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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杂志取名为《流》，含意非常简单，油气是流动的，我们这些靠油气吃饭的人，也是流动的，我

们从遥远的中国流动到加拿大。实际上，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在流动，空气在流动，水在流动，时

间在流动。 

流动，是生命力的体现！ 

阿尔伯塔这个富有的石油省份，华人数量已经超过 16 万，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职业或多或少跟石

油行业有关联。中加石油工程协会是一个为从事石油工作的华人搭建的交流平台，这本简单、朴

素的杂志，是这个平台上的土壤里一株不太起眼的绿色植物，希望它能够在大家的呵护下，慢慢

成长起来。 

中加石油工程协会由加拿大石油行业中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组织

。协会由一群志愿者管理，意在通过知识交流、教育、社交来促进石油行业中专业人士和学生的

职业发展。推动与中国石油行业专业人士的联系，促进加拿大和中国石油工业的相互理解与往来

。协会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内容涵盖石油物探、地质、钻井、完井、采油和油藏工程，并组织社

会活动和技术研讨会。 

《流》杂志每期内容大致分三类，生活、艺术和石油。希望大家投稿，任何形式的作品都欢迎，

介绍你的专业，讲一个课题，探讨某种工程理论，分析工业发展大趋势，预测石油股价的飞扬和

狂跌。小品、杂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摄影、绘画，甚至可以是一两句生活中的人生感

悟，或者你做的一道菜乃至你家的宠物或一盆植物的照片！内容上至天体，下到地理，中间人文

，无所不谈，随性而致！加拿大是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的杂志也将是个多元化的杂志。 

协会所有的工作都由志愿者完成，这期杂志编辑只有一个人，所写的和编辑的一点东西，算是抛

砖引玉。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也会有优秀的编辑加盟我们。我们的杂志对所有人开放

，我们协会的大门也对所有人敞开，无论你是否从事石油行业工作，只要你对石油感兴趣，想了

解石油，都可以加入我们，成为会员，订阅我们的杂志，参加我们举办的各种活动。 

让我们的协会动起来，让这本杂志动起来，让所有的人动起来，你会感到生活的无限乐趣，和生

命的生机勃勃！ 

 

编辑耕者 

2014 年 10 月 31 日拂晓草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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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七条七条七条火车经典线路火车经典线路火车经典线路火车经典线路游加拿大游加拿大游加拿大游加拿大(第一生活网第一生活网第一生活网第一生活网) 

 

火车旅游在加拿大便捷异常，无论是豪华之旅，还是质朴实在之行，随意买上一张票，就可以穿

越群山峻岭，欣赏麋鹿和羔羊，冬季去滑雪，秋季去赏枫，尽情领略加拿大美好自然风光，以下

推荐 7 条火车游加拿大的经典路线： 

 

1、乘登山者号景观火车游落基山 

 

追溯 19 世纪探险家路径穿越的著名螺旋隧道，越过陡峭 Kicking Horse Pass，欣赏壮丽的落基山脉

和那郁郁葱葱的 Fraser River Valley（弗雷泽）河流域。这条火车旅行线路是双向来往于卡尔加里

和温哥华之间,穿过班夫、露易丝湖和坎卢普斯，是加拿大历史上贯穿东西的一条最重要的线路。

沿着大陆分水岭往东，你会被沿途壮观的山脉和峡谷而鼓舞，顿时灵感大发。沿途中甚至能近距

离地接触山羊、麋鹿和棕熊。最适合历史爱好者和野生动物爱好者们。 

 

 
 

2、乘坐加拿大国铁 VIA Rail：多伦多到温哥华 

 

这史诗般的五省火车之旅给大家呈现了最美最经典地加拿大，连加拿大 $10 纸币都以这条经典线

路作为背景呢。本条线路从多伦多延伸至安大略省北部的湖泊和雄伟的落基山脉。整条旅行线路

为期四天，全程跨度超过 4,466 公里。在这四天里你会欣赏到郁郁葱葱的北方森林，安大略省北

部波光粼粼的湖光风景，西部宽阔的草原及壮丽的落基山脉。最适合时间充裕的小伙伴们，可以

全面地探索加拿大的风景。抛开平日的琐碎，完全融入这幅壮丽的画卷中。 

 

3、VIA Rail: 温尼伯格到丘吉尔线路 

 

虽然现在是盛夏，但是对于喜爱乘火车旅行的小伙伴们来说，这条线路还是值得推荐的。现在，

因为纬度高的原因，你仍然可以在午夜时分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冬天，你追逐着极光的影子一路

向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可爱的北极熊。本段旅行需要两天时间，全长 1700 公里，沿途穿过冻土

地带和哈德逊湾。最适合野生动物爱好者和那些感兴趣的各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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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 Massif De Charlevolx 魁北克小镇火车游 

 

喜爱短途旅行的朋友看过来了哦，这条从魁北克城到迷人小镇 Baie-Saint Paul 的旅途很适合你哦

。一路上，可以享受到壮观的 Montmorency 瀑布、圣劳伦斯河及 Le Massif De Charlevoix 倾斜的山

脉。当你到达 Baie-Saint Paul 的时候,火车将作短暂的停留，乘客也可以走下火车去探索一下附近

的小镇农贸市场或者在周围的咖啡馆品一杯浓浓的卡布奇诺。最适合短途旅客寻找那片风景优美

的胜地。 

 

 

 
 

5、落基山 Sea to Sky Climb 线路 

 

Sea to Sky Climb 路线从风景迷人的西海岸温哥华北部一直通往度假圣地惠斯勒，沿途经过

Squamish 你会欣赏到具有喀斯特地貌层层迭起的 Shannon 瀑布和 Cheakamus 峡谷公园的栈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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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初次体验者和有精力旺盛的小孩家庭。 

 

 

 
 

 

6、Agawa 峡谷乘火车游 

 

本路线非常适合秋季出游看枫叶的朋友们。当 Algoma Country 闪耀着橙色和金色灿烂的光芒时，

是时候结伴出行享受 北部高耸的山脉和壮丽的 Agawa 峡谷了。到达目的地后，旅客们有两个小时

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沿着风景迷人的小径向上，或者胆大的朋友可以站在观景平台眺望脚下的奇

观。火车上提供五种语言的解说哦。最适合自然爱好者和喜爱秋季出游的小伙伴们。 

 

 
 

 

7、VIA Rail: 蒙特利尔到 Halifax（哈利法克斯） 

 

蒙特利尔到哈利法克斯火车旅途是喜爱简单出行的首选。全程超过 1300 公里,拥抱圣劳伦斯河的

一段通向 Matapedia 河谷, 穿过新布伦瑞克和哈利法克斯。为期一天的旅游，你可以欣赏到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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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府之城， 被森林覆盖的丘陵,Chaleur 湾,和新布伦瑞克海岸的金色沙滩。 最适合家庭寻求探索

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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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加加加加理的秋天理的秋天理的秋天理的秋天”摄影展摄影展摄影展摄影展(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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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夫国家公园及周边攻略班夫国家公园及周边攻略班夫国家公园及周边攻略班夫国家公园及周边攻略 (方糖女生方糖女生方糖女生方糖女生) 

 

 
 

 

纵贯整个北美大陆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越往北越美丽。而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是李

安导演捧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之经典电影《断背山》的取景地。加拿大境内的西科迪勒拉山系汇

集了连绵的 3000 米以上山峰和北半球北极圈以外面积最大的冰原:哥伦比亚大冰原（Colunmbia 

Icefield），冰蓝或者孔雀绿的古老冰川湖泊点缀其间，是辽阔的加拿大土地上最美丽的一段风景

。夏季，高山草原上鲜花遍地，深绿色的针叶林守护着包括棕熊、黑熊、麋鹿、驼鹿、盘羊等在

内的多种动物。现在就和方糖女生一起踏上 7 月的加拿大落基山，来个狂野“森呼吸”吧！ 

 

 
 

（一） 抵达 

加拿大落基山地区有多座国家公园，其中最著名的是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幽鹤

国家公园（Yoho National Park）和贾斯博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这三个国家公园相邻

相通，各有特色。手持其中一个公园门票，其他公园通用。大部分游客会选择先飞到班夫公园所

在的艾伯塔省最大城市：卡尔加里（Calgary），然后从卡尔加里租车，沿 1 号公路向西行驶 130

公里即可进入班夫国家公园大门。 

 

【注意事项】 

1.租车的费用往往比乘坐公共交通便宜很多，且公园内部景点分散，道路驾驶难度低，沿途风景

极佳，又随时有偶遇大型野生动物的机会，建议租车。2.租车的话，沿 1 号公路过了坎莫尔（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方糖女生方糖女生方糖女生方糖女生，，，，““““每天做一道新菜每天做一道新菜每天做一道新菜每天做一道新菜””””的料理家的料理家的料理家的料理家

，，，，““““回到厨房运动回到厨房运动回到厨房运动回到厨房运动””””发起人发起人发起人发起人，，，，果壳网果壳网果壳网果壳网““““万有青年万有青年万有青年万有青年””””，，，，

环球旅行者环球旅行者环球旅行者环球旅行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居多伦多现居多伦多现居多伦多现居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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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more）就要注意道路分流，选择靠左的“无门票通道”，很像国内高速路收费站的闸口设计，

停车交钱后快速通过。门票是一个打印有日期和时间的贴纸，用于贴在车玻璃上。3.收费标准：2

至 7 人的收费价格一样，均为 19.6 加币一天。4.加拿大落基山地区夏天日夜温差大，清晨和傍晚

需要穿长袖；如果爬山，请一定带上专业的登山鞋和冲锋衣，山上的冰雪可能终年不化，还会下

小冰雹。5.该地区光照强烈，加上有冰川和雪峰，墨镜一定要带，是标配哦！ 

 

