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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随笔 

这一期封面看上去有些特别，可能有人好奇那个大大的“流”字后面乱糟糟地写了些什么，这里

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职场故事。 

十多年前，我在美国石油公司 Chevron China 做钻井工程师，曾经有一段时间和老板关系不融洽。

客观地说，造成这种局面，双方都有责任，原因也很多，有工作方面的，文化差异上的，语言交

流上的，个人性格方面上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等等。老板是英格兰人，身上有一股英国“绅

士”的傲慢劲儿。而我是个有点儿懵懵懂懂的中国“乡巴佬” ，对“洋”职场游戏规则毫无所知。 

一天，我老板的上级，负责钻完井作业总经理的秘书传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心里顿时

紧张，我从来没有去过总经理的办公室，莫非公司要解雇我么？但这事也用不着总经理出面，人

事部门过来勒令我收拾东西走人不就完了? 不管怎么样，显然老板已经向上面汇报了我的情况，

我和他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转移和扩大化了。 

作业经理是个头发胡子都花白了的美国老头儿，人很和善，见谁都笑眯眯的，特别爱开玩笑。我

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依然笑咪咪的，抬手示意我坐下，说，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糟糕

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和老板把关系搞僵了，说完“呵呵”笑起来，我稍微放

松了些，也陪着尴尬地笑了几声。 

总经理接着说，你的经理已经把情况大致向我汇报了，现在我想听听你的说法。我完全没有准备，

结结巴巴地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大概讲了，叙述混乱。他很耐心听完，想了想，说，你和

他之间发生的事情，有些我无能为力，但关于工作方面的，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他站起来，从

身后的书架上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纸，让秘书复印了，递给我，说，我很抱歉上面还乱七

八糟地写了些我都识别不出来的东西，这是很多年前我的一个老板给我的，当初给我的时候就是

这个样子，有二十多年啦。  

这张纸，就是你们封面上看到的，我一直收藏着，至今也快二十年了。现在，我把它的大概意思

翻译出来，跟大家共享:  

1，老板需要向上级汇报业绩，所以只对你如何有效地工作感兴趣。2，及时向老板汇报，工作什

么时候开始和结束，进展如何，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不要让老板吃惊或难堪，无论你的

项目成功或失败，首先知道的人应该是你的老板，而不是老板的上级或老板的同事。4，如果你

不知道老板在想什么，一个简短而有效的两分钟与老板的见面约谈，可能会节约你几天的时间或

努力。5，向老板汇报时要简明扼要，老板很忙。 6，你的态度影响老板对你的态度。7，必须

向老板汇报客观事实，好的或不好的，因为老板的上级不想听到不真实的情况。8，你的老板有

很多问题要解决，你不要成为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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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about love and comfortLife is about love and comfortLife is about love and comfortLife is about love and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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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期本期本期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John Zhang,  SDS Well Engineer 

 

1993 年走出校园后，一心向往分到海洋平台， 但是最终拗不过家里，分到钻井前线过渡半年后， 

“工作需要”调回后勤单位。该单位号称胜利油田黄河钻井总公司养老院，几乎每个干部职工都

有后台。 

22、23 岁正是血气方刚，壮志凌云时。作为技术员的我，经常带队上井。记得第一次上井，那是

雨季的一天，现场非常泥泞， 所有技套必须用吊车卸到爬犁上后用拖拉机拖到井场， 再用吊车摆

到管架台上。我跳下“五十铃”指挥车，一只靴子陷入没膝的泥里就拔不出来了。当任务完成后，

顶着皎洁的月光，翻过家属区 2 米多高的大门。哪曾想到十多年后，在加拿大打工时又做过几乎

类似的事情。 

 

在套管厂一干就是五年，这期间参与了油田第一条套管生产线的设计，施工，投产。1998 年，领

导有意“栽培”，调到机关（二级半单位）负责劳资和培训，参与编制了油田职工技术鉴定教材，

亲眼见证了胜利油田第一次大规模工龄买断运动（相信也是唯一的一次）。之所以说“运动”，

因为后来产生的副作用直接导致买断职工占领胜利广场， 围攻管理局大楼，群殴局领导陆仁杰和

曹耀峰，最后从济南调来武警平息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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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断期间，经常有职工问我买还是不买，申请表交上来，拿回去， 反反复复十几次， 设身处地真

是难啊。后来，因为不够厚黑，被下放到钻具厂当厂长。在二年多的时间里，主抓了油田第一条

钻杆摩擦焊以及漏磁无损检测生产线的设计与施工，也参与了国家重点探井胜科 1 井、 郝科 1 井

的钻具配套工作。 

2006 年初，满载公司领导的“厚望”，带领十多名干部职工远赴新疆轮台开拓外部市场。伴着刀

郎的歌曲“2006 年第一场雪… …”走在乌鲁木齐大巴扎，2 块钱一只羊肉串，二只管饱。因为工

作关系，经常驾车往返乌鲁木齐、库尔勒、轮台和天山公路，宽广无垠。经常有颜值很高的维族

妇女在路边 Looking for carpool。司机小王，性情中人，操着维版普通话，常常与她们聊得欢天喜

地，经常 DUANG 入“超速陷阱”。“张总，这个月的超速罚单您給报了呗!”现在的新疆，恐怖

暴力事件不断，你还敢拉吗？ 

2006 年 11 月底，就在移民签证作废前几天，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全家摸黑飞到卡尔加里，

我的人生就此翻篇。单位领导挺够意思，一直保留我的工作关系直到 2008 年底领导班子调整。今

天看来，一切都是浮云，你懂的。 

去年有幸加入 ASPE 协会, 真心借助这个平台，希望有志同道合者，寻找机会在加拿大“折腾”一

回。 

我的联系方式： 

Suite 1200 333 – 5th Ave SW Calgary AB T2P 3B6  

Main: +1.403.693.7500 

Direct: +1.403.693.7611  

Mobile: +1.403.540.2033  

Yongsheng.Zhang@ca.weatherfo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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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伯塔省拍摄的好莱坞经典电影在艾伯塔省拍摄的好莱坞经典电影在艾伯塔省拍摄的好莱坞经典电影在艾伯塔省拍摄的好莱坞经典电影

（（（（艾伯塔省旅游局艾伯塔省旅游局艾伯塔省旅游局艾伯塔省旅游局）））） 

 

如果你为热映大片《星际穿越》着迷，并曾

为电影《断背山》和《盗梦空间》欢呼喝彩，

那么，相信身为电影发烧友的你同样不会错

过大帅哥布拉德•皮特的经典影片《燃情岁

月》，罗宾•威廉姆斯的喜剧风格电影《休旅

任务》 (RV), 银幕性感女神玛莉莲•梦露的

《大江东去》，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

的西部片《不可饶恕》，更不用说成龙的

《上海正午》了。 

你或许不知道，这些曾带给我们完美视听感

受，为我们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的好

莱坞经典电影，全部都有在加拿大艾伯塔省

取景拍摄！ 

这些如画的风景都是在哪里拍摄的呢，又是

在何处一次次为我们演绎如梦的故事？现在，

跟随着我们的艾伯塔电影地图，开启一次穿

越光影时空的非凡之旅，去寻觅属于你的艾

伯塔电影之梦吧。 

最上镜景点 卡尔加里--班夫 

加拿大艾伯塔鼎鼎有名的风景区班夫国家公

园，拥有世界级美景，著名的加拿大落基山

脉便坐落于此，不仅每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前来观光游玩，也是好莱坞明星们的度假胜

地，电影剧组也经常取景于此。 

 

出卡尔加里上加拿大 1 号公路向西，途径科

克伦 (Cochrane)、莫雷 (Morley)以及坎莫尔

(Canmore)小镇，此间去往班夫 1.5 小时车程

沿路区域，遍布了超过 20 多个常设拍摄点，

逾 40 部电影先后在此取景，包括你所熟悉的

《断背山》《燃情岁月》《大江东去》《势

不两立》《X 战警 2》等。 

 

说起科克伦，你可能有些陌生，这个人口只

有五千五百人的小镇以浓郁的古老西部风情

和冰激凌著名，很多加拿大人亲切地把这个

依山傍水的地方叫做“冰激淋小镇”。据说，

位于镇中心的 Mackay'sIce Cream 冰激淋店每

天能卖出 4500 份冰激凌，排队买冰激凌的队

伍总是长得店里容不下而不得不站在街上。 

 

从科克伦继续前行进来到莫雷(Morley)，立即

进入了布拉德•皮特的《燃情岁月》世界。影

片中，应征入伍的三兄弟，就是在这儿的战

壕里，亲身体验到战争的恐怖和无情，艾法

受了伤，赛缪尔阵亡。崔斯坦则在痛苦地责

备自己后，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挖出赛缪尔

的心埋葬在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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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镜景点 坎莫尔 

过了莫雷，就到了落基山脉腹地的坎莫尔

(Canmore)。途中，你能够与《燃情岁月》中

Ludlow 家族所在地擦肩而过，并在坎莫尔小

镇东部的 Exshaw 附近的六筏农场寻觅更多影

片的拍摄踪迹。 

 

 

 

玛丽莲 • 梦露的首部作品《大江东去》

(Riverof No Return)便是其中之一。 

 

从上世纪 40 年代迪斯尼电影公司发现这里后，

农场和电影娱乐业便结下了不解之缘，那里

至今保留着当年沃尔特迪斯尼先生特别建造

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小木屋。好莱坞影星保罗

纽曼、罗伯特•米彻姆等都到访过这里，游客

也可在六筏农场稍作停留，享受一下西部农

场美丽的夜色。 

 

 

 

 

《刺杀神枪侠》剧组花费了 100 万美元在坎

莫尔小镇西南部的山羊溪(GoatCreek)建起了

一个美国科罗拉多城。1997 年在这里拍摄的

《势不两立》(TheEdge)让老戏骨安东尼霍普

金斯成熟干练的演技更加深入人心。除此之

外在这里拍摄的电影还有《雪岭过江龙》

(DeathHunt)，《人熊传奇》 (GrizzlyFalls)和

《X 战警 2》。 

 

最上镜景点 班夫小镇 

过了坎莫尔，班夫小镇就不远了。班夫国家

公园是加拿大第一座国家公园，坐拥雄伟的

落基山脉的雄壮景色，好莱坞的电影导演们

早在 60 年前就把镜头对准这里。1942 年的

《SpringTime in the Rockies》，紧接其后歌舞

片大腕 BingCrosby 担纲的《璇宫艳舞》

(TheEmperor Waltz)并没有去奥地利取景拍摄，

落基山脉的风光为影片增色不少。 



 

《流》第 4 期  Page 7 

 

 

对于一个游客来说，班夫的美景不止于此。

费尔蒙班夫温泉酒店就像一位举止优雅的骑

士迎接您的到来，“既然我们无法出口风景，

那我们就引进游客”当年太平洋铁路第一任

CEO 这句豪言壮举早已成为现实。 

 

乘坐缆车抵达硫磺山顶峰，班夫小镇上精品

小店、画廊和餐厅游人如织，美丽风景尽收

眼底。如果不泡温泉，等于白白浪费了班夫

之旅。著名的班夫山顶温泉让您在欣赏远山

美景的同时享受天然温泉带来的舒适和健康。

想要更加放松身心，到班夫周边高档酒店中

体验“终极 SPA”，只有在这里才能享受到沙

漠热浪裹敷法、高山芳香排毒护理和加拿大

精华护理。 

 

