把军队分成灵活的小

股机动部队，每支部队都配有数名阿帕戚人

当向导，这些向导可以有效地带领轻装上阵

的美国人追踪格如尼莫。 

 

        格如尼莫在和乔治·克鲁克的最初较量

中吃了大亏，渐渐退到墨西哥境内。1883 年

5 月，在取得墨西哥政府同意下，克鲁克率

领美国军队进入墨西哥境内追剿格如尼莫。 

 

        1883 年到 1886 年，格如尼莫两次被抓

获，然而两次被他设法逃掉。每次逃走后，

他都能很快组织一支人马，继续与美国人抗

衡，把美国军队拖得精疲力尽，叫苦连天。 

 

        格如尼莫最后让克鲁克丢了官，克鲁克

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为力，白宫把他撤换。

新上任的将军喜欢大规模战争，他调集五千

名美国军人去围剿阿帕戚人，抓获了二十四

个老弱病残，连格如尼莫的影子都没见到。

这位将军又一口气把军队翻了一番，变成一

万人。看来无论是将军本人还是华盛顿白宫，

都真正着了急，要不惜一切代价摁住格如尼

莫。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面对如此庞大

的美国正规军队，格如尼莫终于抵挡不住，

他决定投降。1886 年 9 月 4 日，格如尼莫和

他的跟随者走进美国军队大营，被戴上手铐

脚镣。一场长达二十五年阿帕戚人对美国人

的反抗，宣告彻底结束。这时，格如尼莫已

经是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 

 

        美国人把格如尼莫和大约五百名阿帕戚

人用铁链拴起来，押往佛罗里达监狱。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阿帕戚人中竟然有不少

给美国军队当过向导，如今，美国人不再需

要他们，索性把他们也抓了俘虏。 

 

        在佛罗里达关押的那一年，这些阿帕戚

人命运非常凄惨，肺结核和其他恶性流行传

染病要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命。他们随后被

转移到亚利桑那，那儿条件更为恶劣，更多

的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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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年，在被关押近二十年后，美国政

府决定释放格如尼莫。这个消息传出去，引

起格如尼莫家乡当地白人的恐慌和愤怒。虽

然已经过去很多年，虽然格如尼莫已经变成

一个白发苍苍的八十多岁老人，但他的名字

对这一地区的白人还是有相当的震慑力。 

 

 
 

THEODORE ROOSEVELT 
 

        格如尼莫曾经给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

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写过一

封信，恳求总统放过他，这封请求宽恕和忏

悔的信，读来让人百感交集。 

 

        “伟大的总统，当美国军队占领我家乡

的时候，我害怕过吗？没有，我没有害怕！

我带头奋力抵抗。现在我知道我那样做很愚

蠢，但我恳请伟大的总统理解我当时的行为

和心情。家乡人民信任我，我认为我应该用

我的力量和智慧来帮助家乡人民，我曾经以

为我是对的。 

 

       美国军队把我们从家园中驱走，把我们

赶进深山老林，他们在背后追杀我们，我们

不得不反抗。我们杀了很多美国人，因为我

们不想被美国人杀。尽管当时我们饥寒交迫，

随时会死去，但我发誓说，我绝不屈服！我

这样说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多么愚蠢！

为此，我被你们惩罚，我连累我的人民一块

儿被你们惩罚。 

 

       伟大的总统，我和我的人民现在已经没

有家园，我们目前生活的地方条件非常恶劣，

很多人生病后悲惨地死去。我们家乡的土地

上，现在生活的都是白人。我恳请您，伟大

的总统，请让他们离开吧！请让我和我的人

民回到我们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去幸福地生活。 

 

       伟大的总统，我的双手已经被你们紧紧

绑住，我的心已经不是原来那颗反叛的心，

我会告诉我的人民，让他们不要再听从我这

个酋长的话，让他们只听从您，伟大的总统

的话。 

 

        我请求您，解开捆绑我双手的绳索吧！

请让我自由！请让我死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一个已经被惩罚得足够多的老人。” 

 

        1909 年，八十六岁的格如尼莫孤孤单单

地死去，他终于没能够长眠在他家乡的土地

上。凯瓦族（KIOWA），一个非常小的印第

安民族，他们的酋长允许格如尼莫在其保留

区内养老度过余生。格如尼莫官方身份文件

上标明，他是一名战俘。“战俘” 两个字的

意思，表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这些印第安人属

于这个国家。 

 

        美国人在印第安人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强

大的国家，然而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间里，

他们把这土地上的原居民，印第安人，在法

律上、心理上，都当成敌人，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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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Horse》chapter 18  

(Steven Neu) 

 

 

 

 

 

 

 

 

Chapter 18 

It was raining, foggy and cold the day Lin left 

home. She randomly caught a train to the 

south of China where there were some 

convent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mountains. 

Lin wanted to find one, and spend her whole 

life there as a nun. Her heart had become like 

ash after she lost her son.  

   On the train, a nun noticed Lin’s sad face 

and vacant stare. She was in her 50s. She 

stood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train and watched 

Lin for a long while. The nun approached Lin 

and sat beside her when the seat became 

vacant. 

   She started to make small talk with Lin. She 

was an intuitive woman and knew how to talk 

to people. After a few hours chatting, the nun 

pretty much knew everything about Lin. She 

sighed and closed her eyes, murmuring, as if 

she was praying to God.  After a few seconds, 

she opened her eyes, and said, “You told me 

such a miserable story. My heart is broken for 

you. Now, I want to tell you my story. It is a 

sad story too.” 

    The nun cleaned her throat and began. 

   “I was born in a very poor village. My 

parents died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An old 

beggar that was my grandpa’s age adopted 

me. However, he began raping me when I 

was thirteen. He was an animal. No, he was 

even worse than an animal. Do you know 

what he did when I became pregnant? He 

kicked my abdomen. I had many abortions. I 

managed to escape from him when I was 

eighteen. Later, I found a job in a factory in 

the city. I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worker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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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nd we got married. We had a cute boy 

not long after. I was so happy about my life. 

I even laughed while I was sleeping. I thought 

I could live like this forever. Unfortunately, 

my husband had an affair. He beat me up 

everyday to force me to divorce him.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luck comes only once 

but disaster strikes one after the other. While 

I was struggling with my marriage, my son 

was killed in a car accident. He was playing 

on the road…” 

   The nun dropped her head and wiped her 

tears away with a handkerchief. Lin was 

listening so intently that she didn’t feel the 

tears stream dawn her face. 

    “I thought this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I 

tried to commit a suicide by drowning myself 

in a lake. God had mercy on me. An old nun 

saved my life. She taught me the knowledge 

of Buddha. I am a smart lady. I quickly 

understood what she told me. I followed her 

far and wide to preach on Buddhism. Evan 

after she died, I continued to do the same 

thing. It has been over ten years now.” 

    The nun stopped, looking at Lin, and said. 

“What a similar experience we have! Both of 

us married a heartless husband and lost our 

only son. Buddha tells us that to live is to 

suffer. The only way to ease the suffering is 

to believe in Buddha. You want to become a 

nun; so- Buddha has brought me to you. We 

are linked by Buddha. Now I am going back 

to the convent. Please follow me. We will 

host a ceremony to welcome you. Oh and 

here is my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Lin glanced at the worn certificate, and 

nodded at the nun with appreciation. She felt 

lucky. When she was helpless, Buddha sent 

this nice nun to guide her. She closed her eyes 

and thanked Buddha in her heart. 

    The nun licked her dry lips. She had said 

too much. The train drew into a dark tunnel, 

squealing. She smiled in the darkness. Her 

teeth were glowing, like a wolf. 