（二） 班夫国家公园 

班夫国家公园在 1887 年被列为国家公园，仅次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及澳大利亚皇家国家公园，是

加拿大第一座国家公园。玛丽莲·梦露的电影名作《大江东去》即取景于穿越公园的博河（Bow 

River）。公园内有 25 座 3000 米以上的高峰和多个著名高山湖泊，沿途开车的公路都充满美妙绝

伦的风景。由于艾伯塔省的南部为一望无际的平原，从卡尔加里机场出发开上 1 号公路，可以看

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加拿大牧场；一路西行，海拔转高，各种奇岩怪壁能使你感觉到一点一点进

入了落基山脉，感觉非常奇妙。 

 

【班夫镇】 

这里有加拿大最好吃的冰淇淋店 Cow’s，这里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专业登山、滑雪设施，在这

里的牛排馆能吃到加拿大最好的牛肉——艾伯塔 AAA 级牛肉。班夫镇不大，但基础设施配备齐全

，商店也非常多。加拿大落基山地区海拔高，气象变化大，早晚温差也大，如果抵达后感觉需要

添加装备或者服装，可以在这里的专业商店里选择购买。另外，如果要选购带给朋友的礼品，这

里也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班夫镇的酒店沿班夫大街两侧排开，但价格往往较高，建议选择住

在 10 公里外的国家公园大门处的坎莫尔。 

 

【班夫上温泉、缆车】 

班夫上温泉（Upper Hot Spring）就在班夫镇背后的硫磺山半山腰，山中指示牌很多，注意查看便

可到达。这里是一个游泳池式的温泉，可以边泡温泉边赏景。不远处就是硫磺山缆车（Banff 

Gondola）的入口，坐缆车 8 分钟就可以到山顶，山上有步行道和观景台，全程游览需 1 小时。在

去往上温泉的公路两边经常会出现各种野生鹿，开车时一定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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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湖】 

露易丝湖（Lake Louise），是加拿大落基山脉里故事最多的一弯湖水，继承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最具姿色和才艺的第四位女儿露易丝·卡洛琳·艾伯塔（1848－1939）的名字。这位英国历史上首

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公主，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舞者和雕塑家。 

 

从湖边费尔蒙露易丝湖城堡酒店的圆拱落地窗中看出去，1 亿年前地壳运动所造就的落基山脉就

在眼前，白得刺眼的维多利亚冰川仿佛要从山上滚滚而下，而从山腰延生到湖边的茂密针叶林环

绕着造物之手打翻的调色盘，湖水的那种绿，是不可思议的宝石绿。窗中的美有让人想生活在别

处的冲动，又仿佛一瞬间就可以生命永恒。 

 

在露易丝湖可以选择租船或者徒步。登山的徒步路线有往返 10 公里的 Lake Agnes & Big Beehive, 

出发地在费尔蒙路易斯湖城堡酒店沿湖向右 300 米处，在路线尽头是著名的高山冰川湖 Lake 

Agnes 和加拿大最古老的茶屋。 

 

 
 

 

【露易丝湖观光缆车】 

露易丝湖观光缆车（Lake Louise Sightseeing Gondola）是露易丝湖滑雪场的滑雪缆车，海拔落差

500 米，夏天可以坐到终点，欣赏整个加拿大落基山山脉，还能远眺孔雀绿的露易丝湖和雪白的

维多利亚冰川。缆车出发处即可买票（30 加币一人），还有自助餐可以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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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莲湖】 

梦莲湖（Moraine Lake）的风光曾被采用为加拿大 20 元纸币的图案。当超过 10 坐 3000 米以上的

山峰环绕一波碧水，人站在水边，变得那么渺小。如果想要拍摄到梦莲湖的经典照片，必须爬上

入口处的一座矮山。喜欢冒险的人可以选择从峭壁一侧攀爬岩石上到山顶，这一侧的拍摄角度绝

佳；担心危险的朋友也可以从山背面的台阶轻松爬上。 

 

梦莲湖的水会根据不同的光照和天气产生不一样的颜色，拍照的时候需要很耐心，等待好天气。

湖边的小松鼠和花栗鼠都是“讨生活”高手，经常主动靠近游客求食物，但是喂养野生动物会使它

们失去过冬能力，应当拒绝喂食。梦莲湖也可以租船，湖面积比露易丝湖小。 

 

【住宿推荐】 

1.费尔蒙露易丝湖城堡酒店（五星级）：该酒店藉由 1886 年的简陋湖边小木屋，经历了改造、加

建、焚毁、重生，到如今 548 间客房的费尔蒙酒店旗下经典 Château——“荒野中的钻石”，成为加

拿大海拔最高的居民点和《日瓦戈医生》的拍摄地。从酒店乘坐免费大巴，30 分钟便可抵达加拿

大滑雪季最长的露易丝湖滑雪场（从 11 月到次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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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rk Gate Chalets（私人小木屋）：位于坎莫尔，两居，可 4-6 人同住一个小木屋，带厨房、卫

生间、客厅、室外 BBQ，但要注意安全，熊经常出没。可在小木屋官网预定。 

 

 
 

【餐厅推荐】 

1.班夫镇上的枫叶餐馆（Maple Leaf）就在镇中心，建议品尝产自艾伯塔省的 AAA 级牛肉。 

 

 
 

2.如果选择在小木屋 BBQ，可以去坎莫尔的几个大型食品超市购买原材料，价格会比班夫镇便宜

不少。 

 

（三） 幽鹤国家公园 

幽鹤国家公园位于班夫国家公园西侧。幽鹤之音（Yoho）来自于原住民克里语中的“另人惊叹的奇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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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湖】 

如果你喜欢人少些的湖泊划船或者拍照，推荐这里的翡翠湖（Emerald Lake）。这里经常可以看到

拍婚纱照的新人，湖边的小木屋也居幽静角落，喜爱安静地游客可以考虑入住。 

 

 
 

【踢脚马河】 

Kicking Horse River 是 Miss Mi 眼中整个落基山最美的河流。它得名于激荡的河水使加拿大铁路工

人的马都受到了惊吓。踢脚马河沿岸就是 19 世纪 80 年代的加拿大铁路，如今这条铁路线被用来

运货，经常可以看到长达 2 公里的运货列车由头、中、尾三个动力车头推动着缓缓前进，花花绿

绿的车皮远远看过去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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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镇】 

相比较于班夫镇，菲尔德（Field）其实更具加拿大风味和小清新情趣。没有吵吵闹闹的人群和商

店，镇上每一间彩色房子都透出可爱精致的风格；每一户人家精心打理的院子都是一道风景线。

镇路口的通知栏上总贴着“请注意熊出没”的告示，让人心中多了一份糅合着期待、害怕和激动的

情绪。小镇就坐落在踢脚马河边，每天有 40 多趟火车会从小镇前缓缓开过。方糖女生强烈推荐大

家到这个小镇看一看，绝对是各种旅游指南中都没有介绍到的精美景致。 

 

 
 

【住宿推荐】 

1.小镇菲尔德的 Truffle Pigs。这个小旅社是一间精心布置的漂亮房子，楼下的餐厅是班夫地区最有

名的新派菜餐厅之一，非常值得一试。餐厅主人非常调皮，会热情给游客介绍菲尔德的一切，也

喜欢开玩笑。关键的关键，是餐厅的新派菜绝对是普通餐厅 Menu 上所没有的创意菜，非常好吃

！推荐一道油封鸭腿配现烤苹果比萨：Flat Quack——方糖女生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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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cking Horse River Chalets。非常棒的小木屋，两层 LOFT 结构，可住 6 人。周围非常安静，价格

也公道，但开车距离比较远。可以在官网预定。 

 

 
 

（四） 冰原大道 

如果想要在落基山拍到各种野生动物，一定要驾车穿越连接班夫国家公园和贾斯博国家公园的冰

原大道。这条公路因为沿途风光绮丽，让人惊喜连连，被评为整个加拿大最美丽的公路。特别整

条公路没有设计与山区的隔离带，动物得以随意走到路面，经常遇到“熊堵车”、“鹿堵车”、“羊堵

车”的场景。驾车在路上，看到有其他车辆成群停在路边，那么一定是附近有野生动物，大家都停

车下来拍照。在这条道路上开车速度不能太快，应提防随时出现的野生动物。 

 

方糖女生在冰原大道开了一个来回，在路边共遇到 5 头熊、7 只盘羊、4 只白尾鹿、3 只白山羊、

3 头骡鹿、1 头麋鹿。你一定也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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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落基山地区最主要的两条公路就是 1 号公路和 93 号公路（冰原大道），路上对所有的景点都有详

细标识，建议将精力充沛、眼神犀利的同行者安排入座副驾驶，驾驶座与副驾驶分工协作：副驾

驶需要帮忙看路牌和寻找路边的拍照点、野生动物。1 号公路和冰原大道上所有值得一拍的地方

都很细心地设计有停车拍照点；道路基本没有大型分叉和路口，驾驶难度不高，对自己有信心的

驾车者不必花钱租导航，由副驾驶手持地图册就可以玩遍落基山地区啦。当然，前期的路线功课

也要做足哦！ 

 

（五） 哥伦比亚大冰原 

哥伦比亚大冰原（Columbia Icefield）面积达到了 325 平方公里，最厚的地方超过了巴黎埃菲尔铁

塔的高度，是北半球北极以外最大的冰原。沿着冰原大道从班夫往贾斯博开，就会经过这里。抵

达哥伦比亚大冰原的标志，就是看到阿萨巴斯卡冰河（Athabasca）的牌子，当然，明晃晃的大雪

山也随即横亘在眼前了——这里只是巨大的哥伦比亚大冰原的一个末端。 

 