最上镜景点 埃德蒙顿古堡公园 

相信影迷一定对《刺杀神枪侠》的开场大戏

“蓝切火车抢案”片段大呼过瘾，布拉德•皮特

回忆说，真实再现蓝切火车抢案的难度在于

寻找一个有着十九世纪末期美国西部风光之

魂的地方，以及一条仍有老火车通行的古旧

铁道。而世界上再没有另一个地方能像艾伯

塔埃德蒙顿古堡公园这样适合拍摄“蓝切火车

抢案”，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历史主题公园，它

原滋原味地重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北美的

历史风貌，而且公园内保存完好的老式蒸汽

火车和铁道亦为摄制组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最上镜景点 德兰赫勒 

北美的恐龙之都——德兰赫勒(Drumheller)位

于卡尔加里东北部，大约 2 小时车程便可到

达。这里的马蹄峡谷有“加拿大大峡谷”之称，

是一片广袤的自然风化地形，令人惊艳的石

林和红岩层呈现着古铜色、琥珀色台地式纹

路，形状奇异，浑然天成！此番景象会马上

让你感觉像是进入了月球表面，难怪被称作

“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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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特殊美妙的地形特点，大受好莱坞导演

的青睐。德兰赫勒通往城市中心的公路就曾

是经典西部牛仔片《不可饶恕》的拍片现场，

而主演摩根弗里曼的小木屋就坐落于距离德

兰赫勒 17 公里的马蹄峡谷(horseshoe)。 

电影《超人》也有部分镜头在峡谷拍摄，

《上海正午》就曾在石林和周边景点拍摄取

景。 

 

 

 

更特别的是，拥有七千万年地质历史的德兰

赫勒镇曾是上古世纪恐龙栖息出没的地区，

是北美最重要的恐龙遗存处，而皇家泰瑞尔

古生物博物馆则近水楼台，以拥有世界上规

模最大、最完整的恐龙骨架展示而名扬四方。

作为游客，你一定不要错过一段恐龙之旅。 

最上镜景点 莱斯桥 

从卡尔加里乘飞机或驾车往南，就来到了艾

省南部的阳光小城莱斯桥(Leithbridge)。这里

起初因 19 世纪 60-70 年代盛行的威士忌酒贸

易而扬名，后来随着发达的采煤业逐步发展

起来。今天，莱斯桥已是艾伯塔的第三大城

市，拥有 75,000 居民，成长迅速。城市有许

多风景名胜可以参观，罗宾威廉姆斯拍摄

《休旅任务》时走遍了小城。他曾在亨德森

公园骑自行车徜徉，在 El Comal 餐厅享用墨

西哥菜，和美国说唱歌手 L.L. Cool J 一样住在

Ramada 酒店。 

除此之外莱斯桥建于 1967 年的 Nikka Yuko 日

本 庭 院 ， 酒 贸 易 经 营 场 所 —— 喧 闹 堡

(FortWhoop-Up)、亚历山大高特博物馆等都

值得一去。2006 年，莱斯桥举行了建市 100

周年的全年庆典活动。 

最上镜景点 麦克劳德堡 

莱斯桥往西，30 分钟便来到麦克劳德堡

(FortMacleod)。热映中的《星际穿越》就有

在这里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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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劳德堡是第一个由西北山区骑警(加拿大

皇家骑警 RCMP 前身)在 1874 年所成立的前

哨基地。军营仍完整地保留供观光客参观，

包括与印第安人以酒交易毛皮的场景等等。

这里是 2008 年上映的电影《帕斯尚尔战役》

的拍摄地。 

 

 

 

麦克劳德堡西北方 18 公里是 1981 年被

UNESCO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野牛跳崖处。

这是北美保留最大、最古老及最完整的遗迹

公园。断崖与平地高度落差达 10 公尺，一万

多年前，北美平地印地安人利用此地理环境

来狩猎野牛。 

如果你旅行了野牛碎头崖，建议继续往南，

很快可以到达 1932 年被 UNESCO 列为世界自

然遗产的沃特顿湖国家公园。这里与美国的

冰河国家公园合并成为世界第一座国际和平

公园。公园内拥有丰富的鸟类及野生动植物，

您可以来个湖滨散步，或在下湖搭乘为时 2.5

小时的瓦特顿湖游船之旅，或到上湖划个小

船，或躺在木造甲板上晒晒太阳、脱下袜子

将脚放入湖中泡泡冰原山泉水。著名的威尔

士王子饭店(Prince Wales Hotel) 伫立在山顶，

一直是最上镜头的小城堡。 

布拉德皮特的艾伯塔情愫 

布拉德•皮特对于加拿大艾伯塔省是不陌生的。

正是 1994 年取景此地的《燃情岁月》一片奠

定了皮特新一代银幕偶像的地位，也为他赢

得了“全世界最性感男人”的名号。事隔十二

年后，皮特作为制片人和男主角携《刺杀神

枪侠》(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制作团队再次造访艾伯塔，

将传奇人物“神枪侠”杰西•詹姆斯的侠盗生涯

和归隐岁月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从容展开。

《刺杀神枪侠》一片帮助皮特在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荣登影帝之位，也使得艾伯塔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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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电影发烧友和旅游爱好者当季最流行的旅

行之地。 

 

花絮：布拉德•皮特与安吉丽娜•茱莉 

布拉德是艾伯塔熟悉的客人，包括埃德蒙顿

62 岁的售货员利特尔老人。“我第一次遇到

布拉德是十二年前，他当时在拍《燃情岁

月》。这次，我又见到了他，他想买一些东

西送给他的同事们，比如说安东尼•霍普金

斯。”在利特尔老人的店里，皮特买了三把工

艺品刀具，共中包括一把鲍伊猎刀 (Bowie 

Knife)的复制品，每件东西都价值不菲。皮特

似乎对刀兴趣盎然，“布拉德取走了我的名片，

他说他会和我保持联系”，利特尔说。 

 

2006 年再度到访艾伯塔，皮特携手安吉丽娜

共同领略艾伯塔别样的风情。在《刺杀神枪

侠》拍摄期间，皮特还忙里偷闲，携茱莉与

家人一起前往艾伯塔的“恐龙之都” ，参观了

世界闻名的恐龙博物馆---皇家泰瑞尔古生物

博物馆。想必皮特和茱莉在博物馆定是流连

忘返，忘情穿梭于地球 45 亿年前的时空中吧？

不管怎样，皮特和茱莉的双双来访让这座博

物馆瞬间星光熠熠，大放异彩，不仅引来了

众多粉丝的尖叫追随，还吸引了加拿大全国

媒体的视线，并成为加拿大翌日当仁不让的

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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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户外泳池卡城户外泳池卡城户外泳池卡城户外泳池 (加西中文网加西中文网加西中文网加西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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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卡尔加里说说卡尔加里说说卡尔加里说说卡尔加里 Flames 冰球队冰球队冰球队冰球队(龙谋龙谋龙谋龙谋)  

 

 

 

 

 

卡尔加里火焰（英语：Calgary Flames）是位

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简称卡城）

的国家冰球联盟（NHL）队伍，隶属于西大

区西北分区。火焰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阿省

的另一支 NHL 球队埃德蒙顿油人，两队交锋

的赛事广受注目，堪称阿尔伯塔德比（Battle 

of Alberta）。 

火焰队于 1972 年在美国亚特兰大成立。当时

NHL 为抗衡新成立的世界冰球协会（World 

Hockey Association）而在纽约州长岛创立了

纽约岛人队，但 NHL 却同时需要另一支新球

队来抵消岛人队对赛季时间表做成的影响。

国家篮球协会（NBA）亚特兰大鹰队的东主

因而获准在该市成立另一支 NHL 球队，并以

美国南北战争中威廉•特库姆塞•舍曼将军向

大海进军期间摧毁亚特兰大的大火将球队命

名为亚特兰大火焰（Atlanta Flames）。 

当时火焰队与同系的鹰队共用 Omni 竞技场。

虽然火焰队的成绩不俗，但其东主的财务却

一直拮据，赛事门票销量有欠理想，也没有

向主要电视台出售转播权。东主到 1980 年被

逼放售火焰队，在亚特兰大本地却缺乏买家。

球队最终以 1600 万美元售予一个来自卡尔加

里的财团，成交价是当时 NHL 球队的新高。 

球队于 1980-1981 年度赛季迁往卡尔加里作

赛至今，新东主认为“火焰”一名与卡城的

能源业重镇地位相符，因此保留该名。火焰

队在卡城首三个赛季的主场为牛仔节竞技场

（Stampede Corral），到 1983 年则迁至奥运

马鞍体育馆（现称丰业银行马鞍体育馆）。 

做为在加拿大冰球圣地阿尔伯塔省最大的城

市，卡尔加里的冰球队，火焰队也是联盟中

长时间的劲旅之一。在加入联盟的 31 年中，

曾经三次闯进过最后的总决赛，并在 89 年获

得了队史上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的

斯坦利杯。 

 

在 2004 年做为 11 年来第一次闯入最后总决

赛的加拿大球队，火焰队被当时的总理马丁

誉为加拿大之队，所以他们的肩章上可以拥

有加拿大国旗，这也是六支加拿大球队唯一

一支有此特例的球队。虽然在 7 场大战中惜

败给了坦帕湾闪电队，但是当时队内的核心

都给球队带来了足够闯入季后赛的力量，尤

其是芬兰国门米卡.基普所夫和队长尹根拉在

04 赛季的涌现成为队内的核心为球队随后四

个赛季连续闯入季后赛立下了汗马功劳。就

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拥有核心的球队在上个

赛季却出人意料地被季后赛拒之门外。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龙谋龙谋龙谋龙谋，，，，资深冰球球资深冰球球资深冰球球资深冰球球

迷迷迷迷，，，，号称央视冰球评论员号称央视冰球评论员号称央视冰球评论员号称央视冰球评论员，，，，毕毕毕毕

业于阿尔伯塔大学业于阿尔伯塔大学业于阿尔伯塔大学业于阿尔伯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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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加里火焰队是一个典型的身体型的防守

球队，往往通过自己强壮的身躯利用冲撞给

对手的进攻带来麻烦。但是由于锋线球员身

体都比较高大，所以代价往往是牺牲了速度，

转身过慢。而在这个进攻速度都在提升的联

盟，这样的打法已经严重落伍了。加上老队

员过于多，速度更是一度再慢。 

火焰队是进球倒数第二多的球队，可见此球

队的攻击力非常差。在糟糕的上半赛季之后，

球队经理痛定思痛，在冬奥会开赛之前换走

了队中的年轻主力后卫，迪翁.费那夫，随后

又在交易日截止之前换走了队中的两名主力

锋将，尤克宁和汤格。但是球队并没有多少

的改变，尹根拉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攻城拔寨

的辉煌，而基普琐夫也状态大大下滑。 

鲍以米斯特只获得了职业生涯最低的数据，

32 分。实际上连续四个赛季在季后赛在第一

轮都被淘汰之后，火焰队就该意识到自己球

队存在的问题。可惜连续四年被季后赛马马

虎虎的成绩所掩盖，最终导致了这支打法粗

野的防守球队走向了衰败的轨迹。 

火焰队貌似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居然在自

由市场上把上赛季刚刚转走的两名重将给签

了下来。他们是芬兰大将尤克宁，和汤格。

两名都是 30 好几的老将，被火焰队抛弃之后，

又被火焰队签了回来。但是薪金已经大大降

低，所以说今年夏天的火焰队被誉为是最佳

绿色回收商。 

由于球队老化严重，年轻球员没有几个能上

来的，所以这支球队开始走向了衰败的轮回。

但是在联盟的常规赛季，火焰队这种靠身体

往往会获得很大的优势，而且夏季的引援中，

离开火焰队的球员并不多，加盟的球员对教

练队友更有着原本的默契。所以说火焰队在

一开始可能还会有一定优势。但是随着比赛

的进程，火焰队这种靠身体吃饭的战术会导

致很多伤病而造成战斗力减员，这对于几乎

没有板凳深度的火焰队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周日的比赛中随着加时赛克里（Corey Perry）