 

A few days later in the mountains… 

     Lin and some other women were locked in 

a house. Villagers came to the house 

everyday, watching, talking, bargaining and 

then paying cash for the woman they had 

chosen. Some women were obedient as 

lambs. They quietly followed the men who 

purchased them. Some fought fiercely and 

screamed like hell. These rebels were bound, 

gagged and dragged out of the house.  

     Lin wasn’t a strong, healthy woman. She 

only ate a little bit of food everyday and 

became very sick. She was skinny. Her hair 

was shaggy like a dirty mop. Her face was 

yellow. She looked like a ghost or a witc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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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howed interest in her. Finally, she was 

the only one left.  

    One day, Lin saw a piece of old newspaper 

posted on the wall. In the countryside, 

villagers used old newspaper or magazine 

pages as decorations. She randomly read the 

headline – “Fire kills 127 students.” After 

reading the first few lines, Lin realized this 

was the same fire that had consumed her son. 

She saw the list of the dead and scanned until 

she found her son’s name. She cried out in 

agony. 

    The guard rushed into the house. “What 

happened?” he asked. 

    “My son, he died in this fire.” Sobbing, Lin 

pointed at the newspaper on the wall.   

    “You seem to have a miserable story. Tell 

me! I might help you,” the man said.  

    Lin raised her face and looked at the man 

with tears still flowing.  

    The next morning, the man walked into the 

house and told Lin she was free now. He said 

he would accompany her down the mountain 

to a bus station in town.  

    “It will take one full day to get there,” he 

said. 

    Lin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Whatever the 

man told her, true or not, she didn’t have a 

choice. She struggled to stand up, but 

couldn’t. She was too weak. She was 

trembling. Sweat was dripping from her face. 

    “You haven’t eaten a decent meal in a long 

time, -wait here,” the man said and walked 

out. After a while, he returned with a tray. 

There was a bowl of porridge, several boiled 

eggs, and a dish of pickles.  

    “Don’t eat too fast and too much, or you’ll 

hurt your stomach. I will bring some food 

with us. You can eat more later on,” the man 

said.   

    They left the house at noon. The path 

zigzagged down the mountain. Lin walked 

very slowly. She was sweating heavily. The 

man was extremely patient with her. He gave 

her his hand when she needed help and 

chatted with her while they walked.  

    “I wanted to help you after I learned your 

miserable story. Do you know why you are 

the only one left?  ” 

    Lin shook her head silently.  

    “You are very sick and so skinny. You 

look like a dry leaf in the fall. I don’t mean to 

offend you. But this is the truth. The villagers 

come to us to buy a strong wife. They want a 

woman with a fat ass and big breasts. Those 

stupid villagers believe this kind of woman 

will give them a boy. You know, a boy is 

always very important to a family. Also, 

being beautiful is not as important as being 

strong enough to handle hard farm work.” 

    “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I will pray for 

you to Buddha,” Li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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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n laughed. “Well, you would pray 

in vain because it is too dangerous for me to 

tell you my real name. I have committed so 

many terrible crimes. I would be executed ten 

times over if I was caught,” he said.  

    It got dark.  

    The man guided Lin to a villager’s house. 

It was obvious he knew the family.  He spoke 

with a hunchbacked, grey-haired lady, the 

owner of the house. He told her to cook 

porridge and soft dough head just for Lin. 

“She can’t eat anything too hard or solid,” he 

said, pointing at Lin. 

    Glancing at Lin, the old lady turned to the 

man and smiled.  “Do you wanna stay in the 

same room with her, like before?” she asked. 

    “Nonsense!” the man scolded her. “She is 

a well educated lady, not like you and me. Go 

clean two rooms, one for me, the other for 

her. Remember, the sheets and quilt in her 

room must be brand new.” 

    “You have to pay extra money for this,” 

the old lady muttered.  

    “Money! Money! All you want is fucking 

money. I should have known it would cost 

me,” the man said, and handed her more cash 

from his pocket.  

    After dinner, Lin went to her room. Seeing 

the new sheets and quilt on the bed, she had 

strong desire to bathe. She hadn’t had a bath 

since she was kidnapped. With hesitation, she 

walked outside to ask the old lady. But the 

old lady just glared at Lin with scorn, as 

though she was a whore or something.  

     Disappointed, Lin went back to her room. 

She ran into the man on her way. 

    “Do you need something else?” he asked.  

    “I…want to take a shower,” Lin said. 

    “Shit! I am such a fool!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would want to take a shower 

before bed. Sorry, as villagers, we don’t have 

this habit.” 

    The man turned around and waved at the 

old lady. “Come over here!” 

    “What?” she asked, coming to him. 

     Again, the man handed her some cash. 

“Go, ask your son to boil a basin of hot water 

and send it to her room. 

    One hour later, the hot water was sent to 

Lin’s room. She locked the door and enjoyed 

her bath.  She fell asleep as soon as her head 

touched the pillow.  

   At midnight, Lin started to run a severe 

fever. She was almost unconscious in the 

morning. Her face was bright red and her 

body was as hot as charcoal. In a panic, the 

man ran twenty miles to ask a country doctor 

to come over. After diagnosing, the doctor 

said to the man, “She is very weak. She must 

stay in bed for at least two weeks to fully 

recover. I will leave her these herbs. Boil 

them with water and give her the tonic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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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every day. She was also severely 

malnourished. Are you her husband? You 

should buy some healthy food for her.” 

    The man nodded but said nothing.   

    Lin was in the bed for two weeks. The old 

lady cooked her delicious food every day. Lin 

was slowly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he 

gained some weight and was no longer as 

skinny as a witch or ghost. Her face and skin 

began to glow again and she didn’t look like 

a dry leaf anymore. She had transformed into 

beautiful Lin again.  

    The change in Lin gradually aroused the 

man. When he talked to Lin, he would avert 

his eyes from hers. Lin didn’t notice this.  

    It was midnight.  

    The man had finished packing their things 

as they planned to leave in the morning. As 

he took a drag of his cigarette, his desire for 

Lin got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is night 

would be his last chance to do something. 

They would arrive at the bus station at noon 

tomorrow. 

    After several cigarettes, he finally made 

the decision. He tiptoed to the door of Lin’s 

room.  He quietly inserted a sharp knife into 

the gap of the door. The door latch was 

removed. He got in.  

     In the moonlight, the man silently 

watched Lin. She was sleeping like an angel. 

He stood there listening to the rhythm of her 

breath. He hesitated. After a while, he finally 

sighed and tiptoed back to the door. “I can’t 

do this!” he murmured himself.  

    At the door, he couldn’t help but turn 

around and glanced back at Lin. At the 

moment, she turned over her body and one of 

her legs became exposed. Her beautiful leg 

seemed to glisten in the moonshine, white 

and sexy. As if gasoline poured onto a 

blazing fire, the man’s desire suddenly 

exploded. Trembling, he quickly took off his 

clothes and pants. Naked, he lunged towards 

Lin.  

    Lin woke up as the man tore away her 

panties and bra. Lin realized what was 

happening. She screamed out and fought 

back. The man covered her mouth with one 

hand and pressed her tightly on the bed with 

the other hand. Soon Lin was worn out. Her 

body became as soft as a pile of cotton. In the 

end, she couldn’t even raise her arms or kick 

with her feet. She had struggled in vain. 

    Sweating and gasping, the man managed to 

get inside her body. 

“Forgive me! Forgive me! I swear to God! 

In the very beginning, all I wanted to do was 

help you. I felt pity for you. But I didn’t 

realize how beautiful you are. I can’t help 

myself. I’m sorry! I’m so sorry! ” the man 

murmured.  Lying between her thighs, he 

rhythmically bumped his hips against 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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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was lying on the bed still, like a dead 

person.  