抵达以后大家会看到三条路，可能看起来比较混乱，但其中只有两条路自驾车可以选择，另外一

条上山土路是去往雪地车的大巴路线。两条路线中，一条是直接通向阿萨巴斯卡冰河面前停车场

的路，在这里停车以后可以步行到冰河面前，但绝对禁止踏上冰河（因为看似平静的冰河其实极

度危险）；走这条路可以看到冰河从 1992 年以来的消融距离，感叹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给大

自然带来了多少影响。另一条路是通向绿色屋顶的游客中心停车场的，在游客中心可以购买哥伦

比亚大冰原的冰原车车票（50 加币一位），还可以购买空中悬崖玻璃步行道（Sky Walk）的门票

，更可以参加由专业导游引导的踏上冰原之旅（需向服务台资讯不同路线的价格）。 

 
【冰原车】 

冰原车的车轮比人高，配备梅赛德斯奔驰特制发动机，每台造价超过 140 万加币（合 840 万人民

币），可以自由上下 80 度的斜坡。在边唱边讲的驾驶员带领下，全车人将经过长满 300-800 年针

叶林的土坡，以最快的速度上到哥伦比亚大冰原，一睹蓝色冰原奇观。 

 

抵达以后会有半小时的拍照时间，还可以带上一只瓶子，品尝冰川融水，据说延年益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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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哥伦比亚大冰原的大部分参观项目都可以在绿色屋顶的游客中心购买当日票，但徒步踏上冰原之

旅需要提前预定席位。到该地区游玩一定要带好墨镜、帽子、厚外套，特别是想参加徒步冰原之

旅的游客，需要专业冰上登山设备（但游客中心也可以出租和购买）。 

 

【餐厅推荐】 

绿色屋顶的游客中心二楼食堂是由台湾人承包的，供应中国快餐，价格公道，可以在这里解决午

餐。此景点无需住宿。 

 

（六） 贾斯博国家公园 

贾斯博国家公园是加拿大落基山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公园里野生动物繁多，导致贾斯博小

镇街心公园里的树也要用铁丝网围好，防止野鹿吃掉树叶。如果在班夫没有看到野生动物，那么

到贾斯博吧，一定会梦想成真！贾斯博小镇最突出的文化背景就是铁路文化了。在镇口就能看到

两个巨大的火车头迎接着四方游客。镇子不大，30 分钟就可以逛完，但想租船、漂流、租自行车

、钓鱼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找到需要的设备，同时，也可以报短期团队，去玛琳湖（Maligne Lake）

或者天使冰川（Angel Glacier）。 

 

 
 

（七）方糖女生的落基山之旅行程天数总结 

 

班夫国家公园 3 天 

幽鹤国家公园 2 天 

冰原大道+贾斯博国家公园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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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留学生能享加拿大留学生能享加拿大留学生能享加拿大留学生能享的退税福利的退税福利的退税福利的退税福利 (人在温哥华网人在温哥华网人在温哥华网人在温哥华网) 

 

留学只有一个字，贵！但是可能很多学生还不知道，留学加拿大还是有一些福利政策的，下面我

们就来看一下留学加拿大留学生能享受哪些福利。 

1.  每个低收入的加拿大税务居民可以享受到的 GST/HST 退税 

这个退税满足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必须生活的重心必须在加拿大和年满 19 岁。因为大部分的留学

生在加拿大生活学习，所以满足税务居民的条件。同时年满 19 岁的留学生，每个季度可以得到

62 刀的最高退税。 

2. 消费税退还（Basic Sales Tax credit） 

这个退税，留学生基本都能拿到。一共$100。 

3. 房屋税退还（Property Tax credit） 

这个退税与收入的高低联系很紧密。收入越高，拿到房屋退税的可能性越低。留学生一般没有收

入或则收入很低，所以按房租的高低一般都能拿到 200-400 的退税。 

4.  积累 RRSP 额度 

学生还没有工作，无法马上利用 RRSP 帐户进行延税和合法避税投资。但是，只要开始申报纳税

，那么，他/她在求学期间所积累下的 RRSP 投资额度，可以在将来工作，并且具备了投资条件之

后，再加以利用。所以尽早报税可以累计 RRSP 的额度，等待以后工作了合理的延税，从来减低

当年的所得税。 

5.  教育退税 

全日制学生可以获得每月最高 400 多刀，一年 5,000 刀的教育退税额度，半日制学生可以获得每

月 120 刀的教育退税额度 

6.  书本退税 

全日制学生每月可以获得 65 刀的书本退税额度，半日制学生也能获得 20 刀的退税额度。 

7.  可以按每年向所属大专院校缴付的学费来申报免税额。 

8.  报税的当年使用过的月票，可以申报月票开支。 

以上所说的学费，教育，书本退税，对于没有收入的留学生而言，虽然不能直接使用，但是，这

些退税额度可以累计起来用于将来抵扣所得税。 

下面让我们看 2 个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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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A 同学每月交房租 400 元，年满 19 岁，主要在加国读高中，没有收入，他可以拿到多少

退税? 

房屋税退还： $346 

消费税退还： $100 

总计： $446 

A 同学可从税局拿到$446 的退税。每个季度拿到 GST 退税，最高 62 加币。一年近 700 的退税。 

案例 2.  B 同学每月交房租 600 元，年满 19 岁，主要在加国读专上学院（college or University）, 

交了学费 17214. 45 加币，full time 读书 12 个月。他的退税会是什么情况? 

房屋税退还：$394 

消费税退还：$100 

总计： $494 

B 同学可以从税局拿到 494 的退税。每个季度拿到 GST 退税，最高 62 加币。一年 700 多的退税。

由于 B 同学读专上学院，累计学费，教育，书本退税$22794.45。由于没有收入，暂时不能使用，

等将来有收入了，可以用来抵扣所得税。如果预扣税交多了，可以从税局拿到退税。留学生由于

没有收入，所以很少欠税局的税。因此可以随时补报往年没有申报的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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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卡尔加里浪漫的地方浪漫的地方浪漫的地方浪漫的地方 (华园网华园网华园网华园网) 

 

在卡尔加里生活，怎能不知道卡尔加里浪漫的地方有哪些呢？下面为大家总结出了适合约会的地

方，女神、男神都用得着哦！ 

1、Calgary Tower—空中旋转餐厅 

地址：101 9 Ave SW.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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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卡尔加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塔顶的旋转餐厅绝对是约会圣地。在餐厅里面不仅能将卡尔

加里的全景尽收眼底，当夜幕降临之后，卡尔加里的夜景也一定会给你们惊喜。 

建议：1、最好晚上 7 点半左右前往，不仅可以欣赏傍晚的夕阳还能看到夜景。2、慎用！如果不

是你的 Mr Right，最好不要轻易赴约。因为在那种环境氛围下，你很难不动情！ 

2.Uptown—17 Ave（卡尔加里酒吧一条街） 

地址：17 Ave 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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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最热闹的卡尔加里街道。周末晚上，许多当地白人会在街道两边的酒吧把酒言欢。小编曾

与女友去过几次，氛围相当好，非常适合小情侣前往小酌两杯。街边的豪车、超跑也是额外福利

哦！ 

建议：不要单独前往，除非你是想有艳遇哦！最好 8 点以后再去，氛围要好很多。 

3、Sunnyside Bank Park—最佳俯瞰卡尔加里夜景的地方 

地址：Sunnyside Bank Park NW.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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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能够完整的俯瞰整个卡尔加里市中心，尤其晚上特别美。情侣约会必去之地！ 

建议：最好开车前往，公共交通不是特别方便。记得多带件厚的衣服，公园小山上气温相对较低

，而且风比较大。 

4、Glenmore Park—小清新情侣的最爱 

地址：7305 Crowchild Tr. S.W 

 

简介：你还觉得约会去公园太土，你就 Out 了！ Glenmore Park 会带给你非一般的体验。以下画

面你可以自行脑补：阳光明媚的清晨，你和你的男\女朋友可以结伴走在小湖边。走累了你便从车

里拿出准备好的食物，找一个公园的烤架，秀一把你牛逼的厨艺。太阳下山之后，你还能与伴侣

牵着手找一块近河的草地，席地而坐，一边说情话，一边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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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小湖上定期会举办划船的比赛，有儿童娱乐设施，也适合全家人一起来。有为数不少的烧

烤架，你只需要自备柴火。 

建议：周末最好提前预订烧烤地，最好选择靠近湖边可以欣赏美景的好位置。 

5、Downtown 步行街—号称最美的卡尔加里街道 

地址：Stephen Ave   

简介：这条街上有卡尔加里有名的餐厅、咖啡馆和酒吧。带着你的妹子\汉子，在这里呆一天也不

会觉得无聊。你们可以在这里体会到这个城市特有的热闹气质。逛上一天的街，最后在充满艺术

氛围的酒吧里面，与伴侣晕上一杯小酒，再看看入夜的卡尔加里，好不浪漫。 

 

特点：购物，用餐，小酌，压马路，面面俱到。你不用手忙脚乱地规划你约会的下一步，这条街

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建议: 好吃好玩好喝的酒吧推荐：James Joyce Irish Pub 、Bear & Kilt Freehouse 和 The Unicorn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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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说小说小说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红唇红唇红唇红唇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我生下来的时候，护士说，带把的！ 我妈听了嚎啕大哭，我爸在产房外乐得哈哈的，然后兴致勃

勃地去抓坏蛋了。我爸是个警察，是个爱喝酒骂人，爱抡皮带抽人，爱穿大头鞋踹人的警察。大

人小孩都怕他，男人女人都怕他，好人坏人都怕他。我排行第八，姓牛，叫牛八。 

 生完我后，一向胆小如鼠的我妈变得格外坚强起来，她紧紧搂住我，冲我爸说，老牛头！你给我

听好了！你就是再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再给你生了，头七个孩子归你管，牛八归我管。老天爷