在加时赛 2 分 26 秒的进球，安那翰鸭队主场

3-2 取得了胜利，使得火焰队连续第 22 次在

本田中心告负。 

火焰队防守队员克里斯（KrisRussell）赛后接

受采访时表达说“我们本来希望能够赢下这

一系列赛。因为不管别人从赛季初开始到季

后赛如何评价我们，我们都是一支自信的队

伍，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与很多顶尖球队一决

高下”火焰队中锋乔伊（Joe Colborne）则在

采访中说到“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但是现在只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却很难。”伴

随着一声叹息，他接着说“这种感觉其实很

糟，我们今年非常努力，我们使很多人感到

惊讶，再过几天我们也许会往好的方面多想

一想，但是现在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尽管如此火焰队的球员表示在比赛开始前他

们还是没有怀疑自己本身的实力，因为他们

不仅相信自己足够年轻，也相信老队员在球

队中的作用，加上自身的努力使得他们能够

在季后赛走得更远，目标只有一个——夺得

斯坦利杯。 

但是对于一支重建第二年的队伍来说，他们

走的已经足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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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移民从开餐馆到镇议员大陆移民从开餐馆到镇议员大陆移民从开餐馆到镇议员大陆移民从开餐馆到镇议员 (星报星报星报星报) 

 

石清石清石清石清，，，，是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的移民是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的移民是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的移民是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的移民，，，，在大温在大温在大温在大温

生活几年之后生活几年之后生活几年之后生活几年之后，，，，6 年前迁居艾伯塔省小镇年前迁居艾伯塔省小镇年前迁居艾伯塔省小镇年前迁居艾伯塔省小镇。。。。

在去年年底的市镇选举中在去年年底的市镇选举中在去年年底的市镇选举中在去年年底的市镇选举中，，，，石清以第一高票石清以第一高票石清以第一高票石清以第一高票

当选小镇议员当选小镇议员当选小镇议员当选小镇议员。。。。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他写下了自己他写下了自己他写下了自己他写下了自己

的参选经历和议员生涯的参选经历和议员生涯的参选经历和议员生涯的参选经历和议员生涯。。。。 

 

自从搬到这个离 Calgary（卡尔加里）不到 1

个小时车程的 Cremona 小村，我经营的中餐

馆在 5 年的时间里声誉越来越好，逐渐成为

了小村的一个社交中心。由于天性敢说敢做，

对于村里的不公平、不正常的事情经常仗义

执言，不怕得罪当权者，我逐渐建立了敢于

为老百姓代言的名声。 

过去几年，村里发生了好几件不正常的事情。

1、行政长官的工资急剧膨胀，从 5 年前的 5

万加元一年一下子涨到近 15 万；2、行政人

员越来越多，却没有人给办事的居民好脸色；

3、强行修改停车附例，使商业铺面门前停车

位 减 少 多 半 ； 4 、 突 然 中 断 与 山 景 县

（Mountain View County）里的合作，使村里

由原来负担消防队救护队的费用的 20%，变

成自己负担 100%。这几件事，严重影响了居

民的利益，造成商业经营困难，人口流失。

渐渐地，居民们不断游说我来参选议员，因

为我对这几件事情都持反对态度。 

在加拿大，政府架构为三级，联邦、省和下

面的市县镇村。这里的市、县、镇和村都是

平级的，英文统称 Municipality，属于基层自

治单位，互相合作但没有隶属关系。虽然分

为三级，但上一级并没有决定下一级事务的

权利，上一级的职能是为下一级服务，上一

级必须严格中立，不能在选举时为其中一方

站台，更不能指定候选人，至于指定市长之

类，更是万万不会。 

Cremona 村位于阿尔伯塔省，在山景县境内，

是城镇型政府，有 450 多名居民。除了

Cremona 村，山景县内还有四个比较大的镇。

山景县里没有居住在 Cremona 村或者其他四

个镇的居民，是非城镇居民，他们由山景县

政府负责。所以 Cremona 村和山景县以及这

四个镇都是平级，合作的关系。 

无市政无市政无市政无市政经验经验经验经验 决定选议员决定选议员决定选议员决定选议员 

决定参选后，首先要获得选民提名。提名程

序对于我来说非常容易。听说我要参选，很

多选民主动来到我的餐馆，认真地填写了资

料，签名提名我参选议员。有些人甚至要求

我竞选市长（其实算村长，因为市长镇长和

村长不仅平级，而且名称都一样，英文叫

Mayor）。但我没有市政经验，担心选上市

长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决定选议员。由于

还有另外 3 个议员和市长，我边学边做，就

不会有问题。2 天后我获得了正式认可的参

选人资格。提名通过后，最重要的是准备政

纲。 

听说我参选了，马上有几个当地很有声望的

人自告奋勇来帮我。他们都很认真地听我解

说自己的见解，然后帮我归纳整理成为简洁、

易懂、能够抓住人心的正式政纲。这几个义

工中，有退休的校长、警察、公司老板、大

型飞机维修工程师，也有普通村民。他们没

有人想占我餐馆的便宜，反而更多地消费，

正常付款之外还多加小费，以示对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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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政纲主要有：缩减公务员队伍、降低行

政开支、撤销不利于商业的法规、以互助的

形式解决无车族交通等。 

政纲简洁易懂政纲简洁易懂政纲简洁易懂政纲简洁易懂 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有的放矢 

加拿大的地方选举，都是各省安排的统一时

间进行的，由省里组织选举委员会，经过专

业的中立和法规训练，具体进行选举安排，

同一天选举全省的地方议员和市长、县长候

选人。只要符合候选人资格，没有哪个政党

能够阻止你竞选，只要你通过了提名程序，

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安排的采访都是

对等的，不能有偏向。 

离投票日还有 2 个多月的时间，候选人必须

利用这个时间挨门挨户拉票。我先找印刷公

司印了大看板，把政见都扼要写在上面，就

是裁员减薪，倾听民意，高效行政。支持者

们纷纷来拿看板插在自家门前草坪上，广告

效果非常好。但我的政见惹恼了当时的行政

长官和所辖区的公务员，他们不敢当面破坏，

就在晚上偷偷破坏了一些看板。我没有太在

意，坏了再换上而已。我还列印了大量政见

宣传单，跟老婆一起挨门挨户上门宣传，跟

每一户的居民握手致意。 

敲门拉票敲门拉票敲门拉票敲门拉票 宣传牌遭破坏宣传牌遭破坏宣传牌遭破坏宣传牌遭破坏 

本镇议会由 4 个议员和一个市长组成。市长

和议员的权力基本平等，做决定的时候也只

有一票。为了实现我政纲里的承诺，我在议

会里至少有 2 个同盟军才行。于是我就在镇

里寻找能够胜选而又与我理念相同的人，其

中一个是一家咖啡屋老板，另一个是一个有

上万亩地的地主加商人，在本地都有一定影

响力。这个地主加商人起初因为工作太忙坚

决不同意。我一个要好的朋友是他的堂兄，

我找他堂兄跟他分析利弊，让他明白如果目

前的形势持续下去，这个镇就没有希望了，

在投票日前一个月，他终于同意参选。 

按照省里制订的选举规则，每个候选人都有

3 分钟时间在电台和电视台陈述政见，前提

是不准互相攻击。在正式投票前 3 天，镇里

的社区中心也举行了竞选辩论和政策说明会，

每个人每次有 3 分钟的演讲和辩论时间，3

个市长候选人和 7 个议员候选人抽籤决定发

言先后。演讲和辩论完后，在场的选民可以

提问。回答是否得当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最

后的让更多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机会。因为我

的政纲完整和可行，我的辩论得分不少。 

准备充分准备充分准备充分准备充分 辩论占上风辩论占上风辩论占上风辩论占上风 

终于到了投票日了。票站服务人员由一个省

里安排的选务人员和几个外镇的无直接利益

关系的人组成，经过培训后在票站提供中立

的服务，引导选民如何填写。但选民填票时

要到一个独立的不能被任何人看到填写过程

的小隔间，写好后折迭起来，外面看不到字

迹，然后投到票箱里。本镇选民和候选人有

权利组成观察团监督投票和计票过程，但不

可在投票开始后的过程中诱导选民的投票意

向。否则是破坏选举，是严重的犯罪。 

我和妻子作为本镇唯一的亚裔人口，面对众

多本地庞大的家族和亲友势力，实在没有多

大把握能够当选。怕丢面子，我也没有去监

督计票。因为过去 3 届议会班子做的太差，

几个和我志同道合的候选人及支持者，都认

为我们会胜选。我们的市长候选人，咖啡屋

老板，都有家族亲友支持。我原先的希望是，

即使我落选，有他们选上，本镇的未来仍然

充满希望。当时，踌躇满志的 10 多个人聚集

在我的餐馆里，我准备了香槟、啤酒和葡萄

酒，准备庆祝其他几位同道候选人的胜利，

而我没有对自己的当选抱太大希望。 

同道同道同道同道 5 人参选仅人参选仅人参选仅人参选仅 2 人获选人获选人获选人获选 

晚上 10 点钟，电话响起。我接起电话，是个

陌生人的声音。他代表选委会，祝贺我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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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当选本镇议员。这个陌生的声音带给我