    The man finished. He jumped off of Lin, 

and quickly put his clothes on. He rushed 

downstairs. The old lady and her son had 

been woken up by the noise. They stood there 

looking at him quietly. The man walked to 

them and handed the old lady a wad of bills. 

    “I have something urgent. I have to leave 

right now. The money is much more than we 

should pay you for our stay. Keep your 

portion and give the rest to the lady. Send her 

to the bus station. ” The man walked outside 

and disappeared in the dark soon.  

    Mountains, the moon, stars, people, 

animals, were still sleeping. They didn’t 

know what happened. The world was so 

quiet.    

    In the house, the old lady put all money in 

her pocket and then waved at her son to go to 

upstairs. The son carefully walked into Lin’s 

room. He saw Lin lying naked on the bed. He 

turned around and left her room.   

    “Mom, come here. Put her clothes on,” he 

shouted.  

   “Don’t worry, son. She will make it,” the 

old lady said.    

    In the morning, the son took Lin breakfast. 

She was sitting on the bed, staring at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Do you want to eat something?” he asked.  

    There was no reaction from Lin.  

    He sighed.  “Okay. How about I take you 

to the bus station?” he offered.  

    Lin nodded. She almost fell when she 

stood up. She was dizzy and nauseous. She 

leaned against the wall for a while, and then 

she followed him downstairs.  

    The old lady stopped Lin at the door. “You 

can’t go until you pay off your room and food 

costs,” she said.  

    Unconsciously, Lin fished in her pocket 

for the money. There wasn’t even a penny 

there.  

    “Mom, stop doing this!” he yelled at her 

furiously. 

    The son enraged her. “Shut up! You fool. 

Do I need money? No! Not me! It’s you! I’m 

so old. How longer do you think I will live? I 

am saving money so you can buy a wife. I 

wanna see my grandson before I leav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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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on’t you know that? How dare you 

talk to me like this!”  She shouted back.  

     “Okay! I think I’m wasting my time.” The 

son pushed his mom away and turned to Lin. 

“Let’s go!” 

    He guided Lin to the bus station in a very 

small town.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Tell 

me, so I can buy a ticket for you,” he asked.  

    Lin looked at him blankly.  

    He shook his head. “Okay. I will buy you 

a ticket to the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It’s a 

big city. You can go anywhere from there 

easily. Listen to me. Go home. Don’t wander 

anymore. There are many evils in this land,” 

he said.  

    He bought her a ticket. Lin walked towards 

the bus, holding the ticket tightly in her hand. 

She didn’t know where to go, but she knew 

the ticket would take her out of this place.   

    Suddenly, the son ran after her and tapped 

her shoulder.  

    “What! What do you want?” Lin turned 

around and screamed hysterically. Her voice 

was filled with terror. Her body started 

trembling.  

    People nearby looked at them in surprise. 

    The son’s face turned red. “No! No! Don’t 

take me wrong. I have some money for you. 

Take it!” He handed her some money and ran 

away.  

Lin fell into a deep sleep as soon as she sat 

on the bus. When she woke up, she didn’t 

know how long she had slept because the sky 

had been overcast all day. At the time, the bus 

was running along a dirt road with dust flying 

in the air like smoke.  

 

    “Where are we heading to?” she asked the 

passenger beside her. The passenger laughed. 

“It’s funny. You bought the ticket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Do you 

even know why you are sitting on the bus?”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at her expense. Other 

passengers happened to hear this. They 

laughed loudly. People on the bus were 

drowsy. They needed humour and laughter. 

     Lin turned her head away, facing the 

window. Tears quickly formed in her eyes 

and flowed down like a river.  

    Outside, it started to rain.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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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石油工业 140 年兴衰（佚

名） 

 

曾经富可敌国的阿尔伯塔，如今虽然称不上

穷困潦倒，但已经是疲软不堪。从 1875 年发

现油砂田开始到现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

间，阿尔伯塔是如何一步一步迈向曾经的辉

煌腾达，又是如何步履蹒跚沦落到今天的困

境？ 

1875 年 

阿省的支柱产业石油工业，始于 141 年之前

的 1875 年，那一年，地质勘测在阿省北部宣

告发现了大规模油砂田，也就是现在世界第

三大储油地的阿省北部 Athabasca 油砂田。这

一发现，从此改变了阿尔伯塔的命运，也彻

底改变了加拿大。 

 

1927 年 

工业最开始的雉型是从淘沥青开始。一位叫

做 Robert Fitzsimmons 的石油商人来到了阿尔

伯塔省，发誓要将这黑色胶粘泥流变成人们

愿意花钱来买的商品。Robert Fitzsimmons 在

阿省北部成了第一家国际沥青公司，公司取

名 Bitumount。为了卖沥青，他四处做广告推

销，告诉人们可以有 38 种方式来使用沥青，

包括铺路，做屋顶，甚至是理疗浴缸…….. 

 

 

1929 年 

这一年，Dr. Karl Clark 博士正式注册了蒸汽油

砂分离技术专利，这一技术为现代油砂田分

离萃取技术奠定了根基。 

 

1930 年 

Robert Fitzsimmons 开始采用 Dr. Karl Clark 博

士的蒸汽油砂分离技术，使得Bitumount公司

一个夏季的产油量可以达到 300 桶。沥青淘

出来后怎么运出去？现代工业有机场拿飞机

或者走铁路火车运， 1920s 那个年代，

Fitzsimmons 只能拿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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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Fitzsimmons 的 Bitumount 沥青公司被一位企

业家 Lloyd Champion 收购，Lloyd 买公司的目

的，是为了用那些沥青来铺设阿拉斯加高速。

后来阿省政府成为 Lloyd Champion 的合作伙

伴，最终得以掌控油砂田，包括矿产，分离

萃取设备以及炼油厂。 

那个时候，每天还只能生产石油 60 桶，而今

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每天至少 230 万桶。 

 

 

1955 年 

政府掌控下的 Bitumount 公司经营不善，彻

底关门倒闭。如果你今天去到曾经的沥青公

司遗址地，还能看到这满地的铁锈斑澜，废

弃的设备，那个时期的员工宿舍，电厂还有

原始的炼油设施。随后的 60s 到 70s 是阿省大

石油公司相继成立的黄金 20 年。 

 

 

1964 年 

Esso 石油公司开始运营在阿省北部 Cold Lake 

油砂田项目。同年， Great Canadian Oil Sands 

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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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Great Canadian Oilsands 公司每日产油量达到

3.2 万桶。 

 

1978 年 

加拿大 Syncrude 公司正式开产石油，石油产

量每日 10.9 万桶。 

 

1979 年 

Suncor 石油正式成立，所有 Suncor 公司既有

运营项目与 Great Canadian Oil Sands 公司全部

合并。 

 

1993 年 

卡车和挖掘机技术正式开始在油砂田被采用。 

 

1996 年 

阿省油砂田工业年度投资额达到 10 亿美金。 

 

2001 年 

第一个商业用蒸汽辅助重力排水钻井系统在

油砂田正式启用，使得石油开采可以钻到更

深地下的沥青。从此阿省油砂田进入了黄金

年代。 

 

石油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工程师和移民。人人都想去阿省挖石油，人

人都盼望着能在阿尔伯塔挣钱发财。在 2000

年到 2014 年的石油鼎盛期间，每一年，阿省

都有净流入人口 2.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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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这一年，阿省油砂田的日产油量达到了每日

100 万桶。 

2008 年 

阿省油砂田工业年度投资额翻了 20 倍，达到

208 亿美金！ 

 

2013 年 

阿省油砂田工业年度投资额达到了 327 亿美

金！在 2010 到 2014 四年之间，阿省经济增

长幅度超过 20%！ 

 

