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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小说试验小说试验小说试验小说)  鱼变鱼变鱼变鱼变   by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我是一条鱼，正游在云贵高原上一条混浊奔

腾的江里。这条江的名字叫拖长江。 

 

 大牛，只要你在路上不出意外，比如别撞上

劫道的或劫色的，那么，沿这条江顺流而下，

你一定能到东海。你要是不信爷们的话，这

世界上，就没有人可以信了。老龟郑重地说。

我说我信，再过两天就是我妈到江边哭我的

日子，她哭完我就上路。 

 

 孤身在旅途，人也好，鱼也罢，都会感到孤

独。我自然不例外，但我有排遣的办法。赶

路的时候，我脑子里连续计算我游过的里数，

力争精确到小数点三位。老龟说到东海的距

离是十万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游了八百零

九点六二五里。我的脑子每天忙于计算里程，

太阳穴一挑一挑地疼，便无暇顾及孤独。其

实这些简单的数字累加运算对于人类来说根

本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条鱼，则要相当高

的智慧。当然，我不是一条普通的鱼。 

 

游累了，我停下来休息，开始想我过去的事

儿，从儿时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想起，一点一

滴地想，尽可能详细再详细，把事件发生的

时间、地点、人物、表情、起因、发展、持

续、高潮、低谷、结束等等，都力争回忆得

生动活泼。我就这样解决了漫长旅途上一个

最要命的问题，孤独。孤独有时候可以把一

个人， 或者，一条鱼，给弄得发疯。 

 

************************** 

 我这人很奇怪，一生下来就记事儿，确切说，

在我妈肚子里就开始记事。我在一个寒冷的

夜晚出生。 外面有”哗哗，哗哗，哗哗”的

水浪声，我感到我在一个光滑、柔软、湿润、

温暖的通道里，被一股力量往外牵引，缓缓

滑行，有点儿像玩滑梯。我预感可能要发生

什么，兴奋地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我喷出

了母亲的子宫。我从我妈的下体一跃而出，

大头冲下，跌进一个陌生而冰凉刺骨的水中

世界。 

 
 

一条大鱼游过来，与我轰然撞上，撞得我头

昏眼花。我恼怒起来，说妈个逼的你没长眼

啊！大鱼“嘿嘿”一笑，意味深长地瞥了我

一眼，转身游走了。我看见了大鱼看我时那

巫婆般一闪而过的悲凉眼神，不禁哆嗦了一

下。 

 

 小说写到这儿，我心里挺难过的，也很后悔。

那时候我刚来到人世，年龄小不懂事儿。我

当时要是对那条故意撞我的大鱼客气点，态

度好点儿，比如说声对不起，也许我的命运

不是现在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一

个人，而不是一条鱼。我长大，然后和一个

我爱的女孩结婚，我们在床上制造一大堆孩

子，快快乐乐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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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一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抓住， “呼”地拎

出了水面！这是我爸的手。我问，爸，我是

人是鱼？我爸的嘴唇被冻成了烤鱼片的颜色，

他暴躁地说，你给我闭嘴！再呆一会儿我们

都变成鱼。我就不明白了，明明他妈的躺在

家里的床上好好的，怎么一睁眼就掉进水里

了，还多了一个小崽子！他嘴里嘟嘟囔囔，

一只手紧紧把我抱在胸前，另一只手紧紧抓

住我妈的胳膊。他目光急切地搜寻哪个方向

是岸边。月光下，我妈的脸死人一样惨白，

她像天使那样微笑，慈祥地看着我，眼睛里

跳动喜悦的光芒，她说，孩子，你是我的儿

子啊，你当然是人。 

 

 那条撞我的大鱼在不远处的水面上跳起来卷

了一个浪花，扭头冲我喊，他们在骗你，你

是一条鱼！我忽然很愤怒，冲着鱼说你给我

闭嘴！ 

 

 这是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世界。寒风阵阵吹

来，像刀一样切割我光滑娇嫩的皮肤。我皱

皱眉头，开始很响亮地哭。黑夜中，我的哭

声在波浪拍击的水面上迅速滑行，滑出去很

远。那很远的地方，黑压压的人头此起彼浮，

他们跟我一样在哭。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夜，东北辽宁省抚顺市

苗圃农场，天降暴雨，山洪暴发，方圆百里

被淹，死人万余。我生下来，很多人死去。 

 

************************** 

 喂！喂！你游去哪儿啊？一个小水獭正在岸

边水草里嘻戏，看见我过来，“扑通”一声

跳进水里， 轻快地冲我游过来， 它伸开两爪

拦住我， 央求说， 我一个人玩儿真没意思，

你陪我玩吧，咱们搭个窝过家家好不好？ 

 

 我慈祥地看着这个小家伙。它也就五六岁的

样子，看上去很调皮。我童年的时候，也许

就是这个样子。我问，你爸爸妈妈呢？他们

为什么不陪你玩儿？ 

 

 他们出去工作了，得养家糊口啊，小家伙体

谅地说。 你一个人玩儿害怕不？我问。 

 

 有啥害怕的啊，今天早上一头小熊崽儿来河

边，把我叨在他嘴里，弄得我咯咯笑，哎！

可惜小黑熊最后把我吐出来回家了，我喊都

喊它不回来。 

 

************************** 

 我五六岁的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和许多家人

被塞进一列闷罐火车， “轰隆隆， 咣当当， 

轰隆隆， 咣当当”， 几天后， 到了云贵高

原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山沟里。我们在这儿安

了家，开始建设工厂。 

 

 
 

 当地驻军给我们送来大量的帆布军用帐篷，

帮助我们安顿下来。后来军人们撤走了，我

们依然住着这帐篷，大人们没日没夜奋战在

工地上。 

 

 父母一大早天黑着就离家， 我腰上拴着绳子， 

绳子另一头牢牢绑在床脚上。绳子大概三米

长，一天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包括便盆，全

在这三米范围里。大人们晚上天黑回来，我

被松绑，那松绑的一刻，幸福极了，我清脆

地喊，爸！ 妈！ 爸！ 妈！ 爸！ 妈！  

 

 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我百无聊籁，呆脸透

过帐窗看远方灰蒙蒙的天空。忽然一条小灰

狗拱开帐门，唯唯缩缩走进来。我顿时大为

兴奋，拼命舞动双手，脸上绽放热情洋溢，

态度万分友好。我说过来啊！过来啊！你过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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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远远地蹲在门口，警惕地看着我， 好像

要随时开溜。为了留住它， 我开始向它扔所

有吃的东西，包括我的午餐 ...... 所有吃的扔

完了，我扔玩具，扔枕头，手纸，这些扔完

了，我开始解鞋带、脱裤子 ...... 然而小狗对

任何不是吃的东西不感兴趣， 好奇了一会儿，

一扭头跑掉了。 

 
 

 我又气又急， 一屁股坐在地上，蹬腿嚎啕大

哭。  

 

 晚上大人们回来， 我已经饿扁了，正在掘地

上的泥往嘴里送。 帐篷里一塌糊涂，仿佛这

里刚刚打完一场群架。我磕磕巴巴讲了事情

经过。我爸大叫起来， 这儿谁有闲功夫养狗， 

那是一只狼啊！  

 

刹那间， 他们都愣住了。我妈半晌缓过神来，

把我搂在怀里， 眼泪卜簌簌掉下来。  

 

 第二天， 我被带到工地上，那里真是一派热

火朝天！到处彩旗飘飘，高音喇叭反复播放

激昂的歌曲。大人们像疯了一样在干活，那

叫劳动竞赛。我乐坏啦，在沙堆上蹦着脚为

他们加油。那会儿你要是问我，喂！小家伙！

去不去迪斯尼乐园玩儿啊？我肯定告诉你，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我就呆在工地上

玩儿！ 

 

************************** 

 赶路么？过来歇歇脚吧！一对天鹅夫妇带着

一群儿女在晒太阳，女天鹅热情地向我打招

呼。她长得很漂亮。我忽然想起老龟的话，

有点儿犹豫，怕她是劫色的。我知道我是一

条很英俊的鱼，我最好看的部分是我那双涨

鼓鼓的鱼眼睛。踌躇了片刻我暗自笑了，我

现在的智商的确不如当人的时候了。女天鹅

的丈夫在那儿呢，她再色，也不能当着丈夫

的面跟我干那事吧。我也不是不想干那事，

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干，比干那事重要多了。

我正游得有点儿累，也好，过去聊聊天儿， 

放松一下。 

 

 女鹅很热情，哦哦地问这问那。男鹅有些发

闷。八九只小鹅围着我转来转去。大概很少

来客人，小鹅们看上去羞怯、好奇、兴奋。

我问男鹅，兄弟，有不顺心的事呵？男鹅瞟

了我一眼，闷声闷气地说，没有！ 

 

 女鹅叹了口气，说他爹正闹心呢。当初我们

两口子也没计划好，一口气养了这么多孩子，

现在可好了，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猎杀

天鹅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家老三上个

星期出去找吃的，就再也没回来，估计让人

捉去给炖了。我和他爹这几天正合计着，要

把孩子们送进动物学校，接受点儿教育，学

点儿文化，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到城里

动物园找份稳定的工作，听说那里管吃管住，

看病报销。可是，这一大笔学费愁死个人。 

 

************************** 

 大人们没日没夜奋战，工厂终于建成，厂办

子弟学校也同时开学，玩疯了的孩子们虽然

不太情愿，但还是像羊群被赶进木栏一样陆

陆续续进了课堂。 我个子高，学习好，打架

的时候敢下手，被老师指定为班长。三年级

上学期，一个叫路丫丽的小女孩插班进来， 

她个子小小的， 眼睛圆圆的， 神情怯怯的，

一开口， 浓浓的胶东口音。课间操大家乱哄

哄地跟在她后面瞎起哄，学她的口音，”俺

呀俺呀”地乱叫。  

 

 班主任把她安排和我一桌，特意叮嘱我， 

“好好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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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路丫丽像个跟屁虫，上课下课， 一步不

肯离开我，我上厕所， 她就在外面等著。 班

上有个坏蛋宋刚， 专门跟路丫丽过不去。我

知道宋刚其实是跟我过不去，他不服气我，

他说，我爸是工人，大牛他爸也是工人，但

他爸干的活儿比我爸的脏多了，他爸一天到

晚脏得像头猪！凭什么让大牛当班长，我老

宋就不行？宋刚编了一个顺口溜， “那谁谁

呀， 搞对象呀！ 上了厕所，就上床呀！” 