好消息，却同时也带来了坏消息。我们五个

同道候选人，只有我和大地主当选，市长候

选人和咖啡屋老板均落选。 

因为与期望有落差，我和大地主都很失望，

认为 2 个人在议会属于少数，做不了主，不

会有所作为，都萌生了退意。但落选者则阻

止我们退出，建议我们接受结果，看看其他

几位当选者的情况再说。选举的结果是，对

方阵营力挺的市长候选人当选，另外 2 个阵

营不明的女士当选议员。 

第二天，在我的餐馆里，候任市长的夫人当

着十几个本镇居民的面，居然说她老公绝不

与我的大地主朋友合作，一定要把他赶出议

会。结果是被所有在场居民群起而攻之，弄

得她下不来台。我做好人，把她叫到一边，

以朋友的口吻告诉她，这是选民选举的结果，

你这样攻击一个第二高票当选的议员，会给

你市长老公带来麻烦。可能是在外面看到了

争吵，候任市长也来到我的餐馆，感谢我帮

他夫人灭火，并声明他接受选民的选择，一

定会诚心诚意与所有当选议员合作，争取把

Cremona 建设成为行政高效，商业繁荣，邻

里和谐，健康成长的城镇。 

当选后我很快得到省选举委员会的确认。省

长、市政事务厅长、本地区的省议员、联邦

议员都发来亲自签名的祝贺信，并都期望合

作愉快，并告知需要他们协助时如何与他们

联系。市政事务部就是 Municipal Affair 

Department，是省级单位，专门协调全省市

政事务，解决市选纠纷，或者处理有关市政

的举报等。 

上任前学习议事规则上任前学习议事规则上任前学习议事规则上任前学习议事规则 

正式上任前 3 天，有省市政事务部派员给新

当选市长和议员进行密集的就职前培训。其

中最重要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 100 多

年前由罗伯特先生创立和总结的议事程式，

充满了民主、公平和制约的智慧，被全世界

的民主政府广泛采用。 

选举的一个星期后，2013 年 10 月 23 日，我

和另外 3 个议员及一个市长正式走马上任了。

庄严肃穆的就职仪式上，每个新当选者都要

手按圣经，对神发誓，以最真诚的态度，为

选民谋利益。在加拿大，公民入籍的时候宣

誓效忠女王，但当选议员是向上帝宣誓忠于

良心，忠于选民。 

仪式后首个事项是召开第一次公共会议。因

为对罗伯特议事规则不熟悉，我还闹了点笑

话，经省里来的辅导员纠正后，我的意思才

形成动议付诸表决。我的动议是暂不派议员

或者市长参加全省民选官员大会，因为费用

太高。这个动议被否决了。因为我其实对那

个事项还不了解，那是个和省长及各部部长

沟通的好机会，而我太着眼于费用了。 

10 月 24 日，本省中部地区 150 多名新当选

市镇议员和市长及行政长官开会，就我一个

亚洲人面孔，感觉是鸡立鹅群。好在大家都

友善，没有被排斥的感觉。 

引入商机引入商机引入商机引入商机 

村议会的一大责任，就是引入商机。加拿大

的商业机会，永远是国民优先，绝不能给予

外资高于国民的优惠，不以优惠吸引外资，

在我们这个小村庄里，就拥有小型飞机制造

业，环保马桶制造业，产品都畅销北美欧洲。

更不用说汽车维修，飞机维修，银行，旅馆，

健身，餐饮业等。 

加拿大的省市镇也有招商引资的欲望，但主

要是通过完善法制环境，使商业环境公平，

程式透明，营造媒体形象，打造平安和经济

的居住环境。我们这届议会上任后，就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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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这样的形象，已经颇有成效，3 家新的

公司入驻，不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待遇。 

公共事务公开开会解决公共事务公开开会解决公共事务公开开会解决公共事务公开开会解决 

村议会也召开很多会议，所有公共事务都要

开会解决。除了改变土地用途和行政人员待

遇等敏感问题，都得在所有居民都可以参加

的会议上解决。跟国内开会听领导讲话，传

达上级精神不同，这里开会是平等沟通协商，

目的是公平地解决问题。 

议会开会讨论公有土地出售时，如果我有意

购买，在讨论和决策时我就必须回避，这样

的制度设计有效避免了恃权自肥。公共事务

的决定权和执行权是分开的，议员的责任是

决定权，而执行权由行政部门完成。 

我们开会决定项目、预算及优先顺序，行政

部门遵照执行。我们只有权力任免行政部门

的负责人––行政长官，决定整个行政部门总

薪酬数目，但不能干涉其他具体人事安排。

比如去年 12 月 18 日开的会上，有个议题是

购买维修工使用的卡车和铲雪车，行政长官

把周边商家的所有单价、配置、性能、售后

服务等全部列出，供全体议员讨论决定。议

员做决定但不会碰钱，而购买者不能做决定。

这种透明而又互相制约的政府购买方式，给

所有环节的人员都没有留出谋私利的空间，

有效减少了贪腐机会。 

新年到了，公务员要求加薪。这次议会意见

比较统一，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估计这些

提加薪要求的低效率公务员要后悔了。表现

最差的一位在前几天被开除。民选的官员，

在合理合法的时候，处理这种事情底气十足。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在选举时支持我的朋

友，说再也不会支持我，因为我们开除了他

的朋友。实际情形是，他的朋友根本不胜任，

把维修机器都破坏了，很多该他做的事情都

不能做。 

否决公务员加薪要求否决公务员加薪要求否决公务员加薪要求否决公务员加薪要求 

唉，在加拿大也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满意

啊！好在绝大多数选民认可我们的做法。又

比如今年 1 月 21 日开每月例行议会会议，决

定最近要处理的事项。 

有一个前市长为自己负责的老年人基金会要

特权，因为他当政时给了基金会特权。我们

坚决不让步，因为议会必须同等对待所有慈

善团体。40 多项议程，100 多页文件，逐条

审议，平等协商，2 个小时完成。 

今年 2 月 13 日，我们还参加了全省市政涉法

工作会议（主要是关于处理公务过程中的法

律问题），我们分会场代表的区域亚裔人口

占 15%以上，却只有不到 1%的亚裔议员，看

样子亚裔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高啊。虽然我

头天晚上少睡了 2 个小时，当天 8 个小时的

会议却没有任何睡意。275 个议员和市政长

官，也没有任何人打盹，都认真听讲，提问，

记笔记。作为村议员，我的确投入了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但在金钱上政府的补贴微不足

道。出来开会虽然有车补，去远处才有，每

公里补贴 0.55 加元，餐补每餐在 20 加元以

内，实报实销，没有按月补贴。 

政府补贴微不足道政府补贴微不足道政府补贴微不足道政府补贴微不足道 

我作为新上任市镇代表，还视察了本地区 6

个垃圾回收站及处理中心，印象深刻。加拿

大全国在这方面的做法都差不多，花巨资投

入回收及处理。各地区高等教育机构都与地

方政府合作，开设有关的课程，培训专业人

员，协助处理垃圾，尽量变废为宝。毕业生

成为受人尊敬的垃圾处理专业人士。加拿大

的垃圾处理，做到了不产生污染，附近的地

下水被严格检测，绝对不允许污染河流、湖

泊，以及地下水源。去视察的垃圾场，都几

乎完全没有异味。想来那些工人在这里工作

也不会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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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3 日，居民自发成立了一个美化社

区的组织，议会批准了一个只有 200 元加元

的启动资金申请，其他所需费用该组织可以

通过各种自发筹款活动来筹措，不需要占用

公共预算。后来我通过所担任的董事职务，

让省政府的文化娱乐基金给他们拨款 5000 加

元，助益不小。这个组织后来确实为社区做

出了很多贡献。 

5 月 15 日，村议会开会决定今年约 20 万加

元的本地区文化娱乐活动拨款对象和拨款数

额，拨款委员会有 1 个县议员和一个村议员，

及 5-10 名社区代表组成，保证了拨款的公平。

我利用这个委员职位为本村争取到几笔较大

拨款，满足了本村及周围农民的文化娱乐需

要。 

在加拿大，议员关注的事情总是能够得到优

先处理。比如 4 月 2 日，我发现一段路路况

不好，给行政部门发短信询问，不到 2 个小

时路面就给补好了。 

新任市长曾经有意利用程序漏洞，绕开议会

决定一些小事，给他的朋友谋点小利，结果

出了纰漏，闹得很难堪。后来议员都特别警

惕这个苗头。在公共会议上，全体议员都要

求所有事情要共同讨论决定，必须有个透明

程序。之后市长对所有议员都示好，连一些

小事都不敢单独决定了。 

最后讲讲村政府如何分配每年的财政收入。

村政府的收入要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好好利用，

所以每年的预算案是村议会的重头戏。加拿

大村镇公共收入来自 3 个部分，一是房产税，

全部归村镇，二是居民水电气费用的提成返

还，也是全部归村镇，这两项占全部收入大

概 60%，其他 40%由省和联邦按一定比例拨

款。另外，如果有紧急项目，省和联邦还会

有特别拨款，没有哪级政府敢漠视这些紧急

需求。居民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是联邦和省

级政府收。城镇居民对村政府的负担就是房

产税。村镇市不向上级政府交费。上级政府

的全部收入来自于明确的税收，而且这些税

收要部分返还给村镇市，村里的基建花费，

大多由省和联邦政府拨款，我们一个不到

500 人的村，每年拨款不低于 50 万加元。 

每年预算案最重要每年预算案最重要每年预算案最重要每年预算案最重要 

今年的 1 月 20 日，村议会已经是第三次开预

算会议，对今年公共事务花项的每一个具体

细节事无巨细都要预先确定。到了 3 月 3 日，

又一次召开预算会议，尽管行政开支有了较

大的缩减，今年的预算案我们还是不满意，

要求行政长官继续削减管理开支，一人多职，

提高效率。 

预算案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明细具体，否则

绝不通过，这已经成了整个议会的共识。行

政长官很无奈，因为 3 月底必须通过预算，

她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一份只有 17 页纸的

预算案，议会审议了 5 个多月，过程中论证、

调查、对比，硬是一项一项压缩了不必要的

开支，迫使行政部门精简人员，提高效率。

终于 3 月底晚上加班审查通过，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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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2Go 汽车租赁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汽车租赁服务 

 

成立于 2009 年的汽车租赁服务公司 Car2Go

今天宣布，他们遍布全球八个国家六十多个

城市的用户数已经突破了 100 万，其中卡城

做为其在加拿大的第二大市场贡献巨大。 

2012 年七月该公司正式进入卡城汽车租赁市

场，当时公司在 88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投放了

150 辆智能小型车（Smart Car），为那些需

要临时汽车租赁业务的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

服务。经过了两年多的发展，截止目前卡城

共有 73,000 名该公司的会员，在方圆 115 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有超过 550 辆车可供选择。 

 

该公司北美地区市场总监 Paul DeLong 介绍道：

“这几年卡城的市场业务增长迅速，我们刚

开始这项业务时，那时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很多人对该业务的市场前景持怀疑态度。而

现在我们讨论的已经是何时我们会成为全球

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了，卡城是我们公司业

务能取得如此成功的重要市场之一。” 或许

是在卡城的成功给了该公司更大的信心，目

前 Car2Go 正在研究开发加拿大其他有潜力的

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 

使用 Car2Go 汽车租赁服务。首先需要申请成

为会员，在该公司网站: 

https://www.car2go.com/en/calgary/  

点击 Become a Member 链接，然后按照提示

输入所需信息即可。当您提交会员申请后一

般需要 5-7 个工作日，会员卡就会邮寄给您

了。 

在 Car2Go 的每个车的前挡风玻璃处有一个读

卡器，用您的会员卡扫一下就可以打开车门

了。车钥匙就放在触摸屏的右手边。当您进

入车的时候，读卡器上的红灯会亮起，从此

刻起它就开始计算里程了。当您坐好以后，

输入密码（PIN），回答完屏幕上的问题后，

如果答案正确的话，您就可以正式开始旅程

了！ 

 

当您打算终止此次租车服务的时候，您必须

将车停在指定的停车范围内。这需要您提前

做些功课，看看有哪些区域是可以停 Car2Go

的车辆的，在该公司的网站上都有实时更新

的停靠区域以及可供使用的车辆数量等等信

息。当您停好车后，熄火，把车钥匙放回原

处，然后根据触摸屏的提示操作，完成即可。

下车后再用您的会员卡扫描一下读卡器，车

就锁住了。 

目前该公司在北美 14 个城市提供汽车租赁服

务，凭借您的卡可以在所有 14 个城市使用该

服务。在加拿大的所有城市中使用方法和步

骤完全一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一

些城市可能使用方法和收费标准等会有所不

同，了解这个您可以查看： 

https://www.car2go.com/common/data/locatio

ns/usa/common_3/pdf_5/City_Access_FAQ.pdf 

使用 Car2Go 服务是按照使用时间来收费的，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押金，停车费，汽油费