2014 年 

油价大幅下跌，从高于$100 每桶跌倒低于

$50 每桶。 

 

2015 年 

油价继续暴跌，最低曾跌倒 28 美金每桶。这

一年，一共 1000 多口油井被丢弃，6 万多油

井停工不产油，大量石油工人失业。 

 

2016 年 

由于油价崩塌，阿省财富一夜间缩水 50%，

民间环保机构的指责，巴黎气候大会的重压，

现任 NDP 政府在 2016 年推出了减碳政策。要

求油砂田作业年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得超过

100 兆吨。石油工业曾经让阿省收获了多少

财富，如今就能让阿省变得多么脆弱。 

当一个 400 万人的省份只靠着一个支柱性产

业来挣钱的时候，这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黑

洞，支柱产业一旦动摇，黑洞就会开始向内

塌陷，吞噬周围曾经辉煌的一切，包括资金，

就业，办公楼，场地设备等等，只留下无数

被遗弃的油田设备躺在那满目苍夷的土地上。 

还好，阿省已经朝多元化方向开始起步了，

发展清洁能源，吸引世界游客，开拓国际市

场，将阿省本土企业推向亚洲，与中国谈自

由贸易。希望这一个石油崩塌的困境节点，

能让阿尔伯塔迎来下一个起飞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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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座石油工业城市已“死”

（子衿） 

 

玉门，新中国第一座石油工业城市，曾经赫

赫有名的中国石油摇篮，如今却是城弃人走。

稀疏的人流、紊乱的街道、荒废的住宅，让

人难以想象它昔日的辉煌。 

今天地图上的玉门市，是傍依兰新交通主干

道谋求新生的新城，而不是那个与石油工业

一同枯荣的老君庙旧城。在扛起中国石油生

产大旗和开启中国石油工业建设道路后，玉

门却在资源枯竭的现实面前慢慢沉寂。 

玉门与国内诸多资源性工业城市有着雷同的

发展历程，但是却只有玉门在时光洪流中沉

沦。 

玉门顾名思义就是“美玉之门”。相传酒泉

西南侧山中盛产美玉，而这山前之地便是玉

门。 

玉门石油的发现和利用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

西晋敦煌人张华就在其《博物志》作了“寿

延县南有石山出泉，县人谓之石漆”的记载。 

延寿县即今玉门市赤金镇，这个记载中的位

置基本与现在的玉门老君庙油田的位置吻合。 

清同治年间，赤金民众在石油河一带淘金时

发现“石漆”可点灯照明，燃火烧炕，便采

挖用之。为了防止石油随洪水涌出，人们干

脆在水源处挖坑筑坝，阻止石油水下流。这

条石油冲出的河流，也被当地人称作石油河。 

1909 年，当地人张际云、杨天和、陈芝和等

6 人联合集资，采用土法开采石油，当年就

实现了年产 50 多吨的产量。在满足当地点灯、

膏车使用外，还销往兰州、张掖等地。 

这里的石油产能引发了地质学家的兴趣。

1921 年，中国地质学者谢家荣在对玉门地区

经过了半年的勘探后，一份《甘肃玉门石油

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的关注，打破了

西方专家对中国没有石油的论断。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港口遭到

日军封锁，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石油进口。

国民政府于是开始实施玉门油田的建设，增

加自有产能。 

在孙健初、严爽等爱国学者勘探努力下，

1939 年 8 月 11 日，老君庙油井喷涌出第一股

石油。这一刻也成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抗日战争期间，玉门油矿共生产原油 25 万吨，

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 90%以上，为抗战胜

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 年 6 月，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第一野战

军解放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毛泽

东在当时就明确指示“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

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

源”。毛主席指示中的“油源”指的便是玉

门油田。 

1953 年，玉门油矿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技工、学生、机

械设备纷至沓来，数万人将自己的青春芳华

奉献给了新中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的建设。 

1955 年，国家在玉门油田所在地设立了玉门

市。玉门油田和玉门市进入发展的最鼎盛时

期，城镇化水平、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

等各方面都居于甘肃省前列。 

1956 年，兰新铁路兰州至玉门段率先开通，

这个玉门站正是现今的玉门东镇的玉门东站。

兰新线建成后，又修建了玉门南支线，直通

玉门油田，使油田产能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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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了 140.62 万

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 51%，撑起了新中

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 

1957 年，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404 厂开始在玉

门境内的五华山地区筹建。404 厂对外长期

称甘肃矿区，但这座有“核城”之称的小城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64 年，兰州铁路局在玉门站镇区设立玉门

铁路分局，后来发展为玉门东镇，成为玉门

主城区的东门户，大大带动了玉门周边地区

的城镇化。 

然而，盛极必衰的规律却在这座城市发展史

上来的有点快。首要原因便是玉门石油产量

的持续下滑。 

玉门油田的产能从 1959 年最高的 140.62 万

吨，降至 1998 年的 38 万吨。这个国内最早

开发的油田，到了当下却成了企业规模最小、

发展困难最多的石油企业。 

紧接着全国的石油勘探频频爆出好消息，玉

门的石油人才也开始向外输出。他们南下四

川、北赴大庆、东进胜利、西上克拉玛依、

跑步庆阳、二进柴达木、三战吐鲁番。 

作为中国石油的摇篮，上个世纪几乎中国所

有兴起的石油城市都与玉门的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因大庆石油会战而被人们熟知的“铁人”王

进喜，便是出生并奋战在玉门石油开采一线

的工人。而他不过是无数从玉门驰援全国各

地的石油工业建设者中的一员。 

人员外出，玉门本地的衰落更为加快。2002

年开始，玉门石油管理局开始将学校、医院、

服务机构搬迁至酒泉市。2006 年，玉门市市

政府搬迁至市区向西 70 公里处的玉门镇新区。

至此，昔日的玉门人口和功能分流到老城、

新城和油田新基地。 

老市区在衰退浪潮中迅速塌缩成一座死城，

原来超过 13 万人奔流的城市如今只有 3 万人

左右。一些住房的售价甚至低到一套 2 万元

左右，而一些住宅小区直接荒废沦为拾荒者

的住所。 

各种商业设施、服务设施和公共设施也都缩

减至个位数。与中国大多数城市常见的堵车

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仅剩一盏交通

红绿灯时常孤独地闪烁着。 

玉门如此惨烈的衰退和如今悲凉的萧条，除

了石油资源枯竭造成人口流失之外，还有玉

门本身的区位条件、落后产业机构和落后企

业管理模式等原因。 

一是玉门老市区老君庙旧城尴尬的地理位置。 

老君庙旧城位于祁连山北麓石油河峡谷口地

区。这片地区没有任何农业，在玉门建成之

初就大量输入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在工业资

源开发的顶峰时代，老君庙地区没有投资农

业和服务业，在衰退后自然无法维持高成本

的物流。 

玉门市新迁的玉门镇新市区，位于疏勒河绿

洲的东沿。该地区就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

且位于兰新铁路、兰新客专铁路和连霍高速

公路旁，区位优势远远胜过老君庙酒城。 

但是玉门无论新老市区，都处在河西走廊传

统中心酒泉和敦煌之间，处境尴尬。 

酒泉—嘉峪关是甘肃省域副中心，凭借优良

的环境已经吸收了玉门的铁路、石油和核工

业部门。西面的敦煌和瓜州县，又有良好的

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玉门的工业旅游项目

显然没有多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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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玉门的产业结构长期失衡，资源工业高