宋刚一哼哼， 一帮坏小子就乐颠颠跟著唱。

我很恼火，张开双手像轰苍蝇一样轰路丫丽， 

去去去！ 以后离我远点儿！路丫丽像一只受

惊的小鹿， 慌慌张张跑开了。 

 

 第二天一早，路丫丽早早在校门口等着，她

一见到我，赶紧小碎步颠颠跑过来，”噌”

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黄橙橙的苹果，讨好般

递给我。我的眼睛刹那间瞪成了苹果。山区

不产苹果，我没见过真苹果，只在画报上看

过。上美术课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画苹果，

用蜡笔涂上厚厚的红色，要是我认为苹果还

没熟，就涂上浅浅的青色。我不知道，这世

上竟然还有黄颜色的苹果！ 

 

 这个香喷喷的苹果，就此买断了我的一生，

当然，还有路丫丽的一生。 

 

 我的手哆嗦着，接过苹果，举在眼前翻来覆

去、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琢磨着这第

一口应该下在苹果的什么部位。然后我发现

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苹果已经有三分之

一不见了。 

 

 多么美妙的味道！我舌头上每一个味蕾都被

这味道沁透了，泡酥了。我的身子被苹果散

发出来的浓浓香气熏得像棉花团一样稀松，

我软得像一根面条，我不得不蹲在地上啃完

了这个苹果。路丫丽笑咪咪地陪我蹲下来，

笑眯眯地瞧着我吃。瞧得出来，看吃苹果的

人比吃苹果的人还要快乐。 

 

 我把苹果核儿细细嚼烂咽进肚子后，暗暗发

誓这辈子要把路丫丽当成妹妹来保护，我要

揍死所有再敢为难她嘲笑她的人！我一会儿

就去找宋刚，我他妈的宰了这个小王八蛋！

我打了个嗝说路丫丽以后我就叫你小鹿吧，

你走路就像一只小鹿那样好看。小鹿歪着脑

袋，很甜地笑了，说行。 

 

 过了很久，我才模模糊糊地知道，小鹿的爸

爸， 是这个几万人工厂的一把手， 党委书记。

小鹿爸爸是北京人，见过毛主席。这可把我

吓得够呛，我听说毛主席有一个特别黑的朋

友送了他一个很黄的苹果，毛主席没舍得吃，

送给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舍不得吃，做

了个玻璃罩子给保护起来。我立即想起了小

鹿送给我的那个很黄的苹果，会不会是毛主

席送给小鹿爸爸的？ 

 

 
 

我心惊胆颤地问小鹿那个苹果你是不是从玻

璃罩子里偷出来的？小鹿眨眨眼睛问什么玻

璃罩子？ 我从筐里拿的，我们家一筐呢！我

大大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小鹿你吓死

我了，要是那个苹果是毛主席给你爸的，让

我给吃了，我爸准得抽我大耳光！我问小鹿

你爸抽不抽你耳光？小鹿神气十足地说，他

敢！我抽他耳光！就像这样！说完小鹿冷不

丁轻轻抽了我一个嘴巴。我一下有点儿找不

到北。 

 

 耶稣说，如果有人抽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

出来，这话说得多么人性而又准确啊！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班上排练 << 红灯记 >> ，

长相很帅的我自然是扮演李玉河的不二人选。

小鹿个头小，扮李奶奶， 班上一个非常漂亮

的高挑小姑娘扮李铁梅。小鹿不想当奶奶，

想当李铁梅。我于是去找班主任， 说如果不

让小鹿演李铁梅，我就不演李玉河。 进老师

办公室前我心里直打鼓，觉得自己这样做不

对。老师问这是谁的主意，我没敢说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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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吞吞吐吐说是路丫丽的主意。没承想班

主任一口答应，我大喜过望。 

 

 
 

 我开动了脑筋，宋刚一直欺负小鹿，我在放

学的路上截住他，两人磕拳摔跤干过几架，

我曾打得他鼻子蹿血，满地找牙；他也用瓦

片划破过我的头皮，让我哭嚎着跑进医院包

扎。现在我意识到，与敌人较量，如果用武

力解决不了问题，就得用智力分高低。既然

挑选演员这件事老师听我和小鹿的，我得好

好利用一下。我找到宋刚， 漫不经心地说，

宋刚，今年六一演出你愿不愿意演鬼子队长

阄山？ 宋刚一下子瞪圆了眼睛。  

 

 这个山沟沟里的工厂，每年的六一儿童汇报

节演出是个盛大而隆重的事件，校长、老师，

还有厂领导、职工、家属、小孩们倾巢而出，

操场上人山人海，比过春节还要热闹。谁家

的孩子要是能站到台上露一小脸，台下的父

母骄傲得像大公鸡。这种荣耀的机会，像宋

刚这样调皮捣蛋的工人家的孩子，想都不敢

想。  

 

 我愿意！ 我愿意！我愿意！宋刚急切地说。 

 

 那好， 我有个条件， 以后不许再欺负路丫

丽。  

 

 行！ 行！行！我向你保证！ 来，拉钩上钓

不许变。 大牛，我向你保证，路丫丽以后就

是我祖奶奶，我要是再敢欺负她，我王八蛋，

不！王八蛋的孙子！ 

 

 和小鹿在一起的日子很快乐，田里捉蚂蚱，

小溪里摸石板鱼，烂泥塘里挖黄鳝，五颜六

色的蜻蜓满天飞，阳光明媚的日子上山摘杨

梅，酸酸甜甜，吃一肚子，牙全倒了，豆腐

都咬不动。 最快乐的事情，是夏天去拖长江

里游泳。我天性会玩水，在江里很深的水中

像泥鳅一样钻来钻去。我让小鹿把几个钢崩

儿扔在江里，我一次一次潜水把它们捞起来，

每一次我得意洋洋高举手臂向小鹿展示一枚

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硬币，她都惊奇地跺

脚，欢呼雀跃。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国王，

小鹿，是我的漂亮王后。为了考验王后对国

王的忠诚和爱情，我深深呼一口气，潜入水

中呆上很长时间，直到憋得肺要炸开来，猛

地窜出水面。小鹿惊恐万状，趴在岸边眼泪

汪汪。 

 

************************** 

听到了隆隆的雷声，我钻出水面仰脸看天，

已经是黄昏，浸满了水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

来，仿佛就要碰到我的脑袋。看样子一场暴

风雨就要来到了。我的心情开始悲伤。我差

不多在抽泣了。 

 

 那也是一个黄昏，也要有一场暴风雨。白天

温度特别高，下雨之前闷热得更厉害。我想

在暴雨来临之前彻底凉快一下。我叫上小鹿

来到了江边。那天，我对小鹿耍了流氓，老

天决定惩罚我。可是，天地良心！这和小鹿

没有关系啊，为什么要把她也牵扯进来呢！ 

 

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我向正在看

这文字的人保证，鱼是有眼泪的，一切动物

都是有眼泪的，当它们悲伤的时候，它们就

哭，就像我现在这样流泪。 

 

************************** 

 我当着小鹿的面第一次脱了个精光，在她的

惊叫声中，我像一条鱼那样弓着身子弹跳起

来，射进江中。 惊雷就在我落水的一刹那间

于天空中炸开，大雨顿时倾盆而下。我的脑

袋狠狠地撞在了一个坚硬的物体上，我以为

是一段枯木头。但那是一个脑袋，一条大鱼

的脑袋，我们猛烈相撞，我听见”嘿嘿”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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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血立刻从我的头上泊泊流出来，染红了

江面。江面在急剧暴涨！我惊恐万分地挣扎，

冲小鹿喊，小鹿，你快过来救我啊！ 

 

 我充满希望地看到，小鹿，像小鹿那样身姿

优美地向我奔跑。冲到岸边，她像小鹿那样

轻盈地弹跳起来。这时她身后出现一道彩虹。

我昏死过去。 

 

 我醒过来的时候眼前豁然一张完全变形的脸，

我起初以为那是一张鱼脸，因为那双眼睛瞪

得像鱼眼睛那么涨鼓，那么溜圆。我爸说你

醒啦！我点点头说我醒了。于是在我妈的惊

叫声中，我爸把我提溜起来，大踏步向门外

走去。 

 

外面暴雨如注。这场大雨下的时间可真够长

的。我都到另一个世界转了一圈回来了，它

还在下。 

 

 他爸！他爸！孩子头上还流着血呢！我妈跌

跌撞撞跟在后面，凄惨无比地哀号。我认出

来这是去小鹿家的路。一路上，我爸把我抛

在地上，拎起来，走上几步，再抛在地上，

然后再拎起来，这个样子大概搞了七八次，

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小泥猴。 

 

 
 

我脑子里浮现出小灰狼，小水獭以及小黑熊，

后来它们长大成人，长成了我爸这样的大人，

长成了大灰狼，大水獭和大黑熊。我感觉我

爸正在和我玩一个什么游戏，反正就是大人

把一个小孩抛来抛去的那种，逗得小孩咯咯

笑的那种。我听见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她

好像玩不了这个游戏。 

 

 来到书记家门前，我爸最后一次把我掼在地

上，抹了一把满脸的雨水（或者也许是泪

水？）， 上前敲门，他对走出来的面色严峻

的书记说，书记！我把他带来了，这孩子的

命，我现在交到您手里，他是死是活，您一

句话，您要是想让他替小丽抵命，您点个头，

我今晚回去就弄死他！ 

 

 书记的老婆披头散发地像个巫婆一样从屋里

冲出来，她挥舞手臂，声嘶力竭地喊，弄死

他！弄死他！你给我弄死他！ 

 

 我看见我妈软软地坐在了地上的泥水中，瓢

泼大雨把她浇得也像书记老婆那样披头散发。

躺在地上的我哭了起来，我抽抽嗒嗒地说，

妈！我不想被弄死。我爸上前踹了我一脚，

正踹在我肋骨上，泥地上滑得很，我像一只

陀螺那样轻快地旋转。我疼得差了气，再也

无法哭泣。 

 书记把老婆劝回屋里去。他转过身极其厌恶

地看了一眼在地上旋转的我，严厉地对我爸

说，你这个同志！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对待一个孩子！你给我把他领回去！回去！ 

好了，到这儿我的故事差不多就讲完了，我

可以一心一意游去东海了。等等！你们肯定

要问，怎么就完了呢？你是怎么变成鱼的你

还没说呢。 

 是这样的，那天我妈把我领回家，烧了一大

盆热水给我洗澡，她把我脱得光溜溜的，让

我坐在木盆里，她给我身上打满肥皂，在我

身上轻轻地揉啊揉的，她把我嘴巴里、鼻孔

里、耳眼里灌进去的瘀泥和血污都非常仔细

地清理干净。我呆在木盆里觉得舒服极了，

就撒娇说我要在木盆里玩水。我妈去睡了。

我自己玩了一会儿肥皂泡泡，也把脑袋枕在

盆沿上困倦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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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这里，你们一定猜到了，那天晚上我作