等等收费。具体收费标准请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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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费是包括在租车费用中的，您不用再付。

如果您的旅途比较长，您不得不自己加油时，

Car2Go 公司将酌情予以补偿。比如如果汽油

只剩下不到 1/4，您给加满了，那么公司会

送给您额外的 20 分钟使用时间等等。 

另外保险费用也包括在租车费用中，这样您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而没有后顾之忧了。 

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 卡城新规将出卡城新规将出卡城新规将出卡城新规将出，，，，Smart 不能再盘踞不能再盘踞不能再盘踞不能再盘踞

街道了街道了街道了街道了 

市议会（council）可能会通过一项新的共享

车辆停放政策。这将会迫使便捷租车服务公

司不能扎堆停放的待租用车辆，否则将面临

处罚。 

 

根据卡城市政府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这项提

案明确了便捷租车服务或者其他共享车辆都

必须遵守停车区域内标明的限时，否则像其

它车辆一样会受到罚单甚至被拖走。 

Car2Go 有 550 辆 smart，虽然只占有卡城车

辆的不到 1%，但是便捷租车服务已经在过去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改变卡城市中心停车区域

的景观。 

这项服务允许用户将租用车辆停放在任何公

共停车位，甚至仅限住户使用的区域，这样

给用户带来了很多便捷，但却招到了其它机

动车辆车主的不满。商业协会和限时停车区

域的住户投诉说这些车辆经常扎堆占据街道

七八个小时，使其它的车辆很难找到停车位。

这种困扰在市中心尤其严重。 

上周三，交通委员会收到的这项关于共享车

辆的提案，要求租车服务公司一旦发现车辆

扎堆停放在某一区域，马上出动人员将车辆

分散停放。至于“扎堆”的数量限制，可能

是 1/4 的总停车位数量或者 1/5 的住宅停车

区域的停车位数量。没按规定移动的车辆会

被收取高额的停车费或者限制其在某些住宅

区域内行驶。 

政府高度赞扬了共享车辆对于城市交通的贡

献，便捷租车服务降低了私家车的使用，每

辆 smart 可以至少减少 3 辆车上路。一个较

小的公司，Calgary Carshare，提供不同于便

捷租车服务公司的共享车辆服务，每辆车可

以减少 7 到 13 辆车上路。 

交通委员会的官员说，“2016 年 9 月份，这

项提案还会被进一步优化调整”。报告指出，

假如这项政策不能减少集中堆放问题，尤其

是在市中心，商业界和其它停车者会认为市

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相反，如果这项

政策过于严格和限制了人们使用共享车辆的

机会，共享车辆公司的用户会认为市政府管

得太宽了”。 

“一旦新政策生效，租车服务公司会按照普

通私家车同样的费率付所有停车费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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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私家车一样会收到罚单和拖车的处

罚。” 

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 600 辆辆辆辆 Smart 开上重庆街头年内你开上重庆街头年内你开上重庆街头年内你开上重庆街头年内你

可以随便租来开可以随便租来开可以随便租来开可以随便租来开！ 

今年，如果你在重庆街头看到众多蓝白颜色

的 Smart，莫吃惊，这是德国商戴姆勒集团

推出的汽车共享项目 Car2Go，而重庆是其在

亚洲的首个试点城市。 

Car2Go 是由戴姆勒于 2008 年推出的一种创

新的租车服务，它打破了传统租车企业按天

计费和在门店租车还车的运营模式，类似于

国内许多城市设立的公共自行车租赁项目。

“你可以用手机 APP 软件或电脑查找最近的

Smart，并可以用手机直接打开车门，把车开

走。”戴姆勒金融服务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恩腾曼说，更为便捷的是，车子从

A 地开到 B 地后，可以随手放到路边的停车

位上，用手机结束整个租赁服务。 

恩腾曼介绍，与传统的租车业务相比，

Car2Go 没有固定的门店和过多的人员，不需

要事先决定要租赁多长时间。租费按分钟计

费，提倡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费用。戴姆勒

公司没有透露每分钟的费用，但其在德国柏

林计费标准为 0.29 欧元/分钟，约折合人民

币 2.1 元。 

据了解，Car2Go 车辆可在重庆主城区行驶，

在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圈和人流密集的地方都

有停放点，不用出停车费。 

2015 年 1 月 8 日，德国戴姆勒（奔驰）集团

与重庆市政府关于将重庆作为“car2go”模

式在亚洲推行的首个试点城市举行签约仪式，

戴姆勒集团将在 2015 年投入数百辆奔驰

smart 车型，以支持该项目。据悉，“car2go”

模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单程、自由流动

式”汽车共享体系，即无固定门店、无需在

指定地点租车与还车的即时汽车共享系统。

租车按照使用时长来收费，无需支付停车费

与汽油费，市民可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方

式来付费，非常便捷。 

 

不久后，市民只需在智能手机上安装相应的

APP，就能随时随地租驾 smart 满城跑。昨日，

国际知名豪车制造商戴姆勒与重庆市人民政

府签约，其旗下汽车共享项目“car2go”正

式进入中国市场。今年内，戴姆勒将在重庆

投放数百辆 smart 轿车，供市民租赁。 

提及戴姆勒，可能很多市民并不是特别熟悉，

但其拥有梅赛德斯—奔驰、smart 等品牌，是

全球最大的豪华汽车生产商、商用车制造商

之一。 

“所谓‘car2go’，就是采用奔驰 smart 组成

的单程、自由流动式汽车即时共享体系，市

民无需在指定地点租车和还车，租车用车更

为便捷、灵活。”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

亚太区负责人白悦仁介绍，以前租车，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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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固定的实体店填写表格、购置保险来

租赁汽车，还需在指定地点还车。而基于互

联网普及，该集团于 6 年前在德国推出了

“car2go”项目，客户注册为会员后，只需

通过家里电脑上网、或是智能手机上的 APP，

最多提前 30 分钟便可寻找并预订附近的

“car2go”专用轿车，通过智能手机开锁驾

驶。使用完后，只需将车停放在运营区域内

任意停车场、或专用停车场即可，无需停回

原地点。 

白悦仁称，目前，该项目已在华盛顿、柏林、

多伦多等 29 个城市运营，约投入 12.5 万辆

车，注册会员超过 100 万，已服务 3200 万人

次，平均每 1.5 秒就有一辆“car2go”被使用。

而重庆则是其进军亚洲市场的首站，首期将

投放数百辆蓝白色系的 smart 轿车。同时，

“car2go”也将有它的中文名“即行”。 

租用 smart 贵不贵，哪些区域能取车？戴姆

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国铮

称，“car2go”最大的优点在于可灵活安排

路线和时间，上下班、购物、商务出差等均

可使用。重庆先期将在两江新区、机场、大

学城，以及主要人群密集区投放，路面停车

还可享受免费优惠。 

“至于收费均按分钟计费，我们认为按分钟

计费相较于以小时、日计费而言，更精准、

更合理。”国铮说，以柏林为例，服务计费

标准为 0.29 欧元/分钟（停车时按 0.19 欧元/

分钟），客户使用多少时间就付多少钱，中

途加油则可享受一定时间的免费驾驶时长。

目前，重庆地区的收费标准还在调研制定中。

可以肯定的是，客户可通过支付宝、微信、

红包等互联网方式付款。 

“我们费用中已包含了行车过程中的所有费

用，包括燃料费、保险费等，还提供专业团

队定期洗护车辆。”白悦仁说，客户既省去

上车险、保养之劳，又无失窃之虑，还告别

了高昂的停车费用，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私家

的“公共交通”工具。 

商报记者了解到，中国的租车市场格局仍处

于生长初期。有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7 年时，

中国汽车租赁市场的规模将增至 82 亿美元，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8%。目前，中国汽车租

赁市场分散化严重，神州租车、一嗨租车等

前三大商家的市场份额只有 11%，而美国为

95%、韩国为 48%、日本为 32%。这显示出

国内竞争者非常庞杂。 

“我们相信中国将成为‘car2go’继欧洲、

北美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市场。”戴姆勒智能

交通服务集团首席运营官克普勒称，重庆是

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心城区居民达 430

多万，“我们希望在重庆将该项目打造成为

整个亚洲市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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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加里加里加里加里 (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流》第 4 期  Page 25 

 

 

 

 



 

《流》第 4 期  Page 26 

 

 

 

 



 

《流》第 4 期  Page 27 

 

艺术艺术艺术艺术 ART 

 

 

Art is about beautyArt is about beautyArt is about beautyArt is about beauty    and feeling.and feeling.and feeling.and feeling.    

 

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Pablo Picasso）））） 《《《《梦梦梦梦》》》》拍卖拍卖拍卖拍卖 1.55 亿美金亿美金亿美金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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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 卡尔加里义卖为大凉山孩子献爱心卡尔加里义卖为大凉山孩子献爱心卡尔加里义卖为大凉山孩子献爱心卡尔加里义卖为大凉山孩子献爱心 ( Emily Xu) 

 

 

 

 

 

 

 

 

 

2015 年 1 月 24 日，卡尔加里“小吃一条街”义卖义吃------第二届为大凉山孩子献爱心活动。 

 

 

Emily Xu （（（（徐凡徐凡徐凡徐凡/丫丫丫丫丫丫丫丫），），），），13 岁岁岁岁。。。。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卡尔加里 Tom Baines School 九年级学九年级学九年级学九年级学

生生生生。。。。痴迷绘画痴迷绘画痴迷绘画痴迷绘画。。。。 2012 年年年年 Th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NCC)举办的全加拿大举办的全加拿大举办的全加拿大举办的全加拿大  

““““Raise Your Voices!”””” National Student 

Banner Contest 七名获奖者之一七名获奖者之一七名获奖者之一七名获奖者之一。。。。2014 年年年年

画 作画 作画 作画 作 ““““ Calgary Tower ”””” 及 配 诗及 配 诗及 配 诗及 配 诗

““““Rapunzel’’’’s Tower””””被选入卡尔加里艺被选入卡尔加里艺被选入卡尔加里艺被选入卡尔加里艺

术家城市宣传画册术家城市宣传画册术家城市宣传画册术家城市宣传画册““““A city map in verse 

and visual””””，，，，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

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梦想是成为迪士梦想是成为迪士梦想是成为迪士梦想是成为迪士

尼的动画师尼的动画师尼的动画师尼的动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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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杂文杂文杂文:  煮牛肉煮牛肉煮牛肉煮牛肉( 婳竹斋主人婳竹斋主人婳竹斋主人婳竹斋主人) 

 

 

 

 

 

 

 

 

 

 

 

 

 

 

 

昨夜雨疏风骤，待外子酣声咋起，料他已去

见周公。悄悄从卧室溜到厨房，在酒柜中偷

得些许女儿红，兑上雪碧，再在水晶杯里加

个樱桃，浅斟深酌着上网。  一网友四处询问

如何煮牛肉，想来是持家好太太，不禁技痒，

倾肠诉之，倾囊教之。     

若要肉滑汤鲜，必用老牛肉煮汤，嫩牛肉煮

肉，两不相干，上桌时把老牛汤嫩牛肉混在

一起，肉嫩汤浓，再撒些红红翠翠的东西上

去，才可食色俱佳。此乃一高僧所赠，他赠

我后就出家了，此方堪称绝笔。 

盛汤的盆子当然贵贱不拒：牛肉块切的玲珑

的，不论官窑、定窑、钧窑......只要那个窑烧

的东西够大就可拿来装汤，小一点可改装例

汤，不要吝才惜物；喜欢牛肉块切得宏伟的

我比较喜欢陶盆，尤其是上面刻云纹水纹，

黑黑红红的，十分的诱人。大溪的、玛雅的、

埃及的都好，当然你不能去拿博物馆里的陈

列，你可以去买仿制品，但要注意不能对付

钱的人说实话。 

一次在卢浮宫外的一个纪念品店里，外子已

经掏出了钱包准备给我买一只仿制埃及陶盆，

千不该他叹着气问：“你要那东西干什么？”

万不该我居然答：“装牛肉汤。”话音未落，

外子白我一眼，装起钱包，拉着女儿就走。 

唉！要不人说夫妻间说话一定要讲艺术呢！

若世间真有轮回，我可以重选答案，我一定

会含情脉脉地说：“不知多少次，我梦到前世

的我就是泥罗河畔的一女子，这个盆就是你

临行前给我的信物，我要生生世世守侯

它...... ”我永恒的盆啊! 