度膨胀环境恶化。 

玉门的石油开采早期为了破除国外封锁，而

盲目追逐产量，缺乏科学规划。这样的生产

模式容易对环境造成破坏，导致老市区工矿

企业与居民生活区交错，空气污染严重。 

油田开采还使玉门老市区附近水土流失严重，

加上玉门本来就处在祁连山地震带之上，地

震、泥石流频发，更加使之成为不宜居的城

市。 

三是玉门的工业企业管理制度落后，无法跟

上时代脚步。 

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局在建国初期国

内生产恢复发展的阶段，其一大二公的国有

管理体制尚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改革开放

以来，这些企业失去了财政支撑，状况明显

下滑。1998 年以来，当年地方政府围绕油田

而兴办的化工、轻工机械等工业企业大部分

破产倒闭。 

虽然玉门管理局后来也进行了现代企业管理

体制改革，并划归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但是它却已乔迁至酒泉。 

四是现代企业不再需要在地理上靠近资源产

地。 

虽然在玉门油田枯竭后，在玉门附近的祁连

山北麓和不远的酒泉—金塔盆地均勘测到石

油，但是石油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各方面都

较好的区域中心城市设置产业核心。 

玉门周边的吐哈油田（部署于哈密、鄯善）、

青海油田（部署于敦煌、格尔木、冷湖）都

是采取这样的做法。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兰州凭借交通枢纽优势，布局建设兰炼

和兰化时，玉门的炼油工业，便已经受到了

影响。 

如今，玉门在新城的处境也依旧堪忧。新兴

产业的引入几乎是振兴玉门经济的唯一良药。

2009 年，玉门在全国率先开启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建设。 

但是急于从风电中获得税收加速转型的“风

电三峡”玉门，如今却因配套输电设施建设

滞后造成产能闲置，并没有为其带来多大的

税收收入。 

油城已逝，风城何在？ 

玉门的繁荣来得太过迅猛，它的衰落也来得

这样迅疾，但是中国石油根脉不会忘记摇篮

的名字。 

在看尽玉门的凄凉和萧条后，我们多么希望

玉门能够乘着它转动的风车，变成一个全新

的能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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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能源最可能替代石油（林天海） 

 

每次提到电动车，就会有人质疑，电从

哪里来？石油是当今全球的第一大能源，消

费量、储量巨大。对任何一种能源而言，若

没有巨大的储量，想要匹敌石油就无从谈起。 

新能源能够产生足够的电能匹敌石油吗？

本文将重点考察，目前能源行业内流行的太

阳能、风能、核能等能源是否有足够大的储

量，可以匹敌石油。 

太阳能 

太阳能是当今非化石能源领域的大热，

甚至不少石油公司也搞起了光伏产业。那太

阳能可以取代石油吗？ 

不妨做这样一个近似计算：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在地球

大气顶界垂直于太阳光线的单位面积每秒钟

接受的太阳辐射，即太阳常数，为 1368 瓦/

平方米。 

阳光穿过地球大气层，约有 55%的能量

会被衰减或反射。我们假设一年 365 天中，

有 70%的时间为晴天，目前典型的太阳能版

能够将 20%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地球表面是圆形的，并且在不停自转，

所以阳光不能垂直射于地球表面，这里采取

一个近似计算：假设在地球表面某地区铺上

太阳能发电板，每天接收到的太阳能，取受

阳光垂直照射 6 小时近似计算。 

那么这一地区每平米的区域，每年能够

产生的电能相当于 0.02 吨石油所蕴含的热值。 

根据《BP 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6 年

世界原油的消费量是 44 亿吨。人类所消耗的

石油中，约有 84%用作能源用途（37 亿吨）。

这也就意味着，需要铺 18.5 万平方千米的太

阳能板。而这一面积恰好和中国广东省的面

积相当。 

把一个相当于广东省面积大小的地方全

部铺满太阳能板？这听起来似乎很夸张，但

实际上也并不是不可能。 

光伏产业的倡导者们正尝试在不同的地

方铺设太阳能板，比如马路。2016 年，在法

国诺曼底小镇 Tourouvre，就诞生了世界上第

一条太阳能公路。 

中国的公路总长度目前已经达到 450 万

公里，按照 50 米的公路均宽计算，中国公路

的面积就已经达到了 22 万平方千米，已超过

广东省的面积！ 

不过太阳能公路造价不菲，法国那条太

阳能公路，长度仅有 1 公里、宽度仅 2.8 米，

耗资却高达 3600 万元人民币。 

按照这个价格算，要用太阳能板铺满广

东省那么大面积的公路，需要 2300 万亿人民

币，是中国年 GDP 的 33 倍。 

所以太阳能的问题不在于储量不够多，

而在于实在太贵了，难以推广。 

核聚变能 

氢弹的威力是众所周知的，1 千克氘核

聚变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8400 吨石油。地球

上海水中蕴藏的氘高达 45 万亿吨，相当于

378000000 万亿吨石油，是目前全球探明可

采石油储量的 16 亿倍。遗憾的是目前人类还

不能有效控制核聚变。 

对于核聚变能控制的研究，中国近年来

也有所突破。在 2017 年的 7 月，中科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消息，国家大科学装置——

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 东方超

环实现了稳定的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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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尽管创造了世

界纪录，不过这一稳态运行的时间也仅有

101.2 秒。 

中国聚变工程试验堆（CFETR）已于

2011 年开始进行设计研究。目前 CFETR 装置

已经完成设计研究并开始了工程化设计，不

过目前尚未启动。 

基于中国目前对核聚变的研究现状，有

中科院的专家预测，核聚变有望在 50 年到 60

年之后实现商用化。 

60 年之后商业化？作为一个石油工人，

还好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总体而言，核聚变能想要取代石油，有

很漫长的路要走。 

地热能 

地球的内心是火热的，其拥有的地热资

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力。地热资源类型

分为水热型、干热岩型和地压型。其中干热

岩型地热资源占主要，储量最大。 

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5 年调

查评价结果，中国陆域 3000~10000 米的干热

岩资源量相当于 600 万亿吨石油。 

根据国际标准，以其 2%作为可采资源，

全国陆域干热岩可采资源量达 12 万亿吨石油

当量，而这一当量相当于目前全球已探明可

采石油储量的 50 倍。 

不过目前全球对地热能开发的速度也仅

处于初级阶段。中国计划在 2050 年地热发电

装机容量达到 1900 万千瓦，每年发电量相当

于 1400 万吨石油，同中国克拉玛依油田当前

的油气年产量相当。 

干热岩的开发利用需要大量钻井作业。

倘若这一资源得到大规模利用，将为钻井行

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可燃冰 

可燃冰在 2017 年着实火了一把。可燃冰

储量远超煤炭和石油，那可燃冰应该可以取

代石油了吧？ 

据悉，全球可燃冰的资源量为 2100 万亿

方，相当于 274 万亿吨石油。这一资源量相

当于目前全球探明剩余可采石油储量的 7486

倍。 

按照目前石油的消费速度，可燃冰哪怕

只有2%的采出量，也可以够人类使用1000年

以上。论资源量，可燃冰的确也有着替代石

油的潜力。 

在开采进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前面。

中石油目前已经提出，计划在 2030 年实现可

燃冰商业化开采，建成天然气年生产能力 10

亿立方米以上的资源勘查开发示范基地。 

10亿方天然气，仅相当于 80万吨石油，

占中国石油年消费量的 0.14%。客观来讲，可

燃冰开采按照这种发展速度并不快。 

风能 

风的力量是绝对不可以小瞧的！据悉，

全球的风能约为 2740 万亿瓦，若全部利用，

每年可产生的能量相当于 2 万亿吨石油。 

按照地球上风能 0.73%的可利用率计算，

每年可利用的风能相当于 150 亿吨石油，是

目前世界石油年消费量的 4 倍。而风能的潜

力还在于该能源可以年复一年不断生产。 

风能目前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

之一，但风能利用的规模仍旧非常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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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包括风能、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