了一个梦，梦里我变成了一条鱼。第二天早

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滑腻腻的肥皂水把我

浸泡在水里的两条腿粘连成了一体。那些漂

亮的肥皂泡泡变成了一片片银光闪闪的鱼鳞，

覆盖了我腰部以下所有的地方。 

 我妈看见我这个样子就很发愁，说你还怎么

去学校啊，咱别去了吧。我很着急，说我是

班长，要负责晨读。宋岗最爱捣乱，总是影

响别人。我说妈你不用担心我，我可以蹦着

去啊。 

 我蹦到学校，蹦出了一脑门子汗。班主任挡

在门口不让我进教室，我嚷嚷着我是班长，

让我进去维持早自习的次序。班主任奇怪地

看着我，说你不是班长了。我一下子醒悟过

来，低头看了看我的下体，是的，我这半人

半鱼的样子，恐怕是不太适合当班长了。我

想了想，说，不是班长那我还是一个学生吧，

你也不能这样挡着我啊。班主任很同情地看

了我一眼说你也不是学生了，校长把你开除

了。我立刻和班主任争吵起来。班主任往教

室里张望了一下，使了一个眼色，宋刚领着

一群坏小子走过来，开始对我推推搡搡，说

大牛你都被学校开除了还赖在这儿磨唧什么

啊。他们先往我身上吐唾沫，然后喊着号子

将我抬到楼梯口，咕咕笑着把我推了下去。 

 我本能地弓起了身子，我像个皮球那样”骨

碌碌”一直滚到了操场上。你们猜怎么着，我

滚啊滚的，沿途那些地上的小碎石片儿、枯

树叶儿、草屑儿、甚至碎纸片儿，沾满我身

上和头上，它们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鳞片。阳

光舒适地照射我，空旷的操场庄严而静谧，

旗杆上的红旗飘曳，渐渐遥远的教学楼，教

室里传来琅琅读书声。我在一个漫长的旋转

运动中，彻底转换成了一条鱼。 

 

 

 接下来，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我面前。

你们知道，我爸这个人爱喝酒，我以前听见

过很多次他抱怨我妈， 谴责我妈舍不得花钱

给他买鱼当下酒菜。如今，我变成了一条鱼，

不用家里再花钱去集市上买， 我爸一准把我

捉了红烧或者清蒸。 

 我决定到江边去坐一会儿，把自己的未来好

好思考一下。我一下一下地蹦，蹦过大街，

蹦过小巷，蹦过山坡，这花去了我一整天的

时间，等我蹦到江边时，已经是黄昏。我坐

在江边沉思，然后我笑起来。我已经是一条

鱼了，这拖长江不就是我的家么。我叹口气，

站起身来，沿岸寻了一个水面比较平缓的地

方，最后抬头看了一眼天边辉煌的落日，怅

怅地缓缓滑进江里。这时候我想起了那条鱼

的话，他们在骗你，你是一条鱼！人呐，就

是骗来骗去的，连我爸我妈都在骗，我明明

就是一条鱼么。 

 鱼的生活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在

江里结识了很多朋友，两条蚯蚓，三条泥鳅，

一条水蛇，还有一些蛤蟆和青蛙，当然还有

各种各样的鱼。它们喜欢我，因为我聪明，

我教给它们一些非常实用的知识，比如我跟

他们说，你们要是看见一个带线的钩上挂着

好吃的，千万别去碰。我特别喜欢教他们学



《流》第二期  Page 39 

 

成语，他们对“愿者上钩 ”理解最透彻，纷

纷表示不原意上钩。 

我的学生中有一条大鱼智商明显比其它人高

出很多。他沉思着说，人类是卑鄙无耻的，

他们想让我们愿者上钩，我们也可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说，呃，你说说看，怎

么个治法。 大鱼说，我可以假装成一条受伤

的鱼，让人类来捉我，待我慢慢把他引到深

水之中，你们一涌而上，把他拉到江底，浸

杀他！这叫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我想了想，

摇摇头说不妥！不妥！人是万物之灵，是最

智慧的，动物永远斗不过人类。你们记着，

对人类要避而让之，不要试图去干自取灭亡

的蠢事。大鱼盯着我看了半天，”嘿嘿”笑了。

我大惊失色。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过去，我活得也还快乐，

我几乎忘却了人类。但有一件事情让我比较

郁闷。我妈每年清明，都到江边来。淡淡的

晨雾里，她盛上一碗我爱喝的豆腐脑，撒点

白糖在上面，插上一个小饭匙，然后坐在那

里呜呜地哭，哭得我心里怪不好受的。我强

迫自己不浮上来跟她说话，实在没啥好说的。

人和鱼，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江里来了一头老龟，他老

得已经不成样子了，像一块移动的化石。看

他那架势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他把

谁都不放在眼里，说话骂骂咧咧，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好像这世界就没有好的。大伙儿

挺烦他。 

有一天老龟又在我身边唠唠叨叨，说这世界

就没好人。我忍不住反驳它，说你老龟走了

那么多地方，难道就没见过一个好人？怎么？

这世界上就你老龟是好人？老龟缩了缩乌鸡

皮一样的脖子，迷起了绿豆眼，说，那倒也

不是，我在东海的时候，碰见过一条鱼，名

字叫小鹿，她可真是好人，她像美人鱼那样

漂亮， 她又有菩萨那样的慈悲心肠。 

 老龟，你再说一遍，你说她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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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  印第安家园印第安家园印第安家园印第安家园  by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印第安文明和世界文明印第安文明和世界文明印第安文明和世界文明印第安文明和世界文明 

五万年前，地球的最后一次冰期来到，这个

时候人类黑色、白色、黄色人种族群已经在

世界范围内形成，分布在欧亚非大陆。美洲

大陆尚没有人类、甚至类人猿生活过的迹象。

两万年前，随着冰期进入高峰，全球气温急

剧下降，最窄处仅有四十五公里的白令海峡

逐渐冻结，美洲大陆与亚洲大陆联成一体。

在此期间，一些亚洲人种追逐大型动物群猛

犸象、披牛犀、野驴、野牛、野马、大角鹿

等，沿冰桥陆续进入美洲。这个漫长的迁移

过程持续了近万年。这些亚洲人种便是今天

印第安人的祖先。 

大约一万年前，寒冷的冰河时代终于结束，

地球逐渐转暖，冰冻的海水开始融化，连接

美亚大陆的冰桥慢慢消失。人类此时已进入

新石器时代，开始使用磨光的石器，学会了

编织和烧制陶器，并从追随动物群的狩猎生

存方式发展到逐渐饲养家畜以及开始耕种土

地，定居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发生了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件，它就此拉开了整个人类文明史

的序幕。 

 坚冰融化，汇成江河，奔向大海。海平面不

停上涨，终于有一天大西洋海水咆哮着倒灌

进了曾是一片低洼辽阔盆地的地中海。汹涌

的波涛年复一年地追逐着惊慌失措的人们，

淹没了无数家园，吞噬了无数生命。“滚滚

狂流，无遮无拦，没了树顶，漫了山冈，直

到惊涛拍击了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山崖。”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 一些

史学家们相信，这段悲惨记忆被以某种方式

记录下来并最终写进古老的圣经，《创世纪》

对这场洪水有着惊心动魄的描述。 

地中海由此成为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现代

文明的发源地和成长的摇篮。 

 文明一旦闪现，便如一只摩天巨轮，轰然滚

动起来。它愈滚愈急，愈急愈猛。速度达极

限之时，便是文明崩溃之日。神或许已经暗

示我们，文明从毁灭中开始，也终将在毁灭

中结束。 

公元前 6500 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

域的苏美尔人开始了巴比伦文明的萌芽，该

文明曾产生极度辉煌，然后迅速衰败。八千

多年后，地球上一个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国

家的大兵们，端着枪，嚼着口香糖，试图帮

助这片产生过人类最古老文明土地上的人们

理解什么是文明。 

公元前 3100 年，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古埃及人

建立第一王朝，至公元前 332 年，历经三十

一朝。三千年来，文化渊源流长的埃及人被

外族人反复攻击、洗劫、征服和蹂躏，几乎

没有独立过。 

公元前 2300 年，黄河长江流域之间的中国人

建立大夏王朝，从此，长达数千年之久，残

酷的王位之争这出大悲大喜剧在华夏之地被

权力和荣耀的追逐者们无数次地重复上演，

直到今天。不过，剧情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不再有人头滚滚落地，不再有刀砍枪杀血流

成河，九族株灭。 

公元前 1200 年，中美洲玛雅文明兴起，大规

模神庙建筑出现，强大起来的部落发展成野

蛮的帝国，四处攻虐，抓获大量俘虏，活人

开膛破肚等极端血腥的祭祀仪式被发展到极

致。 

公元前 330 年，古希腊发展至颠峰，马其顿

的亚历山大几乎征服了所有他当时知道的国

家，臣服者变成希腊一个行省，不臣服者城

镇夷为平地，居民遭到杀戮。 



《流》第二期  Page 41 

 