 

最气势磅礴的是那种连骨头一起炖的牛肉。

那沸腾的生活让人想起梁山好汉，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我从少女时代就心心念念着这种

经历，吃饱喝足，骑马扬刀，杀下山去；劫

官银、盗粮草、抢镖局，再抓几个青楼娘们

回来唱<<胡笳十八拍>>。这愿望伴我一生，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婳竹斋主人婳竹斋主人婳竹斋主人婳竹斋主人，，，，少不更事时少不更事时少不更事时少不更事时

与诗为伴与诗为伴与诗为伴与诗为伴，，，，在词藻韵律间感怀人生在词藻韵律间感怀人生在词藻韵律间感怀人生在词藻韵律间感怀人生，，，，

年年暮暮朝朝年年暮暮朝朝年年暮暮朝朝年年暮暮朝朝。。。。去国十余载去国十余载去国十余载去国十余载，，，，现旅居现旅居现旅居现旅居

加拿大卡尔加里加拿大卡尔加里加拿大卡尔加里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在落基山下听风读在落基山下听风读在落基山下听风读

雨焚雪品茗雨焚雪品茗雨焚雪品茗雨焚雪品茗，，，，赏花赏月赏秋香赏花赏月赏秋香赏花赏月赏秋香赏花赏月赏秋香。。。。有采有采有采有采

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淡泊不志淡泊不志淡泊不志

明明明明。。。。贪念美食而不喜做饭贪念美食而不喜做饭贪念美食而不喜做饭贪念美食而不喜做饭，，，，爱买碗爱买碗爱买碗爱买碗。。。。

无主张无主张无主张无主张，，，，缺信仰缺信仰缺信仰缺信仰，，，，唯两大恨事唯两大恨事唯两大恨事唯两大恨事：：：：听傻听傻听傻听傻

子讲历史子讲历史子讲历史子讲历史，，，，听庸人评时政听庸人评时政听庸人评时政听庸人评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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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未实现。来到海外，希望就更加渺茫

了。 

有一次回国随外子去乡下，在院子里和一帮

孩子吃沾着盐面的大锅煮肉，尽管后来外子

说人家请我和孩子们一起吃是跟我客套，因

为我是客，哪想我抓起肉就啃，还吃那么多！

我简直丢尽了他的脸。不过我一直以为那是

我一生吃过的最好吃的肉了，我喜欢那么豪

爽气派的吃法！丢脸就丢脸吧，反正是丢他

的又不是我的。 

我一直以为这连骨的牛肉，非用司母戊大方

鼎盛不可。只有它，才配得上用来祭肚祭胃

祭五脏神。一个我尊敬的人说过：“其实什么

江山社稷愿望理想，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

里才是真的。放着真的不祭去供缥缈的，不

是太傻了吗？” 

 

若家中有人见过大世面，饭菜上来，总是拈

筷而笑，不置可否，那你可以去有名的牛肉

店叫外卖，上桌前热一下，记住关键在于绝

对不可将快餐盒端上桌，太煞风景。千万要

换自家的碗碟，还要作出“手艺不好，现丑了”

的样子。这时不妨想象院里樱花绚烂如霞，

自己和服木屐，在玄关款款跪下：“您回来啦，

我炖了一天的牛肉汤等您回来......” 

若你的牛肉汤仍无人捧场，你就要对食客们

进行教育了。告诉他们煮饭是一个多么艰巨

的事情。煮一顿饭容易，煮一辈子饭很难。

要付出多少心血才能保证每天没有人上吐下

泻，积食过敏，以至外遇、婚变、上吊、投

河......告诉他们纵然食糟糠也要视之膏梁，更

况牛肉哉！先秦时偷杀牛吃还是犯法的啊！

所以，不要想着碗里是牛肉，要把它想成龙

肝凤髓，至少也是河豚...... 

若实在还是伺候不起，那么就不要说什么了，

该休夫的休夫，该休妻的休妻，十八岁以下

的饿三天，十八岁以上的轰出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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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随笔随笔随笔两则两则两则两则:  老外算术很差吗老外算术很差吗老外算术很差吗老外算术很差吗？？？？(范傥范傥范傥范傥) 

 

 

 
 

 

 

 

 

 

 

老外算术很差吗？真的很差！如果您问的是

老外中一般路人的算术平均水平的话。特别

当你一直在中国长大，而且不幸地还上过奥

数班什么的，那等你一到国外，跟老外一接

触，你就会惊讶于老外怎么这么“笨”！特别

是在算术上。我就经常拿以下几个例子跟朋

友聊，以彰显我的智商。 

有次实习时，算打针的剂量，老师考我们：

30 分钟打 50 ml，问一个小时打多少 ml？我

张口就说 100ml，各位中国同胞是不是觉得

无需解释。可是老师和几个同学诧异的看着

我，意思是：你乱猜的吧？其中一个同学立

即行动，一边套用公式，一边按计算器：

“50ml 除以 30 分钟，每分钟打 1.66666666ml，

再 乘 以 60 分 钟 ， 就 是 一 小 时 ， 打

99.999999ml”。算完，他满脸喜悦的望着我

说：“You almost right! (你几乎全对啦！)”  

TMD，你才几乎全对呢！面对这样的老师和

同学，我放弃解释的权利。 

还有一次，考试药剂学的计算部分，中国同

学考完几乎要睡着了，几大张卷子除了开头

几个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后面全是简单的

体重啦，浓度啦，剂量啦的比例问题，贼简

单。如果没得满分，绝对是看错题了。等考

完出来，老外同学围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答

案。我好奇地从旁边飘过，听到他们在讨论

前面的一个计算题：三分之二除以 0.8。一个

老外激动地说：“怎么可能用分数除以小数？

题目错了吧？”哎-----，真是绝望！ 

不但加拿大的老外，我在英国读书时，发现

英国人也一样绝。到超市买点东西，算下来

一共 4.02 英镑。我给收银员（一白人小哥）

一张 50 英镑，又很知趣的找出 2 便士，也递

给他，好找钱。他一脸迷茫地先把 2 便士退

给我，然后按照计价器上面的金额，找给我

45 英镑 98 便士。我无奈地望着那堆金灿灿

银花花的便士，只想对这位白人小哥说：“你

开心就好！”。 

 

这让我无比怀恋国内我家楼下菜市场卖菜的

老婆婆。我去买菜，一块三毛一斤的白菜，

她一称，一边嘴里飞快的说：“一斤二两，一

块五毛六，看你老顾客了，就收你一块五，

只算了你一块两毛五一斤，不谢！”我默默给

钱，一边盘算我读博士的意义何在？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原中国地质大学教师原中国地质大学教师原中国地质大学教师原中国地质大学教师，，，，现现现现

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居加拿大卡尔加里，，，，为自由撰稿人及为自由撰稿人及为自由撰稿人及为自由撰稿人及

画室培训教师画室培训教师画室培训教师画室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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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看出老外算术有多差了吧？优越感立

马提升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老外们这

么笨，为什么科学界甚至数学界最牛逼的人

才却是老外？好吧，简单点回答这个问题就

是：第一， 算术≠数学。第二， 平均水平≠绝

对水平。 

先看看算术和数学。算术，特别是加减乘除

啥的，咱们中国人从小就做过不计其数，考

试还不让用计算器，这么几十年如一日的下

来，个个都成了算术熟练工。跟那些从小就

用计算器的老外一比，当然是显得驾轻就熟

啦。可是说到数学，包含的内容可是多了去

了。举个例子，应用数学就包括微分方程、

向量分析、矩阵、傅里叶变换、复变分析、

数值方法、概率论、数理统计、运筹学、控

制理论、组合数学、信息论、计算数学等许

多数学分支。你看，傻了吧？请问各位，这

些数学问题你懂几个啊？在数学上，是中国

人好还是老外好，这个就不那么容易比较了

吧？所以，以后说话得小心点，说老外“算术”

差，还算说得过去。敢说老外“数学”差，呵

呵，那您数学好，您帮我解个傅立叶函数先？ 

第二点，平均水平和绝对水平。实话说，到

了加拿大，我的一大发现就是：老外真是千

奇百怪。不管是体积、海拔、质量、颜色，

还是智力、心理，他们都差异巨大。至于那

是基因原因还是后天环境导致，这个问题我

还没有想明白。智力上，笨的，真是笨死过

去，聪明的，简直像是神话，例子就不举了。

关于“智力”上，为什么老外跟老外差异巨大，

在加拿大这么多年再加上主动向我女儿丫丫

打探，我算弄明白了，这个差距应该是环境

所致，特别是教育环境。 

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培养”是“琢”，产品比较

整齐划一；而欧美的教育核心是“发现”是

“筛”，产品固然高高低低。换句话说，在中

国，学校、老师一门心思想的是怎么把你“琢”

成“器”。所以，不管你是烂泥还是碧玉，都

给你琢成瓦缸。看上去外形都差不多，可是

烂泥作的瓦缸一装水就稀烂；而把碧玉琢成

瓦缸，你说浪费不浪费吧！拿数学来说，管

你什么脑袋，全中国的同年级的学生都基本

按一个大纲、一个进度和难度来学。学不会？

不好意思，继续学，您必须会。一学就会？

不好意思，您还得坐在教室继续陪听。 

而欧美，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天

赋和特长。把某个领域最优秀的大脑“筛”选

出来是学校的责任。以数学为例，丫丫刚到

加拿大读四年级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讲一些

基本的数学计算，超简单。之后，老师就发

一些练习题给学生做。练习题有意思，不是

每人发一样的。老师大体根据对学生的了解，

先发简单的，一部分学生基本就跟这张练习

搏斗到下课。而另一些学生轻松做完了这部

分，老师又给发一些难度更大的做。而刚从

中国接受数学洗礼的丫丫又很快做完了，老

师只好又发了一张难度更大的给她，直到没

有试题可以做为止。做完的习题，老师也并

不打分，更不告诉学生分数，只是就此对每

个学生的情况心中有数了。确实连最简单的

计算都跟不上的，数学课会到另外的教室，

由专门的老师辅导。数学超常的，比方说，

丫丫现在 9 年级班上的一个同学，数学特别

好，数学课也是单独到另外的教室去学，学

什么呢？12 年级的数学已经学完了，现在在

学高等数学---微积分，据说玩微积分跟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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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四则运算一样溜了。高大上吧？！请问各