源，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仅有 3.1%。 

核裂变能 

核裂变能具有超高的能源密度，原子弹

想一想都觉得厉害，感觉应该可以替代石油？

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目前用于核能发电的燃料为金属元素铀。

在自然界中，铀有三种同位素，（铀 234、

铀 235 和铀 238），目前能够用于发电的主要

是铀 235 裂变。 

1千克铀 235全部裂变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1900 吨石油。但铀 235 在天然铀中的含量仅

为 0.7%，非常非常低。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铀资源、生

产和需求 2016》称，全球可识别的、采矿成

本低于 260 美元/kgU 的铀资源量为 1019 万

吨，其中可采资源量为 764 万吨。 

U235 可采资源量仅有 5.348 万吨，相当

于 1020 亿吨石油。按照目前全球每年 37 亿

吨的石油消费量计算，就算铀 235 得到 100%

的利用，也仅够替代石油 27 年。这意味着按

照目前的核电技术，核裂变能不足以替代石

油，其资源甚至可能比石油更早枯竭。 

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也预测，地球陆地非

常规铀资源量可达到 3000 万吨（存在于磷矿、

页岩中），海水中的铀资源量更是高达 40 亿

吨。不过非常规铀资源利用成本太高，离商

业化使用十分遥远。 

地球上的铀元素，有 99.275%都以铀 238

存在。如果有技术能够高效利用铀 238，那

核裂变能则有替代石油的潜力。 

通过快中子反应堆，可实现铀 238 的裂

变。尽管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曾修建过

快堆核电站，不过人类目前还没有全面掌握

对铀 238 利用的技术。很多国家目前都不太

看好铀 238 的商业化前景。 

而中国对铀 238 利用技术的推进，则显

得更加积极。在 2017 年 9 月，中国核电发布

公告，拟在天津和河北沧州设立合资公司，

分别运作四代核电技术（行波堆技术）研发

和示范项目落地。而这新一代的核电站技术

将提高铀 238 的利用程度。 

水电 

水电目前是非化石能源发电的主力，那

水电能够取代石油吗？ 

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电站，每年发电

量接近 900亿度，相当于 770万吨石油当量。

这一石油当量略高于中国青海油田的油气年

产量，而这仅占中国年消费石油量的 1.3%。 

据悉，全世界江河理论水能资源量为

48.2 万亿度/年，相当于 41.4 亿吨石油，高于

目前全球石油的年消费量。但考虑到环保因

素，水能不可能 100%利用。 

在技术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 19.3 万

亿度/年，年发电量相当于 16.6 亿吨石油，远

低于目前全球每年用作能源消耗的石油消费

量。所以水能是不能够替代石油的。  

可以看出来，从能源储量而言，以上大

部分能源都有匹敌石油的能力。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新能源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效益。

从当前现状看，在经济效益上新能源要匹敌

石油，要经历漫长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

实现。 

全球人口数量还在增长当中，经济总体

上也在持续发展。人类目前还没有进入能源

过剩的阶段，新能源远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能

源需求。所以石油时代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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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气供需格局（石油圈） 

 

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供需来源正在发生变化，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Oil & Gas Producers-IOGP）近日

发布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报道。其中，技

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新能源格局的催化剂。 

随着全球人口中心的变化和人口增加，石油

和天然气需求将继续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生

产也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增长的地方未必是

未来几年内能源需求最迫切的地区。 

在 这 份 报 告 中 ， IOGP 使 用 生 产 指 标

（Production Indicator-PI），来衡量一个地区

的自给自足程度（和出口潜力）。PI 高于

100％，就意味着该地区的产量超过了自身需

求并能出口；PI 低于 100%，则意味着需要进

口。 

 

来自 IOGP 全球生产报告的数据显示，就供需

平衡而言，这些地区可以分为三个组：欧洲

和亚太地区为净进口地区; 中南美洲和北美为

自给自足的地区; 非洲，独立国家联合体（独

联体）和中东为净出口地区。 

 

1 非洲——石油 

石油产量萎缩，但仍然能满足需求。 

报告显示，尽管非洲仍能出口石油 800 万桶/

日，这占其产量的一半，但由于当地需求的

稳步增长和本土生产的萎缩，其出口潜力从

2006 年的每天 700 万桶减少到 2016 年的 400

万桶，石油 PI 指标已经从 2006 年—2016 年

的 344％下降至 200％。 

最初，北非是非洲石油生产中心，而利比亚

在主要参与者中遥遥领先。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数量上，尼日利亚开始呈现出

与利比亚竞争之势，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超过利比亚。目前，尼日利亚仍然是非

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占非洲石油产量 26%；

与之产量最为接近的分别为安哥拉以及阿尔

及利亚，他们的石油产量分别占非洲的 23%

和 20%；而以前多产的利比亚石油产量几乎

为零。 

就需求而言，埃及遥遥领先，其次是南非和

阿尔及利亚。然而，需求增长最显著的是来

自非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非和西非的经济

发展，尤其有助于推动对石油需求的增加。

一些国家的政治进步稳定也促进了更大的信

心和繁荣，而这无疑会产生对石油更大的需

求。 

总体而言，自 1965 年以来，区域石油需求增

加了 7 倍。最近，2005 年至 2015 年的增长率

为 2.9%。自 2006 年以来，需求增长了 35%。 

非洲的石油产量仍有很大潜力，尼日利亚、

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这三大石油生产国拥有

超过 950 亿桶的探明储量。一旦利比亚回归

稳定，这个非洲曾经最大的产油国将能够动

用 480 亿桶已探明储量。 

 

2 非洲——天然气 

非洲天然气需求超过产量。十年来，非洲的

天然气产量指标从 215%下降到 150%——这

可能意味着到 2030 年该地区将成为天然气净

进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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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非洲的天然气产量已经停

滞不前。与此同时，天然气需求增加了 50%，

大大降低了该地区的出口潜力。2006 年，非

洲能够出口超过一半的天然气，而现在这个

潜力已经下降到三分之一。 

非洲拥有超过 500 万亿立方英尺的已探明天

然气储量，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尼日利亚为

三个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 

上世纪 90 年代，阿尔及利亚占非洲天然气产

量的 70%。2000 年以后，埃及和尼日利亚加

入了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国行列。今天，阿尔

及利亚仍然是非洲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占

该地区产量的 44%，尼日利亚和埃及的产量

约占 20%。 

尽管非洲的总体产量保持不变，但非洲本土

天然气的需求仍在增长。自 2006 年以来，埃

及的天然气需求增长了 40%以上，使其成为

天然气需求最高的非洲国家，占该地区需求

的 37%。而阿尔及利亚以 29%位居第二。 

由于意识到该区域内对天然气的需求不断上

升，主要生产国已成功地吸引了勘探投资，

为该地区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尤其是在

阿尔及利亚。 

 

3 亚太——石油 

亚太地区的石油 PI 下降至 24%，为有史以来

的最低点，这意味着该地区四分之三的石油

必须进口自其他地区。 

20 年前，中国的需求量还比较低，85%的需

求能够靠自己生产解决。该地区还有其他几

个主要产油国，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然而，其中并没有石油

日产量超过 100 万桶的国家。越南和泰国是

较小的石油生产国。 

30 多年来，该地区对石油的总体需求急剧上

升。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成为石油

需求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是该地区最大

的石油消耗国，占该区域总需求量的 38%。

其次是印度(13%)，紧接着是日本(12%)和韩

国(8%)。日本曾经是该地区最大的石油消费

国，但在 2002 年被中国赶超，并在 2015 年

被印度超过。 

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引擎，亚太地区

正日益推动全球石油的需求。由于经济强劲

增长，2017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石油进口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石油进口