公元前 50 年，罗马人征服地中海沿岸所有国

家，建立强大的罗马共和国。地中海首次，

也许是最后一次，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内海，

有的沿岸民族由于坚决抵抗而被种族灭绝。 

公元 750 年，中东穆斯林帝国崛起，他们聚

集在先知莫哈默德的大旗下，以神阿拉的名

义血腥征战，疆域扩充到西起西班牙，东至

帕米尔高原，严重挑战雄踞西方的基督帝国

的荣耀和利益。从此以后，基督徒与穆斯林

之间的杀戮、流血和仇恨就没有停止过，且

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将来有一天，人类第

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将很可能是地球上 15

亿穆斯林和 24 亿基督徒之间相互酷烈劫杀。 

公元 800 到 900 年，英、法、德、意相继在

战乱中建国。这些欧洲列强后来闯进亚、非、

美洲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给那里带去现代文

明和传播上帝的教义，同时又披了神的外衣

干下无数伤天害理之事。 

公元 1300 年，蒙古铁骑践踏了整个中东、埃

及、东欧、俄罗斯、印度，并一路踏进中华

腹地。连续数天屠城、抢劫和强奸是他们最

喜欢干的事情之一。三百年后，在东北白山

黑水中壮大的满族人征服汉人，也不反感这

个暴力游戏，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几乎杀

光了当地所有居民。二战期间，日本军人沦

陷几乎整个亚洲，他们的铁骑踏进中国南京，

数周内屠了三十万人。 

用现代科学技术把屠杀这件事做得最干脆利

落的是美国政府，一周之内，他们连用两颗

原子弹毁灭了广岛和长崎，二十余万日本平

民百姓的性命顷刻间灰飞烟灭。 

公元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杀戮和

掠夺自此缓缓拉开帷幕，印第安人开始了长

达几个世纪的噩梦。 

上面这个简单化了的历史清单，在人类发展

历史的血海中，反反复复浸泡，每一件大事，

都伴随着流血、杀虐和数万、数十万、数百

万人生命的毁灭。印第安人与这一切无关，

他们代表泥土、河流、自然，但不代表现代

文明，不代表国家、政治和权力以及由此而

产生的贪婪和杀戮。 

在物理世界中，速度达到极限，运动物质便

会自行毁灭，那么在人类社会里，罪孽积累

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人类自感罪孽深重而产

生恐惧，所以幻想有天堂，世界末日来临时，

可以一躲了之。 

这个地球上真正没有犯下巨大罪恶的，是那

些土著居民们。在他们多桀不幸的命运中，

这也算是侥幸之处，万能的上帝没有赋予给

他们犯下滔天大罪的能力。他们或许可以进

天堂，如果有天堂的话。 

印第安民间歌曲印第安民间歌曲印第安民间歌曲印第安民间歌曲 

 中国民间喜好哼唱劳动歌曲，长江沿岸的纤

夫们在沉重的劳动中会吼出极为浑厚的号子，

江南姑娘采茶时也常常哼唱清丽动人的小曲。

印第安民族有相同的传统。新墨西哥州地区

的特瓦 (TEWA) 族妇女织布时会哼唱一些歌曲，

歌词非常优美，其中一首唱道： 

 

噢！我们的天之父 

噢！我们的地之母 

我们是您的孩儿 

我们辛勤织布 

献上您喜爱的礼物 

我们织出美丽的衣裳 

白如晨光 

红似夕阳 

密织如雨 

饰如彩虹 

我们穿上这美丽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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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鸟的歌声中散步 

在青青的草地上徜徉 

噢！我们的天之父 

噢！我们的地之母 

 

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爱情，没有被现代文明浸

淫过的情爱尤其直率动人，印第安人古老的

爱情歌曲传唱了数千年。这些歌曲有的活泼

俏皮，有的听来哀怨忧伤，有的充满了期待

和渴望。 

《野鸭和心上人》 

哗，哗，哗 

我以为是野鸭 

却是心上人 

划桨溅起的水花 

 

《忘却》 

我努力把你忘却 

你却总在我梦中 

当你听到我唱歌 

你知道么 

我的爱人 

那歌声是我哭泣时 

发出的呜咽 

 

《快去啊》 

快去河边张望啊，快去河边张望 

冬去春来，坚冰融化 

快去河边张望啊，快去河边张望 

你会看见我乘舟而至 

快去啊!  快去河边张望 

 

这些歌似乎都是女子唱给男人的，这让我想

起一位作家讲的故事。云南边远山区一个苗

族对歌盛会上，当地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

向心上人唱情歌。这位作家在人群中窜来挤

去看热闹，忙得不亦乐乎。忽然听到一声

“哥！”扭头一看，一个苗族少女眼睛亮亮

地盯着他，又清晰地叫了一声，“哥！”顿

时吓得这位作家哥哥落荒而逃。看来，作家

的浪漫只能停留在纸上书中，一旦在现实生

活中来真的，就不行了。 

生活忌讳和仪式生活忌讳和仪式生活忌讳和仪式生活忌讳和仪式 

出生：阿斯巴斯卡（ATHABASKA）人在孩子

出生后会剪下脐带用兽皮包好吊挂在树上，

一个月内母亲必须吃冷食，父亲不外出打猎。

中国人有把小孩脐带埋在地里的习惯，但月

子期间母亲绝不能吃冷食，认为那会落下终

身的病根。 

死亡：塔内那（TANAINA）族，人之将死，

周围的人们会弄出很响的声音以驱妖赶魔。

死后尸体只能从窗户送出，不许走门。中国

人对弄出各种噪音也非常感兴趣，婚礼、葬

礼、过节、生孩子、盖房子挖地基上大梁，

总是要放鞭炮或敲锣打鼓，一定要弄出响动。

国人在公共场合说话声音特别大，不知道是

不是和这种习惯有关。中国人对死亡的反应

大体上表现一内一外，内心恐惧，外表悲戚。

西方人对死亡相对坦然。笔者曾参加一个西

人朋友的葬礼，场面非常安详自然，没有人

嚎啕大哭。大家绕棺穴而行，依次把鲜花撒

在上面。仪式进行中，女儿竟然在台上讲述

母亲生前闹的小笑话，引起台下面一片轻轻

的笑声。在中国人的葬礼上若有人敢这样做，

大概立即会被暴怒的死者家属揍得和死者躺

到一起。儒家主张父母死后，儿子必须守孝

三年，期间素衣素食，严禁谈笑，即便有很

开心的事，也得憋住不能流露出来。这实际

上已经和死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是做给活人

看的。死人躺在地下很轻松，活人则活得相

当辛苦。死（人）要面子活（人）受罪，大

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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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女孩子初潮，家人会单独给她建一

个小屋，让女孩独自生活一段时间，短则数

星期，长则一年。中国人正相反，女孩长大

了，得看紧点儿，免得被坏人勾引。 

吸烟草：北美许多印第安民族把吸烟草当作

一种重要仪式，酋长们手里常常拿着一杆烟

袋，那是一种权威的象征。路易斯安那州的

切替马恰（CHITIMACHA）人认为烟草在烟袋

中燃烧时会从太阳那里得到超自然力量。有

的萨满（巫师）行医，用烟喷向病人作为治

疗手段。部落间签订协议，人们将烟喷向东

西南北四个方向，意思请神当这个协议的证

人。一旦协议签定，印第安人会很忠诚地遵

行。西方人到来后，有部落酋长将象征和平

的烟袋送给他们，以为他们接受了烟袋，便

不会再行杀戮之事。西人烟袋亦拿，人亦杀。

实际上，对待不怀好意的入侵者，送上一把

刀，有时远远比一件吉祥物能带来和平。 

部落战争部落战争部落战争部落战争 

印第安部落之间常有冲突，但都不是大规模

的，没有出现过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

惨烈战争。他们更像是在打群架或者斗殴。

印第安武士的武器很简单，常常是一根短棍

上绑一块坚硬的石头，盾牌用野牛皮或其它

兽皮包裹而成，他们会请萨满或女人在盾牌

上画一些动物形像来保护他们。 

佛罗里达地区的印第安人，天一黑就停止战

斗，第二天天亮接着打。当一个部落对另一

个部落宣战时，不搞突袭，把箭绑上头发，

插在那个部落外面的空地上，通知对手做好

准备。 

美国中部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普遍遵循一条

战争法则，给对手公平战斗的机会。一次蛮

旦（MANDAN）族酋长和切以尼（CHEYENNE）

族酋长决斗，切以尼族酋长骑马，他下马与

对手格斗。一个用刀，一个用斧。几个回合，

双方都有负伤，最后切以尼酋长不支倒地。

蛮旦酋长认为对手已经丧失战斗力，遂转身

离去，不取对方性命。 

加拿大黑脚（BLACKFOOT）族武士们常常唱

道：“与其老死家中，不如战死沙场，勇敢

战斗！勇敢战斗！”武士战死，他们的妻子

割断头发，撒在武士坟头，不会再婚，直到

头发重新长成。 

北美很多部落的武士临死前有哼唱死亡之曲

的习惯，尤其是在战死前或是被捕获后将被

处死时。曾有一印第安人被白人捉去用刀剐，

他一直在唱，胆战心惊而又恼羞成怒的白人

于是用棍子击碎了他的脑袋，停止了他的歌

声。 

过去中国官府杀人，囚犯五花大绑，有边走

边唱的，兴奋得围观者一片叫好之声。儿时

看电影，共产党人造反，被“反动派”捉去

杀头，也是昂头挺胸，阔步高唱《国际歌》，

歌声嘹亮而有韵律，好像不是去赴死，而是

去赴宴。那些没有音乐天赋、嗓子不好的革

命党人，会喊些“谁谁万岁”、“某某必败”

之类的口号，也相当于唱了。 

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社会体制 

北美印第安人基本以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方式

存在，酋长为最高领袖，靠威望领导众人。

联盟采取酋长议会制，共同商议，共同决定，

共同领导。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及其家人欺

压别人或谋私利的空间很有限，一旦威望丧

失，便一切尽失。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民主，

但不是非常落后的民主，和当今世界上很多

贫穷和发展中国家特权阶层可以肆意侵吞国

有财富以及公开蔑视和欺负平民的“民主”

比起来，这朴素的民主可爱而珍贵。 

也有的部落发展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密

西西比河下游的那齐日（NATCHEZ）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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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的金氏家族一样，大酋长被称为伟大

的太阳，与他的家人们(统统称为小太阳) 统

治着整个部落。大太阳死后，只有小太阳们

可以承位晋升为大太阳。小太阳下面是贵族，

然后是荣誉居民，最底层是平民。让人惊奇

的是，上层社会被要求与平民百姓通婚，孩

子的社会等级只跟随母亲。平民有机会晋升，

比如立下战功。贵族亦有可能跌落，比如犯

下大罪。太阳们不劳而获，允许多妻；大太

阳死掉，所有妻子必须殉葬。社会一旦有了

等级和特权，不公和罪恶的出现便在所难免。 

谈到活人殉葬，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中反复

出现，而在西方的历史中较少听说。东方人

也好，西方人也罢，人性皆有残忍的一面，

但东方人似乎更倾向于同族自残而忍让和宽

容比自己强大的外族。这一点我们汉人表现

尤其明显，权者和富贵们过于欺凌和鄙视其

统治下的草民，但对强大的外族敌人唯唯诺

诺，能让则让，以求平安。这种卑劣文化一

脉传承到生活在最低层的民间百姓之中，婆

婆欺凌儿媳、强者虐待弱者、小吏欺负草民，

林林种种鄙陋现象，从乡村到城镇，屡见不

鲜。汉人这种行为在历史上被西方人、甚至

被和我们较量过的少数民族所鄙视。 

西方人到来的预言西方人到来的预言西方人到来的预言西方人到来的预言 

西方人到来的数百年前，一些印第安部落流

传他们先知的预言： 

 有一天 

陌生人会来到 

黄黄的头发 

绿绿的眼睛 

白白的皮肤 

浓浓的体毛 

他们会杀戮我们 

他们会将我们 

赶出先祖的家园 

 

预言，幸也不幸，果然言中。西方人真的来

了，他们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文明和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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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译丛译丛译丛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旦旦旦旦････莫可瑞开枪了莫可瑞开枪了莫可瑞开枪了莫可瑞开枪了 by Robert Service 翻译翻译翻译翻译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The Shooting of Dan McGrew by ROBERT SERVICE  

 

 

A bunch of the boys were whooping it up in the Malamute saloon; 

The kid that handles the music-box was hitting a jag-time tune; 

Back of the bar, in a solo game, sat Dangerous Dan McGrew, 

And watching his luck was his light-o'-love, the lady that's known as Lou. 