不赏姑娘给我，我偏偏把牛八当丫头养！ 我爸翻翻眼睛，没吭声。 

 直到上小学，我一直留辫子，穿裙子，戴发卡，蹲着尿尿。 我一直认为我是个女孩儿，虽然上学

后怕人笑话改回了男孩儿的模样，但我就是一个女孩儿。我长相清秀，说话细声细气，爱脸红，

学习成绩特别好，听老师听家长的话。星期天我哪儿也不去，做完家庭作业就帮妈妈干家务活儿

。我会织毛衣，我爱看《红楼梦》，黛玉葬花的时候，我哭晕了过去。 

我那七个哥哥在我爸“嗖嗖”的皮带声中和“吭吭”的大头鞋踹肚子声中茁壮成长。成人后，三

个当了警察，天天到局子里上班，四个干了黑社会，隔三差五也进局子转悠一圈。我是我们家唯

一上大学的人，后来又折腾出国，是我们牛家光荣和梦想的象征。 

 我爸病重那年，我带着我的洋老婆和一群混血儿女回国探亲。我的三个警察哥哥和四个黑社会哥

哥都开了车到机场接我，一溜子排开。 警察哥哥们和黑社会哥哥们互相冷着脸不理睬，但都热情

洋溢地瞪大了眼珠子看着我。我瞧着那三辆带着警灯的国产金杯和那四辆德国黑色奔驰，犹豫了

半天。这是我出国十几年后第一次回来，黑道白道，哪个哥哥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跟哥哥们商量说，要不，我们一家人分开，一人一辆？ 於是，三辆警车在前，四辆奔驰在后，

浩浩荡荡从机场直奔医院了。四个黑社会哥哥把我爸弄进了全市最好医院里的星级病房，门口站

着两个凶恶的保安，腰里别着黑黝黝的警棍。我瞟他们一眼，怀疑我爸的病没准就是让他们给吓

严重的。 

病房里漂亮护士多得像开 PARTY，个个喜气洋洋，充满青春活力。房间到处盛开鲜花，镶在墙壁

上的巨大鱼缸里，五彩缤纷的大头鱼悠闲地游来游去。我的孩子们惊讶而兴奋地发现厕所里的抽

水马桶是镀金的，冲马桶的水是粉红色的，带着浓浓的香气。我的小女儿要求她妈妈下次来的时

候带些瓶子来，她说要装回去当香水送给她的朋友们。我小儿子则掏出一把小刀试图割金子。我

有些后悔平日里对这小子“男人就要赚大钱发大财”的理念给灌输得猛了点儿。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耕者耕者耕者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曾在加拿大出版曾在加拿大出版曾在加拿大出版曾在加拿大出版

《《《《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一书一书一书一书，，，，被卡尔加理图书馆和加拿大国被卡尔加理图书馆和加拿大国被卡尔加理图书馆和加拿大国被卡尔加理图书馆和加拿大国

家图书馆收藏家图书馆收藏家图书馆收藏家图书馆收藏。。。。人生的目标是做个三流的职业工程师人生的目标是做个三流的职业工程师人生的目标是做个三流的职业工程师人生的目标是做个三流的职业工程师

，，，，二流二流二流二流的业余作家和一流的我自己的业余作家和一流的我自己的业余作家和一流的我自己的业余作家和一流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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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里我老婆拒绝和我做爱，她说我是一个说谎的混蛋。你说你爸爸是个警察，显然他不是！

他至少是个副总统！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我老婆很伤心，她竟然跟一个说谎的混蛋结了婚并生了

一堆孩子！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但我希望我丈夫是个诚实的男人，她说。 

 我的 ”性” 致勃勃被老婆破坏了,有些恼怒, 提上裤衩，压着火气跟她解释，中国是社会主义，不设

总统，当然也就没有副总统, 所以我爸不是副总统。那他是干什么的？我老婆倔头倔脑地问。 

 是啊，白天让我这几个哥哥这么一折腾，这架势，这排场，再跟她说我爸是个警察，显然有撒谎

的嫌疑，说警察局长吧，也不妥，国外的警察局长和一般警察差别好像也没这么大。我想了半天

，郑重地说，我爸是黑社会的教父。 

 我爸死的那天，我的内心充满柔情，充满感激和悲哀。我跪在床前，吻他白发苍苍的额头，我泪

流满面。 我说，爸，小时候每次看您揍我哥他们，您下手那狠劲儿，象国民党特务虐待共产党员

，就差灌辣椒水和上老虎凳了。可您，从来没戳过我一手指头！我爸笑了。他说，你妈把你从小

弄得象个丫头，我没法揍你啊！等长大了吧，你又女里女气的，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削你，打闺女

，那多没劲！多没意思！你上大学的时候，倒是突然变回来了，像个爷们了，可我也老了，打不

动你了。我就纳闷，你怎么一下子就变了个人呢？我一直以为你这辈子算是完了。你说我老牛头

七条儿子，好赖先不说，站起来起码都是条汉子，咋就养了你这么个不男不女的窝囊废呢。 

 我爸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一个女人，红唇。高中毕业那一年，一个夜晚，红唇把我从一个女人变

回了男人。 

 我再一次从心底对我老婆萌生深深的歉意，我第一次跟她做爱时，笨手笨脚，她他娘的倒像个熟

练工，还不停地嘲笑我。我当时跟她说，你别笑，这是我第一次。实际上我不是。我老婆说得没

错，我还真是一个说谎的混蛋！ 

 我擦擦眼泪，站起身，问我的哥哥们，那个叫周兰燕的女的，你们还记得她么？她现在在哪里？

你们谁知道？ 哥哥们互相看了看，没有回答我。 

 时光倒流回去三十多年前。 

 这里，我将花些笔墨描写一个叫周兰燕的女人了。当年，这个女人洗净了她的红唇，用她的完美

拿走了我的童贞，让我彻底告别过去，翻开人生全新的一页。她让我意识到，当一个男人，远远

比当一个女人更有意思。 

我当时上小学。 周兰燕家住三楼，我家住一楼，我们做邻居多年。周兰燕高中毕业招不上工，整

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好像总有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找她。 

  一个炎热夏天的晚上，我汗流浃背地坐在小板凳上，在阴暗的走廊过道里写作业。忽然一个赤膊

的小流氓来到我跟前，对我龇牙咧嘴地笑，手里晃荡着一块钱，说，小朋友，帮我叫一下三楼的

周兰燕，这一块钱就是你的。我立即吓得嘤嘤哭起来。我二哥兔子一样从屋里蹿出来，一抬脚就

把那个极其丑陋的家伙给踹倒了，小流氓飞快爬起来，转眼不见了踪影。我一溜烟小跑上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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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掉在地上的一块钱纸币紧紧攥在手中。我二哥横我一眼，说，拿来！ 我说，不！二哥於是又一

次抬起了他凶猛的脚，我也就又一次嘤嘤哭起来，抽抽搭搭把那一块钱放到二哥平摊的手掌上。 

 我二哥长大后干了黑社会。如果当时蹿出来的是我大哥而不是我二哥，他当然也会一脚就把那个

小流氓踹翻在地。可接下情节来肯定就不同，我大哥走上前去，弯腰把那一块钱拣起来，吹吹上

面的土，然后放到我手里，温和地让我去买糖块吃。我大哥后来当上了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我

特别理解人们尊重警察而痛恨黑社会，就像我尊重我大哥而痛恨我二哥。 

 星期天赶大集，周兰燕总是叫上我跟她一块儿去逛集市，每次她都会花上一毛钱，给我买八粒羊

屎蛋蛋一样的硬糖块儿。我妈不喜欢我跟周兰燕呆在一起，暗地里叫我离她远点儿，我妈说周兰

燕是破鞋，是妖精。 我虽然年龄小，却也晓得破鞋是什么意思。那个年代生活极其乏味枯燥，茶

余饭后的闲谈中，谈到破鞋们，人们脸上带着鄙夷。但说起来破鞋们的具体故事就神采飞扬，乐

不可支。破鞋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可就是苦了破鞋们自己，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成年后

我对此耿耿于怀，你说现在台上台下荤的素的能给人带来欢笑的演员们都发了财，为什么当年那

些让人们津津乐道的破鞋们却要遭受那么多歧视？前两天看报纸说二战的慰安妇正在状告日本政

府，希望讨些钱补偿当年所受的苦难。我认为，我童年时那些被定义为破鞋的女人们，也应该状

告中国政府，讨些钱回来弥补她们所遭受的歧视。 

 虽然我那时候知道破鞋跟鞋没关系，可我每次跟周兰燕在一起，我都特别注意她穿的鞋，我能想

象得出她有一双小巧的脚。她喜欢穿鲜红颜色的鞋，那鞋可一点儿都不破，从来都保持得干干净

净。 她的红鞋让我十分着迷，让我浮想联翩。 

 我於是很反感我妈管周兰燕叫破鞋。可我不敢说出来。不过，我从此开始注意我自己的鞋，只要

破一点儿，我就坚决不穿了，补好了也不穿。我妈说我是败家子。败就败吧，我心说。但我完全

同意我妈说周兰燕是妖精。 

 我那个时候没见过什么漂亮女人，我认为周兰燕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漂亮女人和妖精总是

有某种联系的。可这并不是我同意我妈说周兰燕是妖精的原因。我认为周兰燕是妖精，是因为，

我特别痛恨，她总把嘴唇涂得猩红无比，像吃了死孩子一样！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周兰燕跑来找我，央求我帮她个忙，她说她喜欢上一个人，但那人农村老家

有老婆，她只能偷偷摸摸跟他好，每次她在山坡上约会时，请我在山坡下给她望着点风，要是看

见有人过来就发个信号，比如咳嗽一声或开始唱歌什么的。 我一激动，毫不犹豫答应下来。周兰

燕俯下身来，想亲亲我的额头表示感谢，我飞快躲开了，我讨厌她那抹得通红的嘴唇，让我感到

恶心！ 

 在我的掩护下，周兰燕和那个男人每个周末都约会。我看得出来，周兰燕很喜欢这个男人，当然

，这个男人也喜欢周兰燕，他们每次一见面，都迫不及待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啃得热火朝天，像