依赖度上升了 67.4%。由于油价下跌，经过两

年的国内生产下降，石油生产商将加大资本

支出，以提高产量，以应对 2018 年的价格回

升，保持稳定。 

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来自更严格的环境和安

全，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增长模式，注重绿色

和可持续发展。 

 

4 亚太——天然气 

亚洲天然气需求增长刺激了生产增长。 

在天然气 PI 为 80%的情况下，亚太地区每年

1 / 5 的天然气需要进口——约 1500 亿立方米。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亚太地区才能够

满足其 100%的天然气需求。随着需求的显著

增长，特别是在中国，PI 指数从 1996 年的 99%

下降到 2006 年的 90%。 

由于对勘探和开发的持续投资，加上技术的

改进，亚太地区在过去十年中天然气产量每

年增加 4.1%。增幅最大的是中国(10%)和澳大

利亚(7%)。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

产国，其次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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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但

其消费仍超过其生产能力。中国需要将所有

的天然气用于国内市场，而澳大利亚 (PI: 

221%)，马来西亚(PI 172%)和印尼(PI: 185%)的

天然气却可以出口。总的来说，中国占亚太

需求的 30%。日本是第二大天然气消费国，

占总需求的 15%。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该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用

户，但在 2009 年被中国取代，如今中国消耗

的天然气是日本的两倍。澳大利亚、印度、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韩国和

泰国紧随其后，占该地区的天然气消耗量的5%

到 7%之间。 

 

5 独联体-石油 

独联体石油 PI 达 335％，其石油产量是其石

油需求量的三倍多，并已成为主要的石油出

口地区。 

在苏联时期，独联体国家的石油产量只有约

三分之一可以出口。如今，独联体的出口潜

力已上升至 235％，即每天约 1000 万桶。按

价格为 50 美元/桶来算，这将产生每天 5 亿美

元的收入，而强劲的出口源于生产增长和本

地需求大幅下降。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区像那些组成苏联的

国家那样，经历了如此多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毫无悬念，这对该地区的石油生产产生重大

影响，特别是到目前为止，石油的主要来源

是俄罗斯。该地区的其他主要石油生产国是

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 

1987 年，在苏联解体之前该地区每天石油产

量达 1260万桶。而此后，独联体花费了 20年

的时间才达到此前的生产记录。自那时以来，

它每天产量高达 1410 万桶。与现在一样，

1987 年的大部分产量都来自现在的俄罗斯。 

俄罗斯占世界石油储量的 15％，并且其石油

产量占该地区总产量的 80％。哈萨克斯坦是

独联体国家中第二大生产国，占 12％，阿塞

拜疆占 6％，排名第三。 

与生产相反，该地区的需求从未真正从苏联

解体后的萧条中恢复过来。从 7 个国家看，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需求下降最为

显着。俄罗斯的需求从每天 500 万桶减少到

2002 年的 250 万桶，现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

的恢复，需求量恢复到每天 320 万桶，占该

地区需求的 77％。 

 

6 独联体——天然气 

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地。 

独联体天然气 PI 稳步增长。1986 年，这一数

字为 117%，10 年后，这一数字为 121%。

2006 年为 129%。如今其天然气 PI 高达 140%。 

独联体地区每年能出口超过 2000 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地。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持续的高产量推动的，并因

地区需求衰退而加剧。 

正如石油生产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一样，独

联体的天然气生产也是如此。在苏维埃政权

末期，该地区的天然气产量超过了 7000 亿立

方米。到 1997年，它已经下降到只有 6050亿

立方米。然而，复苏相对迅速。自 2004 年以

来，独联体的天然气产量已超过 7000 亿立方

米 (2009 年除外，那一年是全球经济衰退最

严重的一年)。过去 5 年，独联体的产量已稳

定在 7500 亿立方米以上。 

在独联体天然气生产国中，俄罗斯位列第一，

占该区域天然气产量的 76%。土库曼斯坦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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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后，占 9%，而乌兹别克斯坦则以 8%名

列第三。2016 年，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天然气

产自俄罗斯。 

这使俄罗斯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还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在其国内，天然

气也是俄罗斯的主要燃料，占主要能源消耗

的 50%以上。 

独联体的天然气需求曾一度高达 6320 亿立方

米。1997 年，它的产量骤降至 5000 亿立方米

以下， 2007 年天然气需求部分恢复，能够达

到 6000 亿立方米，此后一直在稳步下降。

2016 年，独联体的天然气需求量下降到 5470

亿立方米。俄罗斯联邦作为最大的天然气消

费国占了独联体总天然气需求量的 72%。乌

兹别克斯坦占 10%，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各

占 5%。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各占 3%。自

2008 年以来，由于与俄罗斯的持续冲突，乌

克兰的需求急剧下降一半。 

 

7 欧洲——石油 

在其石油 PI 指数为 25％的情况下，欧洲石油

消费中有四分之三是依靠进口。从 21 世纪之

初，欧洲石油产量就开始下降，但其剩余储

量潜力仍然巨大。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是主要石油进口地

之一。那时，其 PI 为 10％，罗马尼亚是直到

1970 年代中期才成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然

而，继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之后，北海活动逐

渐发展，标志着挪威和英国成为主要的石油

和天然气生产国，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将欧洲的 PI 提高到 40％以上。 

事实已经证明，北海是上游行业巨大的成功

案例之一，挪威和英国的生产通过高度创新

的开采技术延续了数十年。即便如此，由于

储备逐渐枯竭，在本世纪之初日产量达到

600 万桶的高峰之后，其石油产量逐渐下降。

如今，欧洲的产量约为每天 300 万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洲的石油需求一直徘徊

在每天约 1400 至 1600 万桶。2016 年，整个

欧洲的石油需求增长约 2％，2017 年的数据

也呈现类似趋势。最大的地区消费者是德国

（16％），英国（11％），法国（11％），

西班牙（9％）和意大利（9％）。 

如今，丹麦和挪威是仅有两个生产超过需求

的欧洲国家，允许石油出口。挪威作为欧洲

地区最大的生产国，可以出口的石油量是本

国需求量的 8 倍。大多数其他生产国——包

括排名第二的英国——仍然继续进口石油，

以满足需求。 

 

8 欧洲——天然气 

随着进口需求的增加，欧州国家和其供应商

之间的相互依赖将会增强。 

在过去十年里，欧洲的天然气 PI 指数一直徘

徊在 50%左右，结束了之前的持续下降时期。 

荷兰拥有庞大的Groningen油田，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它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英国在 2004 年逐渐领先，但两年后被挪威取

代，挪威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商。

直到今天，挪威仍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生产

国，在 2017 年向该地区供应 1240 亿立方米

(欧洲产量的 50%)。英国和荷兰紧随其后，占

该地区产量的 27%和 17%。 

从 1970 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对

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在经历了几年的急

剧下滑后，2014 年天然气需求开始在大型消

费国中复苏。 

截止 2016 年，德国仍是该地区最大的天然气

消费国，占该地区需求的 17%，其次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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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6%，意大利占 13%。在 2014-2017 年期

间，所有大型消费国的需求都有所增长。欧

洲的一半庭都有燃气供暖，许多欧洲国家对

工业原料、电力和运输的需求都非常强劲。 

由于欧洲一半的天然气需求由进口来满足，

该地区很幸运，能够依靠世界一流的进口基

础设施和完善的内部能源市场框架。此外，

欧洲能源需求也得益于其顶级油气公司在全

球范围的影响力。 

 