 

爱斯基摩犬酒吧， 兴奋的人们在喧哗  

一个男孩起劲儿地弹奏爵士乐  

吧台边，危险的家伙莫可瑞，专心玩着扑克牌  

一旁观看的，是他的情人，她的名字叫露儿 

 

When out of the night, which was fifty below, and into the din and the glare, 

There stumbled a miner fresh from the creeks, dog-dirty, and loaded for bear. 

He looked like a man with a foot in the grave and scarcely the strength of a louse, 

Yet he tilted a poke of dust on the bar, and he called for drinks for the house. 

There was none could place the stranger's face, though we searched ourselves for a clue; 

But we drank his health, and the last to drink was Dangerous Dan McGrew. 

 

傍晚的极度严寒，冻僵了灯光的喧嚣 

一个陌生的淘金人，蹒跚而来，他肩抗双筒猎枪，肮脏如狗 

他看上去精疲力竭，那模样儿，好像就剩下最后一口气啦  

他软塌塌地斜倚在满是尘土的吧台边，说，我请大伙儿喝一杯  

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是谁  

但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最后一个举杯的，是危险的莫可瑞 

 

There's men that somehow just grip your eyes, and hold them hard like a sp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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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was a Canadian poet and writer who have often 

been called "the Bard of the Yukon". He is best know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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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mation of Sam Mc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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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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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ch was he, and he looked to me like a man who had lived in hell; 

With a face most hair, and the dreary stare of a dog whose day is done, 

As he watered the green stuff in his glass, and the drops fell one by one. 

Then I got to figgering who he was, and wondering what he'd do, 

And I turned my head — and there watching him was the lady that's known as Lou. 

 

有些人似乎会施魔念咒，能紧紧勾住你的魂  

就像这个家伙，他看着我，那样子仿佛他来自地狱  

乱糟糟的头发，阴惨惨的脸，眼神好像一条垂死的老狗  

他大口喝着杯中的绿色液体，残液从嘴角滴滴哒哒落下  

我捉摸着，他是谁，他要干什么  

我扭过头去，露儿，正死死盯着他 

 

His eyes went rubbering round the room, and he seemed in a kind of daze, 

Till at last that old piano fell in the way of his wandering gaze. 

The rag-time kid was having a drink; there was no one else on the stool, 

So the stranger stumbles across the room, and flops down there like a fool. 

In a buckskin shirt that was glazed with dirt he sat, and I saw him sway; Then he clutched the keys with 

his talon hands — my God! but that man could play. 

 

他扫视酒吧，呆滞的目光恍如游梦 

他看见了那台老旧的钢琴 

弹奏爵士乐的男孩离开了 

他踉踉跄跄奔过去， “扑通”坐下，像个醉酒的傻瓜  

他身上的鹿皮坎肩闪着肮脏的亮，他坐在那儿摇摇晃晃  

他鸡爪般的双手抚摸琴键，天老爷！这家伙竟然会弹奏乐曲 

 

Were you ever out in the Great Alone, when the moon was awful clear, 

And the icy mountains hemmed you in with a silence you most could hear; 

With only the howl of a timber wolf, and you camped there in the cold, 

A half-dead thing in a stark, dead world, clean mad for the muck called gold; 

While high overhead, green, yellow and red, the North Lights swept in bars? — 

Then you've a haunch what the music meant. . . hunger and night and the stars. 

 

你去过北边一个叫”大孤独”的地方吗，那儿  

月光冰凉如水，雪峰静默无语，豺狼引颈长嚎  

冰冷，坚硬，和死亡  

还有地下黄金带来的疯狂  

绚丽多彩的北极光从头顶呼啸而过  

你能体会这音乐的涵意么...... 饥渴，黑夜，和这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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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nger not of the belly kind, that's banished with bacon and beans, 

But the gnawing hunger of lonely men for a home and all that it means; 

For a fireside far from the cares that are, four walls and a roof above; 

But oh! so cramful of cosy joy, and crowned with a woman's love — 

A woman dearer than all the world, and true as Heaven is true — 

（God! how ghastly she looks through her rouge, — the lady that's known as Lou.） 

 

这饥渴不似腹中空空， 有食物可以填充  

这饥渴是对家的渴望， 它啃噬着孤独男人的心  

小小木屋， 燃烧的壁炉 

噢！多么惬意啊，还有女人的爱  

女人哟， 胜过世间一切， 那可是千真万确  

（天哪，看露儿那涂满脂粉的脸蛋儿，竟如死人般的惨白） 

 

Then on a sudden the music changed, so soft that you scarce could hear; 

But you felt that your life had been looted clean of all that it once held dear; 

That someone had stolen the woman you loved; that her love was a devil's lie; 

That your guts were gone, and the best for you was to crawl away and die. 

'Twas the crowning cry of a heart's despair, and it thrilled you through and through — 

“I guess I'll make it a spread misere”, said Dangerous Dan McGrew. 

 

突然，音乐改变，细微得几乎听不见 

你的生活， 你曾经的拥有， 现在全部被夺走  

有人偷走了你心爱的女人 , 她的爱变成了魔鬼的谎言  

你的五脏六腹仿佛被掏空，你痛苦得匍匐在地，几欲抓狂  

心在泣血，身在颤抖 ......  

“我想，我该摊牌啦”， 危险的莫可瑞在自言自语 

 

The music almost died away ... then it burst like a pent-up flood; 

And it seemed to say, “Repay, repay,” and my eyes were blind with blood. 

The thought came back of an ancient wrong, and it stung like a frozen lash, 

And the lust awoke to kill, to kill ... then the music stopped with a crash, 

And the stranger turned, and his eyes they burned in a most peculiar way; 

 

音乐渐渐消失, 消失, 消失 ...... 突然，仿佛血管迸裂，血浆喷涌  

一个声音在呐喊，复仇！复仇！ 一股股热血涌上我的头  

这显然是一桩痛苦往事的回忆  

这回忆唤醒了心底的杀气 ...... 音乐戛然而止 

陌生人转过头，双目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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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buckskin shirt that was glazed with dirt he sat, and I saw him sway; 

Then his lips went in a kind of grin, and he spoke, and his voice was calm, 

And “Boys,” says he, “you don't know me, and none of you care a damn; 

But I want to state, and my words are straight, and I'll bet my poke they're true, 

That one of you is a hound of hell. . .and that one is Dan McGrew.” 

 

他身上的鹿皮坎肩闪着肮脏的亮，他坐在那儿摇摇晃晃  

他微微一笑， 声音平静异常  

“伙计们，” 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当然也不在乎 

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用我口袋里的金子，来保证它的真实  

你们当中有一个魔鬼...... 他的名字叫莫可瑞” 

 

Then I ducked my head, and the lights went out, and two guns blazed in the dark, 

And a woman screamed, and the lights went up, and two men lay stiff and stark. 

Pitched on his head, and pumped full of lead, was Dangerous Dan McGrew, 

While the man from the creeks lay clutched to the breast of the lady that's known as Lou. 

 

灯光熄灭，我猛然低头，黑暗中两条火舌对射  

一声女人的尖叫， 灯亮了，两个男人僵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危险的莫可瑞耷拉着头，身上中满铅弹  

躺在露儿怀里的，是那个陌生人 

 

These are the simple facts of the case, and I guess I ought to know. 

They say that the stranger was crazed with “hooch,” and I'm not denying it's so. 

I'm not so wise as the lawyer guys, but strictly between us two — 

The woman that kissed him and — pinched his poke — was the lady that's known as Lou. 

 

事件如此简单，我想我知道真相  

人们谈论说那个陌生人喝醉了，我不否认是这样  

我不如律师们那样聪明，但有一个秘密， 知晓者只有我，和露儿 

就是那个一边亲吻陌生人，一边从他口袋里拿走金子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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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系列油画系列油画系列油画系列) 狗狗狗狗，，，，女人和儿童女人和儿童女人和儿童女人和儿童 by  李玲李玲李玲李玲，，，，Lucian Freud，，，，Grace Hudson 

 

 

 

 

我家的我家的我家的我家的 Ace 一周岁一周岁一周岁一周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玲李玲李玲李玲，，，，注册建筑注册建筑注册建筑注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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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无当年无当年无当年无

缘于美术学院缘于美术学院缘于美术学院缘于美术学院，，，，常引以为憾常引以为憾常引以为憾常引以为憾

事事事事。。。。现居卡尔加里现居卡尔加里现居卡尔加里现居卡尔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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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胴体和狗女人的胴体和狗女人的胴体和狗女人的胴体和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Lucian Freud，，，，1922 年生于维也那一个犹太人年生于维也那一个犹太人年生于维也那一个犹太人年生于维也那一个犹太人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祖父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祖父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祖父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祖父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5 岁进人工艺美术学岁进人工艺美术学岁进人工艺美术学岁进人工艺美术学

校校校校。。。。1933 年全家迁往伦敦年全家迁往伦敦年全家迁往伦敦年全家迁往伦敦，，，，1939 年进入英国圣工会绘画年进入英国圣工会绘画年进入英国圣工会绘画年进入英国圣工会绘画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他的绘画题材宽泛他的绘画题材宽泛他的绘画题材宽泛他的绘画题材宽泛，，，，较为精致人微较为精致人微较为精致人微较为精致人微，，，，可以看出受到可以看出受到可以看出受到可以看出受到

安格尔安格尔安格尔安格尔、、、、丢勒丢勒丢勒丢勒、、、、荷尔拜因荷尔拜因荷尔拜因荷尔拜因、、、、门采尔等人的影响门采尔等人的影响门采尔等人的影响门采尔等人的影响。。。。结构紧缩结构紧缩结构紧缩结构紧缩

有力有力有力有力，，，，其所描绘的胴体通常是绷紧而饱满其所描绘的胴体通常是绷紧而饱满其所描绘的胴体通常是绷紧而饱满其所描绘的胴体通常是绷紧而饱满。。。。笔触显露笔触显露笔触显露笔触显露，，，，有有有有