位在国内上高中时，谁学过微积分了？而微

积分可是在理工科、经济学上有广泛的应用

哦。 

看出来了吧，欧美强调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

去发展个人的天赋。尽管欧美绝大部分人的

数学水平很差，但凡是真正愿意钻研数学的

那一小部分人往往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就，诺

贝尔经济学奖或菲尔兹奖不就还是老外的天

下嘛。其他人糟糕的数学成绩也并不妨碍他

们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总之呢，烂泥是糊

墙的好材料，而碧玉，还是做高档工艺品比

较有道理。 

所以，回到咱们的题目，老外的算术真的很

差吗？嗯，平均而言，四则运算是差点。不

过要是说到数学和那顶尖的人才，我劝大家

还是跟我一样，省点口水、小心为妙！ 

 

写写加拿大写写加拿大写写加拿大写写加拿大 
 

作为移民国家，多样化是必然。大家本来各

自在五大洲四大洋安分地按达尔文的遗传与

变异慢慢进化了几万年，现在全都挤（其实

也不算很挤）到一块土地上，差异是可想而

知的。文化历史层面的深层次东西暂时不表，

先看看肤浅的外观吧。对我这个来自以整齐

划一为美的国度的生物来说，刚来时走到街

上放眼望去，那个视觉冲击还是蛮大的。 

光是颜色，那是从纯白，到米白，到象牙白，

到微黄，到黄，到微棕，到棕，到深棕，到

浅黑，到黑，到深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你也许会说我好烦，直接说从纯白到纯黑不

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因为真的不是光黑的

深浅就可以表达的，这里面还掺杂着脸色粉

红到暗红的，面色发青或发绿的，就是纯黑

的，也还分成油光发亮型的黑和磨砂型的黑。 

 

这里有个朋友是摄影师，他说给加拿大人照

相，曝光程度真不好掌握。弄的不好，要么

是把黑人照没了（融入了黑暗的背景中），

要么是把白人照成一片眩光了。这件事，身

为黄种人的我们应该倍感欣慰，好歹照片上

我们总能找到自己。 

 

身高的落差是其二。我这个头在国内，即便

是南方城市里，也会被称作矮子的。感觉上，

女的一米六以下就会显矮，而要是有一米六

五，就会被认为是长得高的。所以本人在国

内，一直都努力的把自己放在高跟鞋里，以

便美化城市。 

到了加拿大，乘电梯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站

在你左边的那个人，头正顶着天花板，而在

你右边的那个人，你还可以以俯视的角度研

究他头顶脱发的程度。特别高的，以白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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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居多。美国佬常笑话加拿大人说：我们

长到一定程度就 ok 了，而加拿大人长着长着

就忘记要打住（forget to stop）了。矮个子的

当然是亚洲人居多，像东南亚来的移民就有

很多非常矮的。不过其实单单是白人也就有

高有矮，经常就有白人同事比我还矮。所以

呢，我很爽利的放弃了高跟鞋，因为就是垫

上 10 个厘米也没有什么区别，何苦来呢。 

关于胖瘦的这个方面，中国移民就比较骄傲

了。在老外眼里 （其实在加拿大，除开土著

印第安人，大家都应该算老外，不过华人还

是习惯把华人以外的人种称为老外），中国

人全都匀称苗条。肥胖仍然是加拿大老外普

遍存在的问题，那种胖法，通常在国内是看

不到的。时常有新闻说谁家的胖子出不了门，

要把墙拆了才能出来，虽然也算特例。我妈

在国内是肯定算胖子的，简单讲，我妈就从

来买不到能穿上的大号裤子，多年来都是找

裁缝做的。到了这边，加大号的衣服到处有

卖，还有些品牌是专门有店面卖给胖子穿的

衣服的。我妈在胖子区的最小号买到了好几

条得意的裤子。 

现在，我妈也知道加拿大的胖子长啥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拿她的胖开玩笑，她也可以

又自信又不以为然的说：我哪里算胖？！光

是说胖子多，可是很不全面，加拿大的瘦子

也瘦得匪夷所思，虽然数量上跟胖子比完全

不具优势。比较突出的是一些伊斯兰教国家

的女孩，即便在头巾长袍包裹下，还是可以

看出那种瘦骨嶙峋，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学

的语文书里面的“芦柴棒”。 

加拿大有 food bank，没听说过会饿着人，而

且看他们也不像没钱人家出来的，为什么会

瘦成那副样子？遗传基因还是饮食习惯导致？

我确实不得而知。 

 

关于穿着，那就不必说了，只要没有违反法

律（法律规定公共场合身体某些部位是不可

以裸露的），怎么穿，也没有人会多看你一

眼。反倒是加拿大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

在这些节日里不管是公司，政府，或者学校，

甚至医院（加拿大的护士的服饰就是各式各

样，色彩斑斓的棉质花布衫），要大家尽量

打扮得奇怪，最怪的还有奖品。不过，一般

的加拿大人平时的穿着其实比较素朴随意，

多以黑色，灰色，棕色为主。但是走在大街

上，看到奇奇怪怪，色彩夸张的民族服饰的

机会也很多。还有各种怪异的混搭，牛仔外

面配着绚丽的纱丽的，黑色笔挺的西服配上

大鼓包包头并夹着人字拖的，都可以大摇大

摆的穿堂入舍。 

加拿大的确明文把“多元化”列为核心文化与

价值之一。不过，我倒是常常想，这倒底是

一种选择呢，还是一种既成事实。就算你政

府想整齐划一，那也得要大家答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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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印第安系列:  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偌偌偌偌诺诺诺诺克人的反抗克人的反抗克人的反抗克人的反抗    

 

1584 年 7 月，一支英国探险队获得女王伊丽

莎白一世资助，来到今天的美国北卡罗莱纳

州安营扎寨。起初，这些白人与当地偌诺克

人（ROANOKE）和平相处，大酋长温基纳

（ WINGINA ） 甚 至 让 他 的 堂 弟 温 齐 斯

（WANCHESE）和另一个印第安重要首领门图

（MANTEO）去伦敦朝见女王，表达友好之意。 

1585 年 4 月，又有六百名英国人登陆，开始

更大规模的探寻，他们希望像在南美洲一样，

在这一地区找到价值连城的金矿。这年夏天，

一个受雇英国人干活的印第安人从白人营地

偷走了一个银杯，双方为此发生争执。英国

人索要不果，作为报复，他们焚毁了印第安

人一个村子。友好相处的局面被打破了。接

下来一系列事件导致双方敌意加深。 

首先是酋长温基纳的哥哥和父亲死于白人带

来的传染病。接着英国人绑架了偌诺克友好

部落丘瓦纳克（CHOWANOC）族酋长的儿子作

人质，要挟提供给养。被激怒的印第安人开

始拒绝和白人来往并中断以往的所有帮助。 

1586 年 6 月 1 日，恼羞成怒的英国人洗劫了

一个村庄，将温基纳酋长俘获后绞死，这导

致了印第安人大规模的武装反击，血腥事件

不断发生。三个月之后，无法立足的英国人

决定全部撤回英国，他们带走了和温齐斯一

起去过英国的印第安人首领门图。 

三年后，即 1589 年，一百五十名英国人由约

翰·怀特（JOHN WHITE）带领，再次返回北美

营地，他们将门图洗礼为基督徒，任命他为

偌诺克族大酋长。感恩不尽的门图召集了一

些印第安人为英国人效劳。印第安人内部开

始出现分裂。 

 

多年后，当白人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

开始肆意欺凌印第安人时，有些部落的酋长

们意识到了一盘散沙的危险，纷纷组成联盟。

一个酋长主动向他的世仇部落求和，他说：

“兄弟，我们得团结起来，像白人那样团结，

不然的话，我们最后都得被他们一个一个干

掉。” 然而，为时太晚，大势已去。那时候，

西方人已经把根深深植下。 

印第安人跟中国人一样，宗族及家庭观念极

强。西方人与东方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敏

锐地揪住了我们非常致命的两个弱点，短视

和内斗。         

欧洲列强侵入中国，成功运用“以华制华”

策略，他们用中国的资源，诱使中国人在故

土上彼此撕杀争夺，把中国人瓦解得四分五

裂、仇恨遍生。而当中国人试图学习西方人

的智慧，提出“以夷制夷”对策，“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却毫无例外地都

失败了。 

西方人在欧洲战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杀得

你死我活，血肉横飞，但来到中国，却能一

致对外。后来，日本人也把他们的西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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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招法学得有模有样，成功地组织了当时

世界上最庞大的汉奸队伍。这些队伍都是些

占山为王的地方土匪或者军阀流寇。他们相

互不服气，你踹我一飞脚，我还你一老拳，

彼此摩擦不断，然而他们都效忠日本人。不

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勉强联合起来的国共两党

是否动过“以日制日”的念头，我想可能没

有，这种策略对同样是东方人的日本民族好

像完全不适用，他们团结得像块铁一样。 

中国人内斗，不但历史渊源流长，流传至今，

并且流过太平洋，流到了异国他乡。世界互

联网蓬勃发展的早期，北美像样的中文网站

并不多，后来，随着华人大量移居海外，有

几个网站发展得稍具规模。然而不幸，彼此

间立即斗将起来，在一个网站论坛发帖，如

果帖中带有别的中文网站网名，这个网名会

被自动过滤掉。 

前不久美国《时代周刊》列出全球七个著名

汽车品牌，日本人占了四个。我不清楚这四

家生产同样产品的日本公司是如何达到如此

辉煌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日本人也像

我们中国人一样彼此间掐来掐去，不大可能

掐出这么多世界级的品牌来。日本人用实际

行动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是可以团结起来从

而爆发出巨大能量的。 

“一盘散沙”是中国人的耻辱，比“东亚病

夫”这个称呼更让人心如刀绞。病有良医良

药可治，然而散沙当如何聚压成磐石？那需

要怎样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呵！我们中国人可

以承受么？中国人愿意承受么？这个世界上，

一个强大的民族当然被仰望，但一个凝聚力

极强的民族更让人敬重。这种民族拥有来自

内心深处的自豪感。那种自豪感是家的感觉，

归宿的感觉，掉泪的感觉。 

当门图率领他的“印伪政府”为白人效劳时，

曾经和他一起访问英国的温齐斯成为偌诺克

酋长，他带领武士们频频袭击白人营地。

1589 年 8 月底，英国人所带给养日渐短缺

并 且 严 冬 将 至 ， 怀 特 返 英 国 求 助 。        

这时候，为争夺海上霸权，英国和西班牙发

生激烈海战，英国人全歼西班牙人号称“无

敌舰队”的一百三十二艘战船，从此成为大

西洋海上霸主。西班牙人的辉煌到此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日不落帝国的崛起。 

三年后，被战事所耽搁的怀特终于得以重返

北美，然而营地早已残败不堪，物是人非，

所有人均不知所踪。有人在一段木桩上用刀

刻下留言，大意是，大部分人被当地印第安

人杀害，少数幸存者逃到其它地区印第安部

落，也有白人与当地妇女结婚而得以幸存。 

 
你你你你们们们们侮辱了一侮辱了一侮辱了一侮辱了一个个个个印第安酋印第安酋印第安酋印第安酋长长长长的尊的尊的尊的尊严严严严 

 
1607 年，英国人在今天的佛吉尼亚州建立了

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镇（JAMES TOWN）。

由于疾病和饥饿，三年之后，最初来此地定

居的九百多人，仅存活一百五十人。在殖民

地附近，坡哈坦（POWHATAN）族联盟有近两

百个村庄分散其周围，当地印第安人要想消

灭这群饥馑不堪的白人很容易，但坡哈坦大

酋长瓦混索纳卡克（WAHUNSO NACOCK）没有

这样做。史学家对此有众多分析，其中一个

比较让人信服的说法是酋长瓦混索纳卡克最

为喜爱的女儿波卡含达丝（POCAHONTAS）喜

欢 上 了 英 国 船 长 约 翰 · 司 密 斯 （ JOHN 

SMITH ），而司密斯是詹姆斯镇的头儿。 

在家族亲情观念上，印第安人和我们中国人

极为相似，家情大于法情，族理高于国理。

为了宝贝女儿，老酋长让这群心怀鬼胎的白

人慢慢在他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波卡含达丝年轻漂亮，聪慧任性，曾救过司

密斯两次命，其中一次是直接从父亲手里救

下的。波卡含达丝以酋长女儿的特殊身份多

次救济食物给英国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双方关系紧张时，她努力调和斡旋。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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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达丝喜欢这些白人文明优雅的言谈举止和