是多少年没吃过肉似的。每次我都偷偷地看得眼热心跳，好几次有人过来，差点儿忘了发出预警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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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我开始恨这个男人，他越来越放肆！比如，一开始他只摸周兰燕的脸，后来开始摸她的

脖子，再后来就发展到摸胸了！我当时心里想，我要是那男的，我绝不那么流氓！我最多只摸摸

周兰燕那双常常穿着红鞋的小巧玲珑的脚丫。  

最后，这个坏蛋让我忍无可忍，他不是老老实实地摸周兰燕的胸，而是非常粗鲁地揉！我站起来

，愤怒地大声唱歌，就像走上刑场的革命烈士高唱《国际歌》。这对野鸳鸯立刻被惊散了。 

 当天晚上做梦，我二哥要剁这个坏蛋的手，二哥大声问，哪只？他用哪只手揉的？我说，右边那

只！二哥手起刀落，“喀嚓”把男人的手给剁了！这个梦我后来反复做，男人的手至少被剁掉了

十几回。 

 一天，男人照例揉搓周兰燕的胸时，我目瞪口呆地注意到，表情痛苦的周兰燕，抓住了这个男人

的手，呻吟着往她的两腿之间摸去，我顿时很郁闷。 

 夜里做梦，二哥操刀大声喝问，哪只？我赶紧说，别剁了，要剁就剁周兰燕吧。可二哥手起刀落

，还是把那男的手给“喀嚓”了。我觉得这次有点儿对不住这个男人，於是哭了起来。 

 这以后，不管周兰燕和男人再干什么，我都坦然，我只管一心一意地替他们站好一班岗，放好一

班哨，让他们全心全意在草地上快活。他们飘飘欲仙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快乐的。 

 可是，事情就起了变化。 一天周兰燕和男人发生激烈争吵，他们愤愤离去。此后一连几个星期，

他们不再出现在约会的地方。我每个周末都怀着某种希冀过去看看，几周过去了，一切如旧。我

的心情开始惆怅，继而失望，最后焦躁起来。梦里，二哥依然操刀大声喝问，哪只？我冲上去，

夺过刀，“喀嚓”把我二哥的手给剁了！ 

 一个周末，我惊讶地发现那个男人独自一人在小树林里抽烟，徘徊。第二个周末，我又惊喜地发

现周兰燕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呆。 第三个周末，我晚饭都没有吃，一下课就急急慌慌赶过去，当

我跑到那个地方，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周兰燕和那个男人，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静静地相互

搂着，像两个雕塑，夕阳的余辉笼罩他们。 

 刹那间我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发自我内心的情感涌动！当我觉得这样静寂的泪流满面仍然不足

以表达我对周兰燕和男人重归于好给我带来的安慰和喜悦时，我索性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那对

恋人，我看得出来这哭声让他们迷茫。如果我大声咳嗽或者唱歌，他们理解那是有人来了赶紧逃

，可这哭声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他们紧张地向四周看，没有发现任何人，於是手牵手走过

来，想知道我是不是在练习一种新的报警系统。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没法回答他们的任何提问

，男人就有些不耐烦，拉拉周兰燕说我们走吧，这家伙看上去怎么有些不对劲儿呢，女里女气的

，他没病吧？ 

 周兰燕走上前来，想抱我一下，我知道她试图安慰我，我当然也渴望她的怀抱，我发誓我绝不会

去揉她那高耸的胸，但我的确很想把我的脸埋进她深深的乳沟。於是我抬起了婆娑泪眼，充满渴

望地看着她慢慢走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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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不幸看见了她猩红的嘴唇！ 那猩红的嘴唇像肉山一样朝我压来，我立刻几乎窒息然后想

呕吐，我心中顿时填满了悲哀和沮丧，我像猫一样跳起来跑开，然而我的胸口堵得非常厉害，我

停下来，转过身，冲着周兰燕气急败坏地说，你下次能不能把你的嘴唇洗干净再靠近我！ 

高中毕业那一年，我考上了我们县城的师范学院，这对於我们牛家以及所有的邻居们都是一件惊

天动地的大事。我们这个社区出地痞，出流氓，出阿飞，出破鞋，出黑社会，出小偷，出警察，

出矿工，但没出过大学生。 

人们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涌向我家表示祝贺，祝贺的台词惊人的一致，你们老牛家祖上坟头冒青烟

了呀！我爸象毛主席接见非洲贫穷阶级兄弟一样不停地和人握手。我不得不承认他那个时候看上

去很有风度，他也的确是这一片儿级别最高的人。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我羞涩地站在一边，

头昏脑胀地忙着让座递烟倒茶。周兰燕也来了，她悄悄对我说，你晚上到我家来，周姐有礼物送

给你。我妈说她刚离完第二次婚。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 我敲开周兰燕家的门，她热情地把我让进去，这是我第一次来她自己的家，

屋子很小，很干净，很温馨。她说，你等一会儿，转身进了里间，我听见里面传来撩水擦洗的声

音。是的，稍后周兰燕穿了一件雪白的睡衣出来，她的脚上是一双鲜红颜色的拖鞋。她说，你看

，姐今天特意为你洗去了红唇。我抬头一看，她的嘴唇多么圆润饱满鲜活，那是生命的原色！她

解开了睡衣，她说来吧！ 

我凶猛地把她扑倒了。 我知道从那一刻，我变回了一个男人，因为从此以后，我开始不停地追逐

各种各样的女孩子以显示我的雄性和阳刚，可惜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成功

地把她们弄上床过，直到后来我遇见我现在的倔洋老婆，我成功地把她弄上了床。当然，你也可

以说她成功地把我弄上了床，总而言之，我们俩还成功地在床上制造了一堆孩子每天吵吵嚷嚷地

围在我身边让我心花怒放。 

 我擦擦眼泪，从爸爸的病床旁站起身，问我的哥哥们，那个叫周兰燕的女的，你们还记得她么，

她现在在哪里？你们谁知道？哥哥们互相看了看，没有回答我。我焦躁起来，提高了声音，你们

谁知道？哥哥们有些惊慌。 大哥犹豫了片刻，咳嗽了两声，准备讲话。我已经知道他在派出所里

是个小领导兼什么书记。其实我们不应该那样对待她的，大哥说。二哥无精打采地接了一句，其

实我们不应该那样看她的。 我睥了他一眼，我这个性情凶狠的二哥，据他自己说在他们那个王国

里，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 

我大声说，什么其实不其实的，快说，她怎么了？周兰燕已经死了，大哥二哥同时说。 这时候我

们听见我爸“嘿嘿”笑了，我们惊讶地围上去，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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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杂文杂文杂文系列系列系列系列：：：：杨玉杨玉杨玉杨玉环环环环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杨玉环（公元 719 年－公元 756 年，37 岁），四川人，10 岁丧父改由叔叔抚养，16 岁嫁唐玄宗

兒子壽王李瑁为妻，20 岁被其公公唐玄宗（史称唐明皇）召入后宫给幸了，两人自此开始了长达

十七年的恩爱，这段恋情最后以玉环被绞死、玄宗肝肠寸断落下帷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说皇帝有权杀任何男人，也有权幸任何女人，但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处处讲伦理道德的社会，公公扒灰儿媳妇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圣明皇帝干下的

，怕是也无法再称誉是光彩之举。然而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模式又是很有特殊性的，违伦背理之事

不是不可以做，关键是怎么做。 

 

玉环和玄宗的乱伦招致舆论，于是玉环奉命进观修行，道号“太真”。皇帝匆匆于后宫和道观之间

。道观沾了皇气，升级变成寝宫，唐玄宗从此养性修身，合二为一。道家对此有句术语，叫“双修

”。如果皇帝有一天高兴了，下旨把妓院变成后宫，也不是不可能，那样的话，就叫“大修”好了。 

 

八年过去，郁郁寡欢的壽王终于再次娶亲，于是“太真”修行圆满，迅速离开道观，正式进入皇宫

，册封“贵妃”。这一年唐玄宗 61 岁，但玉环称他“三郎”，听上去顿时年轻许多，老皇帝很开心，

“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在一身”。“三郎”这个称呼有一种非常亲昵的感觉，当今阔男们包养

的女人被称为“小三”，听起来也热呼呼的，然而“阿三”就比较讨厌了。 

 

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话用在玉环身上再也贴切不过，其家族很快兴旺起来。玉环

的三个姐姐被封为“夫人”，堂兄杨国忠更登堂入室，官至宰相兼文部尚書，最猛时曾身兼四十餘

職，这个纪录据说到今天都没有人打破。我们国家除了人口世界第一外，好像也拿不出太多的第

一，而我们偏偏又是个对第一特别着迷的民族，这个杨国忠任官职之多，绝对算得上世界第一，

建议中国政府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 

 

玉环貌美，众所周知，美到何种程度？唐朝三大著名男性诗人为之挥毫泼墨。风流倜傥的李白是

调情高手，“一枝红艳露凝香”；忧国忧民的杜甫面对美人依然忧心忡忡，“明眸皓齿今何在”； 平

民诗人白居易则直接表述其艳慕之意，“回眸一笑百媚生”。这样美艳的女人，别说扒灰，就是趴

墙，爬地，只要不是肝脑涂地，都会有大量男人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 

 

玉环如此美丽，她的姐姐们相貌上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于是在妹妹的引导下，个个钓得金龟婿

，嫁了有钱有势的男人，从此享受荣华富贵。人性如此， 对女人来说这本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