时呈现出无序时呈现出无序时呈现出无序时呈现出无序、、、、粗鄙的状态粗鄙的状态粗鄙的状态粗鄙的状态。。。。这种强悍的风格使他赢得了这种强悍的风格使他赢得了这种强悍的风格使他赢得了这种强悍的风格使他赢得了

极大的赞誉极大的赞誉极大的赞誉极大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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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狗儿童与狗儿童与狗儿童与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Grace Carpenter Hudson (1865–1937) 

was an American painter. She was nationally 

known during her lifetime for a numbered series 

of more than 684 portraits of the local Pomo 

Indians.  美国油画家美国油画家美国油画家美国油画家，，，，一生以画北美印地安人题材而一生以画北美印地安人题材而一生以画北美印地安人题材而一生以画北美印地安人题材而

著名著名著名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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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板块石油板块石油板块石油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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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过去过去过去１０１０１０１０年外国资本兼购加拿大石油公司简介年外国资本兼购加拿大石油公司简介年外国资本兼购加拿大石油公司简介年外国资本兼购加拿大石油公司简介(Alberta Oil) 

 

Abu Dhabi National Energy Co. buys Northrock Resources Ltd. ($2 billion) 

 

CNOOC acquires OPTI Canada Inc. ($2.1 billion) 

 

Statoil ASA buys North American Oil Sands Corp. ($2.2 billion) 

 

 

Sinopec buys Daylight Energy Ltd. ($2.2 billion) 

 

This first of three Canadian acquisitions by Abu Dhabi’s 

national oil company wasn’t its largest here. The company 

rebranded its Canadian operations TAQA North after 

completing the $2-billion cash acquisition of Northrock 

Resources Ltd., a subsidiary of American Pogo Producing Co. 

with a daily production of 37,000 barrels of oil equivalent 

per day at the time. 

A precursor to CNOOC’s massive Nexen acquisition, the 

Chinese firm spent $2.1 billion to acquire a bankrupt OPTI 

Canada, which owned 40 per cent of the Long Lake oil sands 

project. OPTI had entered creditor protection just seven 

days before the CNOOC takeover offer was announced, 

which included an offer to take on $825 million worth of 

OPTI’s debt. 

The largest FDI deal with the best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the last 10 years, Norwegian state-controlled Statoil ASA 

spent $2.2 billion to acquire North American Oil Sands Corp. 

during the last boom in 2007. Just three years later, it sold a 

40 per cent stake in Kai Kos Dehseh – just one of the 

acquired NAOSC assets – for $2.3 billion. 

On October 9, 2011, Sinopec paid Daylight Energy shareholders 

$10.08 per share, which represented a 43.6 per cent premium 

on the shares’ 60-day weighted average, for ownership of the 

company. The deal remains the largest Chinese acquisition in 

Canada’s energy sector outside of the oil sands, and gave the 

company 300,000 acres of undeveloped land with conventional 

and tight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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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buys stake in a Statoil Canada project. ($2.3 billion) 

 

Korea National Oil Corp. buys Harvest Energy Trust. ($4.1 billion) 

 

Sinopec acquires ConocoPhillips Co.’s stake in Syncrude Canada Ltd. ($4.65 billion) 

 

TAQA North buys PrimeWest Energy Trust ($5 billion) 

 

Chinese state-owned Sinopec spent $4.65 billion to acquire 

ConocoPhillips Co.’s nine per cent stake in Syncrude Canada 

Ltd. in a deal announced on April 12, 2010. At the time, the 

acquisition was the largest deal struck by a Chinese company 

in the oil sands. It remains the second largest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energy sector after the CNOOC acquisition 

of Nexen. 

South Korean state-run Korea National Oil Corp. spent $1.8 

billion to acquire Harvest Energy Trust, taking on its $2.3-

billion debt on October 22, 2009. The deal added 53,000 bpd 

of production to KNOC’s portfolio, though the company has 

since been shopping a few Harvest assets, including its refinery 

at Come By Chance, Newfoundland. 

Thailand’s PTT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spent $2.3 billion to 

acquire a stake in a Statoil ASA-owned in situ oil sands project on 

November 23, 2010. The deal gave PTTEP a 40 per cent stake in the 

Kai Kos Dehseh project, for which Statoil would later pay $200 

million in order to divide the project in two, thereby allowing each 

company to develop and operate the divided leases on their own. 

On September 7, 2014, Abu Dhabi National Energy Co. – better 

known as TAQA or as TAQA North in Canada – announced its 

$5-billion bid to acquire PrimeWest Energy Trust, which was 

then producing 50,000 boe/d. The PrimeWest acquisition was 

TAQA North’s third and largest acquisition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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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nas acquires Progress Energy Resources Corp. ($5.5 billion) 

 

 

CNOOC Ltd. acquires Nexen Inc. ($15.1 billion) 

 

 

 

 

 

 

 

 

 

 

 

 

 

The largest foreign acqui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oil patch is also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 new foreign 

investment guidelines implemented by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approval of the deal. The oil sands 

were labeled a strategic resource when Ottawa approved the 

$15.1-billion takeover. 

Four months after Malaysia’s state-owned oil company 

announced its bid to acquire Progress Energy Resources Corp.,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rejected the bid saying the 

proposed investment is not likely “to be of net benefit to 

Canada.” Petronas amended its takeover offer and tried again, 

eventually winning approval from Ottawa on Decemb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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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野外钻井作业野外钻井作业野外钻井作业摄影摄影摄影摄影  by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世间本无路世间本无路世间本无路世间本无路，，，，拓者自开之拓者自开之拓者自开之拓者自开之     

 

冬天里的一把火冬天里的一把火冬天里的一把火冬天里的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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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大地俯视大地俯视大地俯视大地，，，，一片苍一片苍一片苍一片苍凉凉凉凉 

 

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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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耕者正是这辆皮卡的司机耕者正是这辆皮卡的司机耕者正是这辆皮卡的司机耕者正是这辆皮卡的司机，，，，别担心别担心别担心别担心，，，，拖车费由公司支付拖车费由公司支付拖车费由公司支付拖车费由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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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漫画石油漫画石油漫画石油漫画  by 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Suck baby suck 

 

对不起啦小朋友对不起啦小朋友对不起啦小朋友对不起啦小朋友 

 

 

吸毒者吸毒者吸毒者吸毒者 

 
看谁撬得过谁看谁撬得过谁看谁撬得过谁看谁撬得过谁 

 

 

大鱼吃小鱼大鱼吃小鱼大鱼吃小鱼大鱼吃小鱼 

 

 

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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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老照片老照片老照片老照片  by 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中国第一口油井中国第一口油井中国第一口油井中国第一口油井 

 

 

1952 年年年年石油会战誓师大会石油会战誓师大会石油会战誓师大会石油会战誓师大会 

 

会战队伍从全国各地汇集玉门油矿会战队伍从全国各地汇集玉门油矿会战队伍从全国各地汇集玉门油矿会战队伍从全国各地汇集玉门油矿 

 

天当房天当房天当房天当房，，，，地当床地当床地当床地当床，，，，头盔盛干粮头盔盛干粮头盔盛干粮头盔盛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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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有股子劲儿身上有股子劲儿身上有股子劲儿身上有股子劲儿 

 

劳模王进喜劳模王进喜劳模王进喜劳模王进喜这个造型酷毙了这个造型酷毙了这个造型酷毙了这个造型酷毙了 

 

钻工阿奇扎力钻工阿奇扎力钻工阿奇扎力钻工阿奇扎力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架势也很雄壮架势也很雄壮架势也很雄壮架势也很雄壮 

 

1953 年的北京石油学院年的北京石油学院年的北京石油学院年的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八大院校之一北京八大院校之一北京八大院校之一北京八大院校之一 

 

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们大学生们大学生们大学生们 

 

巾帼不让须眉巾帼不让须眉巾帼不让须眉巾帼不让须眉，，，，女子采油队女子采油队女子采油队女子采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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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伯顿并购贝克休斯哈里伯顿并购贝克休斯哈里伯顿并购贝克休斯哈里伯顿并购贝克休斯  by 黄燕华黄燕华黄燕华黄燕华 

 

 

 

 

 

 

哈里伯顿与贝克休斯以 346 亿美元达成并购

协议。哈里伯顿以每股 78.62 美元收购贝克

的股票，股票加现金交易的总值为 346 亿美

元，贝克休斯现股东将持有合并后公司约 36%

股份。从今以后，老大 Schlumberger、老二

Halliburton、那么老三是谁？有中海油服的大

胆的说，那就应该是我们了。那 Weatherford

呢？这世界果然变化的太快了，一夜之间，

就这么默默的上升一名排位。 

圈子里的贝克的小伙伴此刻的心情是这样的：

“我好伤心，有一种被人爆菊的不爽。” 

“我现在的心情是没有心情。嫁到别人家，

是不是要看别人的脸色了？别裁我，别降薪，

别换工服颜色。” “ 从今晚开始学习哈里伯

顿的仪器。” “合并后每年可以减少 20 多

亿美元。很多岗位可以合并，很多人可能会

丢掉工作。” “合并完了就是大裁员，重叠

性太强。贝克几年前就没有现金流了，就跟

BJ 合并，现在也没整合好。这种合并往往效

果差强人意。” 

民营油服虽然没有正式的排名，但现在心里

也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往上挪一位了。接下来，

油服的并购重组要开始了。 

一般来说，当一个上市公司要被人收购的时

候，他的股票会猛涨，因为想收购这家公司

的人肯定要买。这个幅度有的时候会让这个

股价涨到 10 倍以上。那么，这次贝克休斯的

股票在哈里伯顿要买的时候为什么涨不了了

呢？有两个原因：一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

二是贝克休斯的股票自七月份以来已经跌了

32%。 

哈里伯顿买贝克休斯的消息的透露是贝克休

斯放出来，目的是想让场外的投资者大量买

进贝克休斯的股票，这样来提高哈里伯顿收

购的成本。后来哈里伯顿放出的消息是和贝

克休斯的董事会成员谈不拢，目的也是为了

抵消市场的预期，防止贝克休斯的股价大幅

上涨，双方都是欲擒故纵。最后这个收购价

格并不高，哈利伯顿结束地干净利索，有点

出人意料。哈里伯顿收购贝克休斯是蓄谋已

久的事情，绝非偶然，和油价涨不涨一点关

系都没有，事先已经做了很多铺垫，包括它

最后能这么干净利落的结束战斗，和它前期

做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不排除已经暗地里拥

有了相当数量的贝克休斯的股票。只是收官

的时机的选择在油价大跌之机，这确实是一

着妙棋。 

剩下的格局就比较有趣了，威德福的处境就

显得非常微妙，现在的油服四强，已经变成

一大一中一小，这个小比较难独撑。哈里伯

顿也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把吃下去的贝克休斯

消化掉。现实生活中，因为这样的消化不良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黄燕华黄燕华黄燕华黄燕华，，，，《《《《南方能源观南方能源观南方能源观南方能源观