9 中东——石油 

中东石油生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8 年，第

一次商业发现是在现在的伊朗。从那时起，

该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地之一，

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 48％。中东地区的石

油产量占世界石油总量的 35％ - 据统计，由

于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阿联酋

在内的几个国家的创纪录产量，中东目前的

石油日产量已达 3200 万桶。科威特和卡塔尔

几乎打破了自己的石油生产记录。 

总的来说，2016年该地区生产增长率为 5.7％

（每天 170 万桶），使中东再次成为世界最

大石油产区。 

在需求方面，沙特阿拉伯不仅是最大的石油

生产国，它也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消费

者，占地区总消费量的 41％， 是伊朗消费量

的两倍。自 1996 年以来沙特的石油需求增加

了三倍。 

该地区其他国家，卡塔尔需求增长显著，卡

塔尔过去十年的石油消费量增长了一倍多。

阿联酋的经济增长同样惊人，其石油消耗是

卡塔尔的三倍。 

 

10 中东——天然气 

中东天然气 PI 为 125％，能够满足当地的所

有需求，同时还能服务于出口市场 ，出口主

要面向亚太地区。在卡塔尔天然气流入之前，

中东地区 PI 为 110％。卡塔尔天然气的加入

将该地区天然气 PI 指标提升至 134%，但由于

本地需求增加，随后又开始下降。 

事实上，只是在过去的 40 年中，中东才开始

大量生产天然气。此后的增长一直很戏剧。

总体而言，在 2005 年至 2015 年的十年间，

中东地区天然气产量每年增长7％。目前该地

区约占全球天然气产量的 18％。伊朗是该地

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其产量不断增长，

占该地区产量的三分之一。卡塔尔紧随其后，

占 28％，沙特阿拉伯占 17%，名列第三。 

鉴于可利用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天然气已成

为中东地区消费的首选燃料。在 2016 年的能

源组合份额中天然气创下了 51.5％的记录。

20 多年前，伊朗在天然气需求方面超过了沙

特阿拉伯。自此，伊朗的天然气需求增加了

五倍，占该地区需求的 39％。沙特阿拉伯以

21％的消费量紧随其后，阿联酋占 15％。 

值得一提的是，卡塔尔的天然气 PI 为 434％，

天然气产量超过该国需求的 4 倍。这使得卡

塔尔成为领先的天然气出口国，使其尤其关

注国外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卡塔尔目前是世

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这一地位可

能将持续一段时间。 

 

11 北美——石油 

尽管北美石油需求一直居高不下，但北美的

石油产量指标仍然保持高位，石油 PI 仅在八

年时间里就从 55%上升至 81%。 

美国是该地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其石油 PI

从十年前的 33%增长至 63%。可以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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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美石油产量的基石，占该地区总产量的

三分之二，其次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在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的产量

经历了数十年的下降，2007 年产量恢复并稳

步增长，达到了最近的历史高点。这在很大

程度上归功于技术进步和页岩开发的成功。 

虽然加拿大的产量要少得多，但仍不可小觑，

其每天的产量超过 400 万桶。这使加拿大与

阿联酋、伊朗和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国家处于

同等重量级。在过去的十年中，加拿大能够

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产量。 

相比之下，墨西哥的产量在本世纪初达到顶

峰后，由于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滞而逐渐减少。

2007 年前后，加拿大的石油产量超过墨西哥。 

需求方面，美国占据该地区的大部分 - 甚至

是全球的大部分石油需求。因此，世界上任

何地方生产的石油，四分之一最终销往北美，

其中五分之一在美国消费。美国占北美石油

消耗总量的 82％，加拿大占 10％，墨西哥占

8％。 

 

12 北美——天然气 

北美天然气自给自足，天然气 PI 达 100%。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北美已经能够提

供其所需的大部分天然气。自 20 世纪 80 年

代初以来，北美天然气需求增加了 75%，来

自美国和加拿大页岩的天然气在满足其大幅

增长的需求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该地区的领头羊，美国已经超过俄罗斯，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毫无疑问，

这一进展要归功于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技

术创新，把以前难以进入的油藏带入商业化

开采。据美国石油协会（API）称，美国天然

气产量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世纪- 每年带来约

3850 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在加拿大，从 1987 年到 1997 年的十年里，

其天然气产量增长了 100%，达到了 1500 亿

立方米。 

由于美国变得更加依赖加拿大天然气来满足

其需求，刺激了加拿大的天然气出口增长近

四倍，从而进一步拉动加拿大的天然气生产

增长。此后，随着美国通过不断增长的页岩

气产量满足进一步增长天然气需求的，加拿

大的产量已稳定在这一水平。墨西哥的天然

气产量占北美总量的 5%，产量为 470 亿立方

米，比 10 年前减少了近五分之一 

在全球天然气需求总量中，北美占 27％，仅

美国就消耗了全球 22％的天然气。2016 年，

美国天然气需求量约为 7,800亿立方米。从整

体上看，这比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地区

的消费都要高。 

相比之下，2016 年加拿大的需求量仅占全球

需求的 3％，墨西哥占 2.5％。 

无论是出于满足本国内部需求的目的，还是

用于出口，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利用技术创新

来进一步提高天然气产量。随着两大主要生

产国的新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发展，该地

区有望成为世界上其他不能实现天然气自给

自足地区的主要天然气来源。 

 

13 中美洲&南美洲——石油 

自十年前以来，中南美洲的石油产量每天高

达 700 多万桶。最新数字是 750 万桶/天。目

前由委内瑞拉和巴西两个国家主导中南美洲

的石油生产。传统上，委内瑞拉是南美最大

的生产国。其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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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沙特阿拉伯。但近年来的政治和经济

不稳定已经严重影响了石油生产。 

2005 年，委内瑞拉的日产量为 330 万桶。到

2016 年，减少到每天 240 万桶。一方面是委

内瑞拉的产量下降，另一方面是自 1985 年以

来巴西一直在大幅增长。2016 年，巴西的日

产量达到 260 万桶，地区份额达到 35％，使

其首次成为南美洲第一大生产国。 

该地区的石油需求呈上升趋势。同样，尽管

最近巴西经济出现了下滑，但巴西的加速繁

荣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巴西在中美洲和南

美的需求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委内瑞拉经济

相对脆弱，在总需求中所占份额下降。总体

而言，自 1970 年以来，该地区的需求增加了

四倍。 

20 世纪 80 年代该地区供应和需求首次趋同。

当时，中南美洲作为石油出口国的地位岌岌

可危。不久之后，新的勘探和生产投资（主

要在巴西和哥伦比亚）加上委内瑞拉的经济

复苏，弥补了这种情况。中美洲和南美洲再

次成为主要出口国，为出口国创造大量收入，

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本土需求。 

然而，最近，随着该地区整体继续增长更加

繁荣（除委内瑞拉之外，由于缺乏投资，生

产也受到影响）生产和需求再次接近趋同。 

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投资和生产增长，还有待

观察。与此同时，现有油田的产量正趋向于

每年减少 6%左右。 

 

14 中美洲&南美洲-天然气 

自 1970 年以来，中南美洲的天然气产量稳步

上升。直到 2000 年前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这两个国家是最大的生产国。不久之后，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也成为竞争对手。 

除了前三大天然气生产国外，最近其他国家

也开始加入天然气生产队伍中，以供应当地

市场需求。2000 年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天然

气产量占该地区 65%以上，但这一比例在

2016 年已经下降到 40%。玻利维亚、巴西、

哥伦比亚和秘鲁都已成为重要的天然气生产

国。 

自 2000 年以来，由于该地区供应的增加和对

新发展的投资，该地区的天然气需求急剧增

长 79％。 

自 1970 年以来，中美洲和南美洲对天然气的

需求增加了 12 倍。阿根廷在天然气消费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占总需求的 29%。巴西和委

内瑞拉各自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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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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