的事。至于杨国忠，膀着妹妹登堂入室，虽有“暴发户”的嫌疑，但此人可不是熊包脓蛋一个。他

奸狡、心歹、手辣、好斗、喜赌、善交，天生具备中国官场上角逐与攀爬的素质。客观地说，杨

国忠是块难得的官料。玄宗也不是个傻子，之所以重用杨国忠，主要用他来钳制当时人称口蜜腹

剑、权倾一时的宰相李林甫。而杨国忠果然不负圣望，利用玉环与皇室的关系，几经交手，最终

将李林甫扳倒，大权独揽，把持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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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中大抵有“仰权势，鄙贱民，仇新贵”的倾向。文人群体中这种心结尤其强烈。昔日街头

泼皮杨国忠飞黄腾达，遭人嫉妒和仇恨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文人笔下像小丑一样被奚落和嘲

弄。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唐玄宗慕名邀请文化名人李白进宫赋诗。歌舞表演、酒足饭饱之余

，李白提出让杨国忠给他磨墨摇扇他才肯写，皇帝当场下令杨国忠照办。杨乃一国宰相，相当于

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儿。李白戏弄权贵的勇气，先不

论真假，单单听上去就让人肝胆乱颤，有一种凉风“嗖”地从后颈划过的感觉。 

 

中国读书人千百年来被统治者们玩弄于掌股之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被贴来揭去，捂的盖的都是

些肌肤上腐烂红肿的部位。他们亢奋而怯懦，谄媚而屈辱，贪婪而拮据，时时愤懑不已。如今，

李白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皇帝请吃酒席、宰相伺候笔墨。可以想象何等扬眉吐气，淋漓痛快！ 

 

据说日人因身材矮短而自卑不已，民间喜好流传三寸丁打败巨人的故事，这种心态与我国文人相

似。然而不幸，日人后来果然打遍俄、美、英天下巨人，称霸一方，令亚洲诸国为之胆寒。不知

道今天的中国文人们，需要苦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国务院总理跑来伺候他们。 

 

初中时读《隋唐演义》，贵妃出浴，唐玄宗扪弄其乳，赞叹，“软温新剥鸡头肉”，一旁陪酒的安

禄山醉醺醺地接了一句，“滑腻初凝塞上酥”，对毕两人哈哈而笑。想想一个如此精致的女子，裸

了上身被两个粗野的男人逗弄，当时心里很替玉环难过，觉得普天下弱女子被有权有势的男人欺

负却不得不忍气吞声，着实可怜！于是长吁短叹一番。若干年后看《隋唐遗史》笔记， 里面讲到

玉环性淫荡喜调笑，与安禄山私通，在闺房中以胡人豪放的方式相互嬉戏取乐。“若非亲手抚摩过

，那识如酥滑腻来？” 也许，玉环的处境，并非我想像的那么悲苦。人与猫嬉戏，你可以怜悯地

说人在耍弄猫，你也可以很聪明地说猫在耍弄人，然而这又有什么重要呢？事实是，猫和人在相

互戏耍中都得到了满足和快乐。 

 

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是胡人，身体伟岸，彪悍凶猛，为人机智，曾在唐玄宗扫除奚族和契丹族对中

原的骚扰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皇帝盛赞其为“安边长城”。杨国忠与宰相李林甫权力角逐时，安

禄山站在李林甫一边。李林甫垮台，杨国忠自然不肯放过安禄山，称其有谋反之心。天寶十四載

（公元 755 年），安禄山果然就反了，范陽挥师起兵，麾下铁骑陷洛阳，攻长安，一路无人可挡

，史称“安史之亂”。唐玄宗帶著楊貴妃与楊國忠仓皇出逃蜀中。 

 

途經陕西省兴平县馬嵬驛时，饥饿劳累、惊恐怨恨的将士们发作了。“今天下崩離，萬乘震盪，豈

不為楊國忠割剝甿庶、朝野怨尤，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他们鼓噪

而起，乱刀齐下，把杨国忠及其妻儿剁成了肉酱！ 

 

杨国忠一家被怒火冲天的士兵们斩杀时，为求自保，唐玄宗是默许的。然而当他们杀红了眼进一

步要求处死杨玉环时，皇帝登时发作了，他大吼道，你们把朕也一起杀了吧！领队的陳玄禮將軍

率军士们齐齐伏在皇帝面前大哭，一面辩解自己对圣上的忠心，一面坚决要求杀掉玉环。此情此

景，不由得唐玄宗也簌簌泪下。一群老爷们儿哭来哭去，就这样哭掉了一个娘们儿的性命。 

 

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把吓得魂飞魄散的玉环像勒狗一样吊到了树上。一部香港的电视连续剧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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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时，大概导演是个惜香怜玉的男性，他没有表现玉环垂死挣扎的惨像，只给出了这样一

个画面：徐徐微风中，玉环的一双玉足在空中摇曳、抽搐… 

 

中国历史上多有美女，利用狐媚勾引皇帝，败坏朝纲，最终乱了国家，让人痛恨，特别是史学家

们，恨得最凶，恨得最气急败坏。玉环搞裙带关系引起国家动乱，史学界认定中国历史上最辉煌

的大唐帝国的衰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杨玉环这个女人开始的。更有传奇的，西周时，一

个叫褒姒的漂亮女人，烽火戏诸侯，社稷因她一笑而亡。女人祸国的，还可以列举很多，夏亡于

妹喜，商亡于妲己，吴亡于西施……40 多年前的中国好像也差点儿毁在一个叫江青的女人手里。

这些祸国殃民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老公都是些暴喝一声，天下顿时血流成河的狠人。 

 

得了江山，总是爷们儿的功劳，于是帝王将相，功垂青史；而丢了社稷，这罪恶就需娘们儿背了

去，千古骂名，遭人不齿。这显然不公平！于是一个女人发出抗议了。她是花蕊夫人，五代十国

时期后蜀皇帝孟昶的贵妃。孟昶在位，对她恩宠有加。赵匡胤灭了后蜀，花蕊夫人依然屹立不倒

，被宋太祖和其儿子双双宠幸。这不仅仅因为花蕊夫人貌美多姿，更由于其玲珑剔透的才智。她

下面这首诗，替天下姐妹一吐冤屈，读来十分解气。 

 

                                                                    君王城上树降旗， 

                                                                    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竟无一个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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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  印第安传说印第安传说印第安传说印第安传说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美洲印第安人和我们中国人同属蒙古利亚人种，使用相似的语言体系，都是单音节组字发音。我

们有相像的外表特征和相近的民族性格。历史上无论是客观的地理环境所限，还是主观上的民族

秉性，印第安民族与中华民族都不倾向、也不擅长与外族交往，我们身上都带有一种沉静和忧伤

的特质。 

喜马拉雅、唐古拉山、昆仑、天山以及横卧其中的高原、沙漠，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天

然屏障；万里长城则是我们自己垒起来的人为屏障。古希腊亚历山大的虎狼之师打到印度，将欧

洲文明传播到那里，然而他们无法翻越青藏高原进入战国时代的中国；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彪悍

的铁骑驰骋于欧亚大陆，但他们无法越过边塞长城。 

浩瀚无边的大海，则把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与外界完全隔离。1492 年地理大发现之前，没有人知

晓“新世界”的存在。没有人知道，除了黑、白、黄种人，地球上还生活着印第安人这样一群“红色

”人种。 

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崇尚谋略，讲究忍让，有耐性，属柔倔。强悍的外族入侵者虽

能不太困难地征服这个民族的肉体，却极难征服它的灵魂。中国人顺而不从，以柔显钢，认定最

终可以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把野蛮、落后的对手慢慢地吞噬掉。 

 印第安人崇拜大自然，崇拜先祖，崇拜神。他们没有深奥的处世哲学，性情刚烈、血性、粗犷，

是硬倔。白人到来后，无数次搏杀与战争，他们终于失去家园。至今仍守在那小小的政府划定的

保留区里，不肯与外界有太多往来。 

 谈起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历史，尤其近代史，自然离不开西方白人殖民扩张史。西方

人体格魁梧强壮、天性开放，他们渴求财富、积极进取、喜欢交流。为了交流，他们动用了坚船

利炮。于是，北美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沉寂，就在西方人隆隆的炮声中喧闹起来。糟朽

的大清帝国很快低下了愚蠢而骄傲的头颅，北美印地安人则流尽了他们武士的鲜血。三个民族在

近代就这样相遇了，地球两端独自生活了近万年的两个民族，中国人和印地安人，同时向西方现

代文明和军事科技术屈服。 

 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大师保罗有一幅举世闻名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这个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印第安人、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自己的远古传说和回答。这些传

说，相同，也不同，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视各个民族的天性。 

 三个民族的传说一致认为，世界之初，天地是黑暗的。 

印第安人的传说是这样的。整个世界只有水和黑暗，各个地方的黑暗程度不一样。这黑暗运动着

，聚拢在一起，分散开去，又聚集，又分散，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在一个最黑暗的地方，一

个神出现了。这个神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他存在的意义。当他思考的时候，他重叠双手放在胸前，

于是一支巨大的火把出现了，这只火把将他引出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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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火花”，这个精致的格言，在古老的印第安人创世纪传说中得到印证。 

接下来，印第安神用身体的一部分，创造了蚂蚁，他把蚂蚁和火把的油脂揉成了一个球。神站在

球上，用双脚滚动它，唱起了创世之歌，这只球随着歌声不停地旋转，膨胀…… 歌唱完了，地球

形成了。 

印第安人一开始就认为地球是圆的，而且是在旋转过程中形成的。这个问题西方人花了数千年才

认知，而中国人自古相信“天圆地方”之说。一向被人们视为落后民族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祖先对

地球的感知竟然如此准确，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中国人的创世纪传说，像做学问，也像做人，谨慎而辛苦，我们甚至考证出了具体的数字：三百