察察察察》》》》杂志社记者杂志社记者杂志社记者杂志社记者，，，，毕业于中国石油毕业于中国石油毕业于中国石油毕业于中国石油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从事国内外油气行从事国内外油气行从事国内外油气行从事国内外油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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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丧命的案例太多了，因此，哈贝之合的前

景还要观察一段才能知道。目前的竞争格局

有点象我们所说的寡头经济，在寡头经济的

情况下，几个寡头是可以暗地里决定市场价

格的，如果是两家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应该

相当肯定。哈里贝克的联姻信中提到，两个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高度互补性，两家公

司 2013 年的营业收入合并为 518 亿美元，超

过 13.6 万的员工，在全球 80 余个国家提供

油田技术服务。 

哈里伯顿的 CEO Dave Lesar 说，“该合并将

联合两家公司的优势，将油田服务的产品和

能力拓展到一个更深、更宽的领域。正在诞

生一个以休斯顿为基地的全球油服企业，在

全球提供设备和技术的出口，提供就业机会，

在全球提供油田服务。”Dave Lesar 认为，

通过此次并购，贝克的股东获得客观的溢价，

并且保留了继续参与公司的权益。合并后每

年要减少 20 亿美元左右的成本。 

哈里伯顿说，最新这个成交价 78.62 美元要

比哈里伯顿最初在 10 月 10 号给贝克的报价

要高出了 40.8%。这也意味着一年、三年和

五年的溢价分别为 36.3%，34.5%，25.9%。

如果因为反垄断审批该并购未获得批准，哈

里伯顿需要支付 35 亿美元的赔偿费。合并完

成预计在 2015 年的下半年。 

DaveLesar 将会继续作为新合并公司的主席和

CEO，新成立的 HAL 将会有 15 个常务董事，

其中 3 个来自于原来的 BHI；根据协议，在

交易达成之前，BHI 的 13 位董事成员将由

HAL 来任命。为完成这项交易，HAL 同意出

售其多项资产和业务，变卖后估计将会有 75

亿美元的收入，HAL 表示其出售的资产和业

务已经寻求到有购买意向的公司。 

合并对中国油服市场影响有限，对中国油服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短期影响较小。2013 年斯

伦贝谢在中国营业额约 6 亿美元，哈里伯顿、

贝克休斯合计约 5.5 亿美元，三大巨头合计

占据中国油服市场份额不到 5%，所以哈里伯

顿的收购在中国油服市场产生的影响有限，

短期无法对斯伦贝谢在中国的地位产生较大

影响，对国内民营油服企业的影响也不明显，

因为三大巨头在国内从事的大多为民营企业

无法完成的高端油田服务项目，而且占据份

额有限，民营油服企业则占据着约 12%左右

的中低端油田服务及中高端石油设备市场。

在中国以外的国际油服市场，中国油服企业

现阶段与三大巨头采取也是避让型竞争策略，

国内油服企业往往在南美、中亚、伊拉克、

非洲等三大巨头实力较弱的区域发展，而在

北美、中东等地区三大巨头具有明显优势。

在油田服务及油气设备方面中国企业则利用

成本优势，提供中低端的油田服务及设备。

中国油服企业另外的一个优势就是对我国油

公司采取跟随战略，在三桶油的区块上占据

统治地位。 

 

 

 

 

 

 

 

 

 

 

 

 



《流》第二期  Page 64 

 

油价油价油价油价““““阴谋论阴谋论阴谋论阴谋论””””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by 孙通孙通孙通孙通，，，，王健王健王健王健 

 

 

 

 

 

 

 

 

谁动了我们的油价谁动了我们的油价谁动了我们的油价谁动了我们的油价？？？？ 

石油价格在 2014 年 6 月后持续下跌，尤其是

10 月份后更是出现大幅暴跌行情，累计跌幅

接近 40%。最近一轮石油价格下跌行情发生

在俄罗斯和欧美西方国家由于乌克兰问题交

恶，同时美国在页岩革命推动下逐渐实现能

源独立的国际背景之下，难免出现各种对石

油价格暴跌原因的猜测，令人浮想联翩。由

于接近一半的俄罗斯政府收入来自石油等能

源产品出口，伴随着油价下跌，俄罗斯经济

出现严重下滑，资金外逃，货币也一贬再贬。 

尽管俄罗斯央行一再出手干预，卢布对美元

仍然在几个月内迅速贬值了 40%以上。于是

部分媒体上出现了多个石油战和货币战的版

本，解读石油价格暴跌和俄罗斯经济衰退的

秘密，同时分析油价下跌对中国和全球经济

的影响。其中一个比较流行说法是美国联合

沙特，通过增加石油产量来压低油价，从而

打击俄罗斯经济，迫使其在乌克兰问题上让

步。 

作为沙特帮助美国打击俄罗斯的交换条件，

美国帮助沙特打击伊斯兰国，维护中东地区

安全。还有人把目前的石油价格下跌解读成

能源市场上的新版三国大战：美国想通过低

油价打击俄罗斯，而沙特等欧佩克石油输出

国通过拉低油价消灭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

能源革命。这些解读看似有理，而且加入了

世界主要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博弈，听起

来引人入胜，非常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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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像这些报道中那样富有

戏剧性么？沙特到底有没有为帮助美国整垮

俄罗斯，或者为了消灭美国的页岩油企业，

而大幅度提高石油产量呢？ 

下面我们用数据说话。上图是 2004 年以来沙

特原油产量数据。显而易见，和 2011 年后的

平均值相比，目前沙特的原油产量并没有明

显增加。从 2011 年 6 月以来，沙特的原油日

产量大概为 973 万桶。目前的产量并没有明

显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甚至比平均水平还略

低。因此数据显然不支持沙特大幅提高石油

产量来配合美国打击俄罗斯的故事。 

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石油价格暴跌呢？

一个商品的价格最终由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

共同决定，上面的故事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到

了供给方面，讨论美国和沙特等国家如何提

高石油产量来打击俄罗斯。虽然美国过去几

年通过页岩革命，提高了石油产量，但决定

全球石油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是需求。 

 

上图显示了 2006 年以来的全球石油价格波动

情况，其中石油价格有几个特点非常明显。 

首先，石油价格短期波动幅度非常大，比如

2008 年石油价格曾经从每桶超过 140 美元迅

速崩溃到不足 40 美元。 

其次，即使不考虑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目

前石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并非特别反常，比如

2011 和 2012 年石油价格都出现了类似幅度

的下跌。 

而且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往往由于世界经济

明显放缓，石油需求下降造成。比如 2008 年，

2011 年和 2012 年的石油价格下跌分别对应

当时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兴市场经济放缓和

欧洲债务危机。 

但由于 2011 和 2012 年石油下跌前的价格很

高，因此下跌后并没有出现目前这么低的价

位。同时由于没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地缘冲

突的故事背景存在，所以当时油价下跌并没

有受到部分媒体的追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一些媒体上各种

关于石油战和货币战的讨论虽然故事性很强，

非常吸引眼球，但从数据判断，这些故事的

内在逻辑性值得质疑。如果目前油价下跌幅

度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为什么这次俄罗斯经

济受影响的动静那么大呢？ 

比如 2011 和 2012 年油价下跌期间，俄罗斯

卢布并没有出现目前的暴跌。这其实也是这

些媒体故事上的另一个逻辑硬伤：这些故事

把俄罗斯当前的经济问题完全归罪于石油价

格下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强硬，

和西方国家冲突的风险加剧，加上美国和欧

洲国家的经济制裁，国内资金为了避免这些

政治和经济上的风险出现了大规模外逃，引

发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 

石油价格下跌降低了俄罗斯政府收入，自然

会加剧俄罗斯经济恶化程度，但并非唯一主

要原因。因此这些分析文章把俄罗斯经济问

题的起因解读成美国拉拢沙特对俄罗斯进行

石油价格战显然过于片面。 

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目前石油价格暴跌呢？供

给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今年美国和利比亚石

油产量的提高。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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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经济放缓，从而引发的全球石油需求

不足。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全球需求对石油

价格的短期波动影响非常大。比如 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中，由于世界需求崩溃造成了原

油价格断崖式暴跌。 

2011 和 2012 年的油价下跌也出现在世界经

济放缓的背景下，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恶化

引发了全球经济复苏放慢。今年尽管美国经

济持续复苏，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其他国家

的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直接影响到了石油需

求。 

 

 

上图显示了 2011 年以来中国对原油的需求，

包括消费需求和库存需求。图中一个明显现

象就是中国石油总需求虽然持续上升，今年

的需求增长主要由库存需求引起。和往年相

比，2014 年中国的石油消费出现了显著下滑，

印证了中国经济今年出现明显减速的情况。 

下图中给出了中国 2011 年之后石油库存的增

加情况。虽然今年中国石油总库存大幅度增

加，掩盖了石油消费下滑的现象，但大部分

的库存增加发生在今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石

油价格暴跌之前。因此中国石油库存需求增

加对 6 月份后世界原油价格下跌并没有起到

支撑作用。 

 

世界原油价格受供需因素共同决定。当前油

价的短期波动很大程度受全球石油需求不足

影响。虽然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全球经济增

长今年下半年后出现显著放缓，未来经济增

长前景恶化，造成全球石油需求疲软，价格

暴跌。 

目前石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和历史相比，并没

有特别反常之处。最近部分媒体上广为流传

的故事(美国联合沙特通过提高石油产量来打

压俄罗斯，或者欧佩克为扼杀美国页岩油革

命而提高产量) 虽然吸引眼球，但内在逻辑和

数据上存在明显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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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三次油价下跌我经历的三次油价下跌我经历的三次油价下跌我经历的三次油价下跌 by 陈卫东陈卫东陈卫东陈卫东 

 

 

 

 

 

 

1985 年-1986 年我第一次出国在埃克森休斯

敦国际公司接受培训，正碰上石油价格大跌

，休斯敦经济一片狼借，石油圈不少人失业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油价的威力。 

1998 年那次石油大跌我在北京工作，当时中

海油总经理卫留成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我们控制不了油价，但我们可以控制成本。

”为了控制成本，中海油全员减薪 10%。 

2005 年我作为中海油服的执行副总裁/董秘

负责海外并购业务，在 2008 年美国金融泡沫

破灭之时我们完成了对挪威 AWO 钻井公司

的收购交割，收购金额近 27 亿美元，至今那

还是中国最大一宗油服公司收购案。当时油

价短短几个月从 147 美元/ 桶狂跌至 40 美元/

桶。 

买方投行之一的雷曼公司在金融风暴中破产

，此次收购的成功费最后给了收购雷曼亚洲

部分的野村证券。随后我离开岗位，开始了

能源经济研究工作。没有领导明说这次调动

与 AWO 公司收购有关，但非正式的此类传

言不少。尽管此后几年中海油服的良好经营

业绩与此不无关系，那是后话。这是我第三

次身临其境，感受到石油价格下跌的伤害。 

这次油价又跌，四个月跌掉近 30%，甚至有

分析师说这 一轮会跌到 50 美元/桶才能反弹

。大概没有一种商品像石油这样受到如此广

泛关注，但没有人敢说自己真的准确知道石

油价格，否则他早发大财了。这一次我可以

以过来人和看客的身份，以我几十年的行业

经历和近十几年分析思考的积累，来做自己

的判断了。。。。 

 

 

石油时代尚未终结，但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

中的霸主地位不再坚挺。1965 年石油第一次

超过煤炭成为第一能源，当时石油的份额是

37%。1973 年石油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到达

45%的顶峰。欧佩克的能量和影响力与当时

的能源结构密切相关。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发

生在这一年，美国为首的 OECD 国家一方面

迅速收敛了铺张的石油消费方式，另一方面

迅速寻找到了新的石油勘探开发领域，海洋

石油工业迅猛发展起来，北海、墨西哥湾、

西非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石油。 

1970 年到 1980 年十年两次石油危机，石油

价格上升了近 10 倍，欧佩克等资源国加快完

成了石油国有化。跨国石油公司也加紧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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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勘探领域，寻找新资源；技术突破让跨

国石油公司有魄力有能力走向新区；石油价

格升高更成为西方国家提高能源效率的巨大

动力。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新投资新领

域形成的富余产能竟占了当时总产能的 25%

。过去 100 多年， 石油从未稀缺过，石油价

格的激烈波动是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才出现的

特有现象，不仅与市场供需关系相关，还与

美元对黄金的汇率密切相关。 

1998 年和 2008 年两次油价下跌都是金融危

机造成的。十年间，石油价格曾因中国需求

一路高歌，从 2000 年的 20 美元/桶走高到

147 美元/桶的历史高位。美国页岩气革命孕

育在这个时期，巴西深水和伊拉克石油开放

也成型于这一时期。尽管 2008 年金融危机一

度影响到一些项目投资，一旦经济复苏，石

油供需又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石油价格也再

次回升。 

能源转型不仅仅是新能源的崛起，还由于技

术进步带来能源效率的提高和不同能源之间

替代的可能性。电力不是一次能源，但人类

近一半的能源消费来自于电力，在欧洲更达

到 60%，这一比例正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增加

而不断提升。 

过去 200 年，能源转型的轨迹清晰可循，就

是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型。煤炭和石油都是高

碳能源，不论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还是德国

的新能源革命，都是在革高碳能源的命。 

电池储能技术正面临新的技术突破，可控热

核聚变等新能源的技术路径更值得期待。低

碳道德、气候变暖控制也日益被接受。碳税

、碳交易等正逐步推开，低碳能源成本的劣

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尽管争议还很多

，新能源的经济性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但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毋庸讳言，石油供需的周期性还会出现，就

像前几次石油价格的升跌一样，基本面造成

的价格起伏不会改变。但与历史上任何一次

都不同的是，这一次石油价格下跌是结构性

的，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石油可被

替代的技术和商品已经出现。今天的特斯拉

也许替代不了丰田和大众，但谁敢保证下一

个什么牌子的电动汽车不是另一个苹果和阿

里巴巴对传统模式的颠覆呢？ 

石油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已经持续多年，也

将继续下去。石油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就像

“钢铁元帅”不再威风一样，不管你喜不喜

欢，新的时代总会来临，就像日升日落一样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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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向沙特向沙特向沙特向全全全全世界产油国宣战世界产油国宣战世界产油国宣战世界产油国宣战 (凤凰财经凤凰财经凤凰财经凤凰财经) 

 

 

 

上周全球财经新闻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在美

国感恩节假期过后的“黑色星期五”有哪些

新产品最吸引顾客眼球还有全球各国参与

“黑色星期五”大采购的盛况。另外一个就

是沙特正式向全世界产油国“开战”，在半

年一度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会议上阻

挠 OPEC 国家减产。结果上周全球油价大跌。

美国 WTI 原油价格一周大跌 14%至每桶

65.99 美元，创 2009 年 9 月以来最低。而英

国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 13%至每桶 70 美

元，创 2010 年 5 月以来最低。两者今年以来

价格下跌都超过 1/3，原油价格正式回到“6”

时代。 

近几年来，除去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以外，欧

洲、日本陷入或濒临萎缩，中国等新兴国家

的经济增速大大下降，全球原因需求的增长

速度大大下降。国际能源署预测今年平均原

油需求增加仅为 70 万桶每天，大大低于过去

10 年来年均需求超过 100 万桶每天的速度。

而从供应方面，美国页岩油技术实现大突破，

在过去 4 年中，每年原油产量增长超过 100

万桶每天。如果原油价格仍然保持在每桶 80-

100 美元区间，今后每年美国原油价格仍然

会保持超过 100 万桶每天的增长。也就是说，

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增产的原油就已经超过全

球需求的增长。今年是 10 几年来，除了经济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期间，全球首次原油供

应达到平衡。如果欧佩克不减产，全球原油

明年就会出现供过于求。 

欧佩克国家控制全球原油 1/3 的产量，沙特

的产量占欧佩克产量的 40%。沙特的原油生

产成本极低，而且备用产能非常高。所以沙

特基本能够左右全球原油的中长期价格。过

去 10 几年，原油供不应求的时候，一直需要

沙特提高产量来满足需求。这次面临凭空杀

出来的美国页岩油产量，所有欧佩克国家，

尤其是家底不厚，亟需高油价支持国家经济

的委内瑞拉、伊朗等国极力要求欧佩克减产，

市场也普遍预期欧佩克减产，但是沙特却执

意反对减产，一手制造原油价格上周雪崩式

下跌，为了什么？ 

         1, 沙特在向美国页岩油产业宣战沙特在向美国页岩油产业宣战沙特在向美国页岩油产业宣战沙特在向美国页岩油产业宣战 

几十年来，沙特一直控制着全球石油价格的。

尤其是过去 10 来年，高涨的需求使原油价格

稳定在每桶 80-100 美元之间。全球产油国，

尤其是沙特的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美国页岩

油产业的异军突起，让沙特感到自己失去了

对油价的控制。这次沙特故意打压油价，是

为了扼杀美国页岩油行业。美国的页岩油的

项目总成本（包括 10%左右的年回报率）平

均在每桶 70-80 美元之间。只要原油高过每

桶 80 美元，就会不停地有新的页岩油项目出

现。而沙特如果把油价砸到 70 美元以下，甚

至到 60 美元以下，就会有让大批页岩油公司

破产，新的页岩油项目的风险也会大大提高。

那么即使沙特以后把油价提高到每桶 80 美元

以上，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速也不会像现在

这么高。 

2. 沙沙沙沙特向欧佩克外特向欧佩克外特向欧佩克外特向欧佩克外其它其它其它其它产油国家宣战产油国家宣战产油国家宣战产油国家宣战 

这个道理和向美国页岩油产业宣战是一样的。

近年来诸如巴西深海石油、加拿大油砂、澳

大利亚液化天然气等高成本项目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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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盈利就是因为原油价格

一直稳定在 80 美元以上。沙特这次故意砸油

价的举动，也是对这些国家的警告，以拖延，

甚至扼杀这些高成本项目。 

3. 沙特向欧佩克内沙特向欧佩克内沙特向欧佩克内沙特向欧佩克内产油国产油国产油国产油国宣战宣战宣战宣战 

欧佩克中大多数国家对原油的依赖程度非常

高，无法忍受任何减产计划。由于无法遵守

欧佩克的产量规定，印度尼西亚 2008 年正式

退出了欧佩克。欧佩克内除了沙特以外的所

有国家都在搞欺骗。几乎没有国家认真执行

欧佩克分配给这些国家的限额产量。每次欧

佩克商量减产，都是沙特带头减产，其它国

家敷衍了事。这次也是一样，委内瑞拉和伊

朗对减产跳得最高，但是自己一桶也不愿意

减。沙特对这些小兄弟一直一肚子怨气。这

次欧佩克在日内瓦开会，只 5 个小时会议就

结束。基本上就是沙特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其它国家没有任何反对的余地。沙特也是想

让这些国家知道，自己以前一直对兄弟们手

软，但不是好欺负的！ 

石油价格暴跌，对全球消费者当然是好事。

但是这里带来的负面效果也非常严重。如果

控制不好，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新的一轮经济

危机。 

首先，大量能源公司会破产。美国的石油公

司股价占总市值的 13%左右，仅次于金融和

高科技行业。上周整个能源行业股票大跌

10%,对股市冲击不小。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下

跌，并且长期低迷，大量油气开采公司、油

气服务公司、机械设备公司都会有倒闭风险。

银行的坏账有可能突然大幅升高。 

其次，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等

国很多严重依靠能源出口的国家会破产，对

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无法预计。 

另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也常常与原油价格

关系密切。煤炭、天然气价格直接受油气价

格影响。全球范围内煤价、天然气价格将暴

跌。其它耗能较高的大宗商品价格也将受到

影响。上周铜价大跌 5.3%，并且跌过了每磅

3 美元的重要支持位。另外，由于玉米最大

产地美国的玉米 40%用于生产汽油里添加的

乙醇，糖的最大产地巴西的糖大部分也用来

做乙醇，原油价格大跌也会使全球玉米和糖

的价格大跌，造成全球大量农民破产，并且

直接影响到化肥、农药厂家。澳洲和巴西铁

矿石的运输成本是总成本的绝大部分，油价

下跌也会造成铁矿石价格继续大跌。这样的

连锁反应将会层出不穷，无法预测。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的原油一半来自进

口，原油价格下跌对消费者有很大好处。但

是不用说中石油等以后从俄罗斯、中亚、南

亚等国进口的天然气将会巨亏。煤炭价格、

农产品价格、化工产品、其它大宗商品、金

属价格都将会有连锁反应。这些生产生活要

素价格出现大幅下跌产生的长期影响将会非

常难以预料。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沙特到底能够容忍油

价跌多少，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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