二十六万七千年前，整个世界是一个中间有核的黑暗浑圆体，经过一万八千年，这个核孕育了一

个生命，他是人类的祖先，名字叫盘古。当他有了知觉时，见周围一片黑暗，便拔下一颗牙齿变

成巨斧，奋力向周围劈去。 

球体破裂了，变成两部分，轻而清者，持续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者，不停下降，变成了地。

盘古脚踩大地，头顶蓝天，不断成长。于是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尺，又经过一万八千

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形成了。中国人凡事讲究刻苦精神：蚂蚁啃骨头，愚公移大

山。追根溯源，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设立了榜样。盘古创造这个世界多么不容易呵。 

西方人的创世纪，简单明了，却带有不可名状的威严和霸气。圣经上描述：大地混沌苍茫，深渊

的表面一片黑暗，上帝发出的动力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昼夜；上帝又说，

水要分开，天空形成于其中，于是天空形成。上帝接下来命令水聚在一起，形成海洋，露出大地

。世界乖乖地遵照上帝的命令形成了。 

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传说，认为神是在自然中孕育而成，他们都崇拜自然；西方人则认为他们的

上帝创造自然，创造一切，他们让一切崇拜上帝。西方人这种凌厉而自傲的天性，当他们与其他

民族打交道时，总是咄咄逼人，不断进取；而中华民族和印第安民族与他们相遇，总是退让，或

者被动地抵抗。 

天地形成之后……  

印第安的神取了身体的一部分变成岩石，把它弄碎向四周撤去，这些碎石变成了点点繁星和月亮

。神觉得在黑暗中看东西还是不太清楚，于是他制成了两只大碗，一只碗装满水，另一只碗盖在

上面。碗中的水变成了太阳。他用尽力气把太阳向东方扔去，太阳跳动了一下，开始在天空中移

动。从那时起，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跳起来，向西方移动。 

不可思议的事，在印第安人古老的传说中再一次出现。我们知道，直到现代，科学家们才验证太

阳是一个巨大的液态氢在燃烧。远古的印第安人如何就假想太阳是由液态的水变成的呢？由冰冷

的水到炽热发光的太阳，这不符合古人简单自然的想象和推理，两者外表上无任何可联想之处。

冥冥之中，我以为印第安人才是神的真正后裔，当人类走向毁灭之日，也许只有印第安人能躲过

这一劫，随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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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子孙无私给予的理念在我们的始祖盘古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健壮的盘古决定结束

自己的生命，奉献自己的身躯。他倒下去的刹那间，呼出的气息化作风云，喊出的声音变成雷电

，左眼飞上天空变成太阳，右眼飞上天空变成月亮，眼中的泪水撤向天空变成万点繁星，汗珠变

成湖泊，血液化作江河，毛发形成了广袤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是的，中国的父母甘愿榨干自己

身上的一切，无偿奉献给儿孙。 

中华民族与印第安民族的创世纪传说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神和大自然的亲近，大自然孕育了

我们的神，神又用身体发展了自然，这是一种相互的亲情，有一种温馨柔软的东西在里面。 

西方人创世纪的方式坚决、冰冷和生硬，带有无限的威严。 

上帝说：“地上要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植物，水里要涌现成群的活物，天上要有飞禽，地上要有走

兽。”于是，动物植物都出现了，事情就这样成了。简单，不容置疑！ 

天地形成，万物诞生，人类众生开始出现…… 

印第安的神，用木头创造了最初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结成了夫妻，这对夫妇便是如今印第安人的

祖先。中华民族，是由一位叫女娲的慈祥女神用黄泥捏出来的。这位中华之母替她的儿女们建立

了婚姻关系，男女互找配偶，生儿育女，一代代繁衍下去。西方人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

男人亚当，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他活了。上帝又取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她

叫夏娃。亚当和夏娃结成夫妻，在东方伊甸园里快乐地生活。 

三个民族的传说到这里，应该非常圆满了，然而不幸，灾难开始无可避免地降临。在他们的远古

神话传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描叙了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场巨大灾难。各民族对这场大灾难起因和

过程的描述，再一次鲜活地表现了三个民族的某些天性。 

印第安人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崇尚个人自立，他们的孩子很小就开始领教大自然铁一般的残酷

法则。灾难来临时，他们没有幻想神来救助他们。 

一天，洪水暴发，滔滔巨浪冲进了峡谷，淹没了丘陵，并向高山漫延，没有人能够阻挡。绝望的

人们挑选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把她放在独木舟上，带上毯子和水果，让她随洪水漂流而去。

后来，洪水慢慢退去，姑娘从独木舟上下来，发现这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太阳升起来，姑娘躺

在山顶上，阳光暖暖地照着她，这时，一滴水从岩缝中滴落在她腹部，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长大后，她把女儿又带到那个地方，这次，她的女儿怀了一个男孩儿。印第安人就这样又

重新繁衍起来。这个传说故事听起来颇有些凄凉，暗合了以后印第安人孤独、凄怆以及扭曲的命

运。 

在中华民族的传说中，慈母对儿女的呵护是没有止境的。 

当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时候，天柱糟朽，天将坍塌，地上到处燃起熊熊大火，各种野兽凶猛袭击

人类。女娲于是出现了，开始拯救她的孩子们。她烧炼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块来修

补天上的漏洞，她捉了一只大海龟，用它的四条腿替换了天柱。她勒令猛兽们回到丛林中去。女

娲的儿女们得救了。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长辈永远是儿女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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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劫难，让人不寒而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一场人为的大屠

杀。这屠杀的发起者是天父本人。 

愤怒之极的上帝开启了天河，暴雨自天而降，长达四十日四十夜，河水淹没了整个大地，惊慌失

措的人群拼命爬到山顶，绝望地乞求哭喊。天父不为所动，为了赶尽杀绝，他又让洪水淹没所有

高山长达一百五十天，地上所有活物，都气绝身亡。 

上帝为什么要暴怒？原因极其简单，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上帝创造出来的儿女， 竟然敢不听从天

父的话。亚当和夏娃先是偷吃了上帝不让吃的智慧果，学得聪明起来，天父便开始心存芥蒂。接

下来亚当夏娃的子孙又用他们父母偷来的聪明屡屡在世上作恶，最终惹得上帝大动肝火而痛下杀

手。当然，天父也没有愚蠢到愿意断子绝孙，老人家留下了听话的挪亚一家人的性命，让他们乘

方舟躲过此劫。西人的上帝绝不可以冒犯。否则必引灾祸，无论是谁！ 

 创世之初，三个民族对自然、对神灵、对人类、对亲情，以及对道德观的阐述，就存在了极大的

差异。这与生俱来的天性，引导着他们各自独立地向前发展，犹如三条平行线绵绵延伸。悠悠历

史长河中，这三个民族基本上没有接触，直到近代。 

西方人的文明和综合实力极大地发展，他们以入侵者的强悍身份，与中华民族和印第安民族进行

了暴力多于和平的交流。这交流完全改变了两个民族后来的发展方向。这改变也悲，也喜。         

今天，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西方人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关注和影响着世界每一

个角落。它骄傲地认为它拥有的价值观具有普世价值。 

中国人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非常乐观地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重拾历史的辉煌，担负起主导世

界的重任。于是，一个领导人和他的十几亿人民共同做着一个雄心勃勃的梦。 

在白人的世界里，印第安人依旧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与国家无关，与政治无关，更与雄心壮志

无关。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灵魂却在大自然里游荡。他们真实、简单、自然、沉默。他们或

许也渴望现代文明，但他们的泥土禀性，注定他们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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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译丛译丛译丛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山姆莫奇的火葬山姆莫奇的火葬山姆莫奇的火葬山姆莫奇的火葬 ( ROBERT SERVICE 翻译翻译翻译翻译: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The Cremation of Sam McGee  by ROBERT SERVICE (1874-1958), Canada 

 

 

There are strange things done in the midnight sun 

By the men who moil for gold; 

The Arctic trails have their secret tales 

That would make your blood run cold; 

The Northern Lights have seen queer sights, 

But the queerest they ever did see 

Was that night on the marge of Lake Lebarge 

I cremated Sam McGee. 

 

午夜阳光下，忙碌淘金人，多有怪异事 

北极小径上的神秘传说，让人毛骨悚然 

北极光见过太多稀奇古怪，然而最诡秘怪异的 

是那个夜晚，在拉巴奇湖畔， 我火葬了山姆莫奇 

 

Now Sam McGee was from Tennessee, where the cotton blooms and blows. 

Why he left his home in the South to roam 'round the Pole, God only knows. 

He was always cold, but the land of gold seemed to hold him like a spell; 

Though he'd often say in his homely way that "he'd sooner live in hell." 

 

山姆莫奇来自田纳西，美丽的田纳西哟，到处绽放棉桃花 

为什么他要离开南方温暖的家来到这冰天雪地的北极呐，天晓得 

 

Robert William Service (January 16, 1874 – September 11, 1958) 

was a British-Canadian poet and writer who has often been 

called "the Bard of the Yukon".[1][2]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poems "The Shooting of Dan McGrew" and "The Cremation of 

Sam McGee", from his first book, Songs of a Sourdough (1907; 

also published as The Spell of the Yukon and Other Verses). His 

vivid descriptions of the Yukon and its people made it seem that 

he was a veteran of the Klondike gold rush, instead of the late-

arriving bank clerk he actually was. "These humorous tales in 

verse were considered doggerel by the literary set, yet remain 

extremely popular to thi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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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冷得发抖，但地下的黄金，像魔咒一样把他萦绕 

他经常用家乡话说，“我很快就要去地狱喽” 

 

On a Christmas Day we were mushing our way over the Dawson trail. 

Talk of your cold! through the parka's fold it stabbed like a driven nail. 

If our eyes we'd close, then the lashes froze till sometimes we couldn't see; 

It wasn't much fun, but the only one to whimper was Sam McGee. 

 

圣诞节那一天，我和山姆踏上归乡之路的多森小径 

天气可真冷啊，似有无数钢针纷纷穿透我们的外套 

闭上眼睛，睫毛立刻就冻住啦，就什么都看不见啦 

这不好玩呢，山姆莫奇喃喃自语 

 

And that very night, as we lay packed tight in our robes beneath the snow, 

And the dogs were fed, and the stars o'erhead were dancing heel and toe, 

He turned to me, and "Cap," says he, "I'll cash in this trip, I guess; 

And if I do, I'm asking that you won't refuse my last request." 

 

夜晚，我俩紧紧挤在一起，身上落满厚厚的雪 

狗儿们已经喂过， 天空繁星点点，热闹非凡 

“兄弟，”他说，“我快撑不住了 

要是真的这样， 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你可千万别拒绝啊” 

 

Well, he seemed so low that I couldn't say no; then he says with a sort of moan: 

"It's the cursèd cold, and it's got right hold, till I'm chilled clean through to the bone. 

Yet 'tain't being dead — it's my awful dread of the icy grave that pains; 

So I want you to swear that, foul or fair, you'll cremate my last remains." 

 

他的声音如此低沉可怕，我无法说不 

他呻吟着说，“ 我冷，我太他妈的冷啦，冷到骨缝里去啦 

我快冻死啦，我真的很害怕啊， 那冰窟一样的坟墓，会冻得我很疼呵 

真的也好，假的也罢，你得向我起誓， 你一定要烧掉我的尸体” 

 

A pal's last need is a thing to heed, so I swore I would not fail; 

And we started on at the streak of dawn; but God! he looked ghastly pale. 

He crouched on the sleigh, and he raved all day of his home in Tennessee; 

And before nightfall a corpse was all that was left of Sam McGee. 

 

垂死之人的请求不能拒绝，我向他发誓我一定烧掉他的尸体 

黎明的曙光里我们又出发了，上帝哟，他的脸如死人般惨白 

他蜷缩在雪橇上，念叨他那田纳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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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留下一具僵尸，他是山姆莫奇 

 

There wasn't a breath in that land of death, and I hurried, horror-driven, 

With a corpse half hid that I couldn't get rid, because of a promise given; 

It was lashed to the sleigh, and it seemed to say: "You may tax your brawn and brains, 

But you promised true, and it's up to you, to cremate those last remains." 

 

这地充满死亡气息，巨大恐惧使我驾橇狂奔 

我不能抛弃这尸体，我发过誓的啊 

躺在飞奔的雪橇上，它仿佛说，我知道我已经变成你的累赘 

但你起过誓要烧掉我，你就自己瞧着办吧” 

 

Now a promise made is a debt unpaid, and the trail has its own stern code. 

In the days to come, though my lips were dumb, in my heart how I cursed that load. 

In the long, long night, by the lone firelight, while the huskies, round in a ring, 

Howled out their woes to the homeless snows — Oh God! how I loathed the thing. 

 

誓言变成了没有偿还的债，这冰天雪地的小路也有它自己严酷的法则 

一连数天，我默默无语，但在心里， 我狠狠诅咒这沉重的负荷 

漫漫长夜呵，篝火孤独，茫茫雪海哟，狗儿哀鸣 

上帝啊，我憎恨这一切 

 

And every day that quiet clay seemed to heavy and heavier grow; 

And on I went, though the dogs were spent and the grub was getting low; 

The trail was bad, and I felt half mad, but I swore I would not give in; 

And I'd often sing to the hateful thing, and it hearkened with a grin. 

 

每一天这尸体都在加重 

我设法控制狗儿们的喂饲， 粮食愈来愈少 

小路极其难走，我几近疯颠，但我誓言绝不妥协 

我对着尸体唱歌，他诡笑着倾听 

 

Till I came to the marge of Lake Lebarge, and a derelict there lay; 

It was jammed in the ice, but I saw in a trice it was called the "Alice May." 

And I looked at it, and I thought a bit, and I looked at my frozen chum; 

Then "Here," said I, with a sudden cry, "is my cre-ma-tor-eum." 

 

这一天，来到拉巴奇湖畔，我看见一艘废弃的蒸汽船 

她的名字叫“五月爱丽丝” 

我打量着，思量着，再瞧瞧我那冻得硬帮帮的夥伴 

“就这儿了，” 我突然嚎啕大哭， “是 - 我 - 火 - 葬 - 山 - 姆 - 之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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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lanks I tore from the cabin floor, and I lit the boiler fire; 

Some coal I found that was lying around, and I heaped the fuel higher; 

The flames just soared, and the furnace roared — such a blaze you seldom see; 

And I burrowed a hole in the glowing coal, and I stuffed in Sam McGee. 

 

我拆下一些舱板，点燃船上的锅炉，然后把煤加进去 

熊熊大火燃起来，劈叭作响，火苗乱窜 

这样的烈焰，真不多见啊 

我在炭火中扒开一个洞穴，把山姆塞进去 

 

Then I made a hike, for I didn't like to hear him sizzle so; 

And the heavens scowled, and the huskies howled, and the wind began to blow. 

It was icy cold, but the hot sweat rolled down my cheeks, and I don't know why; 

And the greasy smoke in an inky cloak went streaking down the sky. 

 

我立刻走开，我不想听见火舌吞噬尸体的“嘶嘶”声 

起风了，天空阴沉，狗儿悲鸣 

天气冷极了，但我汗流浃背 

墨蓝的穹窿下，油腻腻的黑烟爬出烟囱，曲曲弯弯升向天空 

 

I do not know how long in the snow I wrestled with grisly fear; 

But the stars came out and they danced about ere again I ventured near; 

I was sick with dread, but I bravely said: "I'll just take a peep inside. 

I guess he's cooked, and it's time I looked"; ... then the door I opened wide. 

 

我不知道在旷野的雪地里徘徊了多久，我内心恐惧纠织 

夜幕降临，群星闪现 

我勇敢地对自己说， “他已经焚化了，我该看看了，就瞄一眼 ...... ” 

我打开了锅炉的门 

 

And there sat Sam, looking cool and calm, in the heart of the furnace roar; 

And he wore a smile you could see a mile, and said: "Please close that door. 

It's fine in here, but I greatly fear, you'll let in the cold and storm — 

Since I left Plumtree, down in Tennessee, it'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warm." 

 

啊， 那儿， 山姆坐在火焰中央， 他平静祥和，面带灿灿微笑 

“请关上门好吗，这里暖和极了 

我真的很害怕你放冷空气进来 

自从离开田纳西杏树镇的家，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感觉温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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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trange things done in the midnight sun 

By the men who moil for gold; 

The Arctic trails have their secret tales 

That would make your blood run cold; 

The Northern Lights have seen queer sights, 

But the queerest they ever did see 

Was that night on the marge of Lake Lebarge 

I cremated Sam McGee. 

 

午夜阳光下，忙碌淘金人，多有怪异事 

北极小径上的神秘传说，让人毛骨悚然 

北极光见过太多希奇古怪，然而最诡秘怪异的 

是那个夜晚，在拉巴奇湖畔， 我火葬了山姆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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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油画油画油画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印第安酋长的忧郁和沧桑印第安酋长的忧郁和沧桑印第安酋长的忧郁和沧桑印第安酋长的忧郁和沧桑（（（（李玲李玲李玲李玲））））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玲李玲李玲李玲，，，，注册建注册建注册建注册建

筑筑筑筑师师师师，，，，自幼喜爱绘画自幼喜爱绘画自幼喜爱绘画自幼喜爱绘画，，，，但但但但

当年无缘于美术学院当年无缘于美术学院当年无缘于美术学院当年无缘于美术学院，，，，常常常常

引以为憾事引以为憾事引以为憾事引以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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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和人性的测试行为艺术和人性的测试行为艺术和人性的测试行为艺术和人性的测试（（（（李岩女李岩女李岩女李岩女）））） 

 

 

 

“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1974 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演的“节奏系列”终结作品

《节奏 0》。玛丽娜麻醉自己面向着观众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有七十二种道具（包括枪、子弹、

菜刀、鞭子等危险物品），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六个小时的创作过程中，观众有的用口红在她的脸上乱涂乱画，用剪刀剪碎她的衣服，在她身体

上作画，有的帮她冲洗，还有人划破了她的皮肤，直到有一个人用上了膛的手枪放入她的口中，

最终被他人阻止。 

 

在被人施暴的过程中，阿布拉莫维奇眼里已经开始有泪水，内心也开始充满恐惧，但是她始终没

有做出身体上的反应。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岩女李岩女李岩女李岩女，，，，教育专家教育专家教育专家教育专家，，，，浙浙浙浙

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浙浙浙浙

江传播学会副会长江传播学会副会长江传播学会副会长江传播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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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真的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情。”后来她在访谈中说道：“如果将全部决定权公

诸于众，那你就离死不远了。” 

 

该行为表演不仅考验了艺术家本身同时也考验了周围的观众的道德底线，所有人都施暴，几乎没

有人给予拥抱。试探越来越大胆直至置她于死地，都没有清醒过来自己的意识，这六个小时足以

看透人性与黑暗的暴力一面。施暴者都是在放逐中胆大起来的。人类的心是需要有缰绳栓住，否

则在毫无约束下的自由就是恶的开始。 

 

说实话，我了解到此次行为表演之后，心情极其复杂，远不是用震撼这个词就可以形容的。可以

说“人之初，性本恶。”这就是潜藏在人类并不太深处的丑恶的东西，如果有土壤就会快速滋生蔓

延。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不是毁在独裁者手里，就是毁在泛滥的民主手里。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附上玛丽娜的一句话：“欢乐并不能教会我们什麼， 然而痛楚，苦难和障

碍却能转化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 同时让我们认识到生活在当下时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