他们精巧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具。而一些白人

也对波卡含达丝心怀感激， 称她为天使，每

次见面会恭恭敬敬地鞠躬亲吻她的手背。 

 

 
 

船长司密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酋长

的女儿波卡含达丝会钟情于他？ 司密斯的传

记作者这样描写司密斯，“身材短粗，脖子

粗壮，大嘴巴，喜欢吹牛，无所不知，装模

作样，与端庄得体这类好字眼基本挨不上边，

是一个胆子比脑子大的人。”很有意思的是，

前两年好莱坞曾以司密斯为主人公拍摄了一

部关于印第安人的电影。银幕上，这位司密

斯金发碧眼，年轻、高大、英俊，一身正义，

视死如归，典型的好莱坞式英雄。 

 

这位司密斯老兄经常用指南针吓唬当地印第

安人，他们不明白那指南针为何能够自己转

动，以为有神的力量在里面。自然而然地，

司密斯和神也就有了某种神秘联系。于是，

这家伙骗吃骗喝就容易很多。 

 

早期来到殖民地闯荡的白人，多是些投机者、

囚犯、失业游民、落魄小官僚，不得意的牧

师，甚至地痞、流氓、无赖、赌徒等等，鱼

龙混杂。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愚昧、凶残、

狡猾、暴力纠结在一起，极难管理。但司密

斯是唯一能够镇得住这帮乌合之众的人。 

 

一次，一群人饥饿难挨，擅自开船准备逃回

英国。司密斯当机立断，命令架起火炮，朝

刚刚驶出不远的船左右船舷两侧各放一炮，

以示警告。两炮过后，那条船也当机立断，

飞快调头返回。以司密斯的为人，如果这条

船胆敢继续航行，第三炮肯定会击中它。 

 

司密斯待人霸道，举止粗鲁，曾两次激起营

地哗变，怒火冲天的人们冲进他的办公室，

把他摁在地上捆起来暴打。有人提醒说司密

斯是目前营地里唯一有能力和印第安人搞好

关系来保护大家的人，气急败坏的人群还是

嚷嚷着先他妈的吊死这个狗娘养的再说。 

 

来北美之前，司密斯是一名职业雇佣军人，

曾先后受雇于法国人、荷兰人和奥斯曼帝国

为他们打仗。一次与土耳其人作战受伤被俘，

被“剃光脑袋，脖子上挨一烙铁，卖到一个

狗都无法生存的地方当奴隶。“（《司密斯

传》）至于他后来是怎么逃出来的，不得而

知。据他本人吹牛说，他徒手杀死了好几个

凶猛的看守。 

 

这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性格复杂、颇为

油滑而又胆大妄为的家伙。波卡含达丝与他

相遇时大概只有十六岁左右。印第安人本就

天性简单，我们可想而知这位美丽的少女该

是如何清纯了，怕是像空气一样透明。 

 

司密斯了解到波卡含达丝身份后，迅速意识

到讨得她的欢心非常重要。这实施起来不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密斯甚至不需要再一

次掏出指南针这样如此复杂的仪器，几颗五

彩缤纷的小玻璃球，就足以让这个花季少女

欢呼雀跃，就足以让她认为这个矮墩墩的男

人就像小玻璃球那样美好迷人。 

 

不管怎么说，波卡含达丝情窦初开了，她的

父亲瓦混索纳卡克酋长甚至许诺给司密斯本

人一块土地，如果司密斯肯同他心爱的女儿

结婚的话。 

 

不知道司密斯是如何与波卡含达丝周旋的，

三年后，他的任期平安度过，司密斯迅速上

船回国，然后很快有人捎口信给可怜的波卡

含达丝，说司密斯先生在英国暴病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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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官上任，英国人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的

局面慢慢发生变化。先是瓦混索纳卡克病故，

其弟欧佩参卡诺格（OPECHAN CANOUGH）继任

酋长，他对英国人有很深的敌意。接着英国

人绑架了曾是他们救命恩人的波卡含达丝作

为人质长达四年，尽管她的叔叔欧佩参卡诺

格给了英国人一整船粮食作为赎金，波卡含

达丝还是没有被放回来。 

 

这期间，波卡含达丝与一名叫约翰·若尔费

（JOHN ROLFE）的英国人相爱并结婚，两年

后育有一子。这是北美殖民历史上第一个有

官方记录的西方人与印第安妇女的正式婚姻。 

 

1616 年，波卡含达丝随夫君回到伦敦，受到

英国国王和王后接见。在皇宫里，波卡含达

丝竟然遇见了死而复活的司密斯，她转过脸，

拒绝与他交谈，仅仅告诉他，“你欺骗了我

和我的人民。” 

 

司密斯后来在日记中写到，意外遇见波卡含

达丝让他的良心受到极大谴责，然后他以异

常热情洋溢的语句赞美波卡含达丝，史学家

怀疑司密斯由于内疚而夸大其词。 

 

几年后，波卡含达丝染疾去世，葬在伦敦郊

外。她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1622 年 3 月 22 日，北美詹姆斯镇，印第安

人与英国人多年积攒起来的积怨终于爆发，

导火索是英国人怀疑一个白人的死亡与一名

印第安人有关而擅自将其绞死。愤怒的大酋

长欧佩参卡诺格召集武士对詹姆斯镇发动突

然攻击。英国官方报导共有三百四十七名男

子、妇女以及小孩被杀。 

 

英国人立刻猛烈回击，连连袭击附近村庄，

将它们夷为平地。接着英国人宣称要与印第

安人和平谈判，邀请各个村落酋长组成代表

团来英国人营地签署和平条约，英国人将这

些酋长当场全部就地毒杀，然后血洗这些群

龙无首的村庄。1625 年的一次攻击，英国人

将一个村子约一千名印第安人，不分男女老

幼，全部杀光。 

 

西方人有一个很鲜明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报

复反击起来行动异常迅速凶狠，并且要十倍

百倍返还回去，不讲任何原则，不顾及任何

人性底线。历史上，我们中国人对此心怀畏

惧，轻易不敢招惹西方人，有时宁愿被欺负

也不还手，怕惹来更大灾祸。 

 

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写到这样一条公式，

人 +  兽性 = 西洋人。接下来，他在这条公

式下面又加了另外一个公式，人 + 家畜性 = 

某一族人。这里的某一族人是谁，不言自明。

我常想，没有人愿意当家畜，但有的时候，

为了活着，怕是不得不当。而活着，对于人

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呵，那是底线。  

 

人都是动物，这似乎不用争议；有的动物凶

猛，有的动物懦弱，自然天性如此，这也无

需争辩。但人类这种特殊的动物，除了天生

的性格之外，很大部分是由本民族后天发展

出来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秉承儒

家文化，强调忍让顺从，刚性不足，柔性有

余。 

 

亚洲诸多民族中，唯有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

折射出某种雄性的震撼力量。然而用之过度，

便与西方人一样暴露出凶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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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厚理念，

尤其对强大的外族敌人如此。日本人当年在

中国烧杀奸掠，共产党建国后中国政府出于

寻求帮助的目的，放弃战争索赔，呼吁“中

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二战中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

人发誓报复，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不到一个星

期，立即就毁了日本两个大城市，顷刻间灭

了二十多万日本平民的性命。 

 

欧佩参卡诺格酋长当然不会屈服，1644 年 4

月 18 日，仇恨埋藏近二十年后，欧佩参卡诺

格组织了一次规模庞大的进攻，杀死五百多

名英国人。当时已有近一万白人生活在詹姆

斯镇。地方长官威廉姆·勃克雷（WILLIAM 

BERKELEY）立刻反击，下令逢人必杀，见村

必毁。 

 

相持到 1646 年，勃克雷从英国调拔武器精良

的皇家军队，几次战役下来，彻底清扫了詹

姆斯镇周围所有的印第安人村庄。他们最终

捉住了欧佩参卡诺格酋长，他已经是位八十

多岁衰弱不堪的老人。英国人将这位白发苍

苍的酋长扔在詹姆斯镇广场上，卧在一堆乱

草中，任由愤怒的居民上前围观唾骂。最后，

在众人的欢呼雀跃中，欧佩参卡诺格被乱枪

射杀。老人临死前喃喃自语，有好事者上前

倾听，老人说：“你们侮辱了一个印第安酋

长的尊严，如果天神让我捉住你们的长官勃

克雷，我会杀了他，但我绝不会让他在我的

人民面前遭受如此羞辱。”  

 

 

派派派派库库库库特人的特人的特人的特人的灭灭灭灭亡亡亡亡    

 

1636 年，在今天的麻萨诸塞州地区，一个英

国商贩被印第安人谋害。为了报复和警告，

殖民地政府派出九十名自卫队员，捣毁了附

近印第安人村庄，杀了一些村民，主要是纳

阮甘赛特（ NARRAGANSETT ）人和派库特

（PEQUOT ）人。 

 

派库特酋长性格刚烈，他决心反击。当他试

图联合同样是受害者的纳阮甘赛特人时，却

没有成功，他们怕惹来更大的灾祸，不原意

得罪英国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纳阮甘赛

特人是对的，他们忍了，于是他们生存了下

来，而派库特人反抗，类似于以卵击石，最

后导致整个民族的灭亡。中华民族屈辱的近

代史上，中国人在列强的蹂躏下，能够走到

今天，大概也是忍下来的结果。 

 

派库特人单独行动了。1637 年冬，他们围攻

一个白人要塞未果。春天，又攻击一个白人

据点，杀死九个居民。殖民地政府决定彻底

消灭派库特部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印第安人与西方人交往，从一开始就不平等。

出于人性的天然，印第安人帮助这些初来乍

到的白人，他们坦然接受；然而一旦印第安

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便即刻暴跳如雷，痛

下杀手。他们去消灭印第安人，就象去牧场

杀牛宰羊。 

 

出国前，我曾为两家美国公司工作过，很巧

的是，负责的两个项目都雇佣了一个叫汤姆

的加拿大人做现场施工监督，我们慢慢熟悉

起来。后来汤姆退休回国，我也移居加拿大，

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时有往来。 

 

一次，我们聚在一起过长周末，老夫妇俩准

备了简单精致的晚餐，倒上红酒，燃了白烛，

边吃边聊。汤姆的妻子问我最近在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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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正在写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嗨！

他们是一群动物。”汤姆在一旁漫不经心地

说。我的心抖了一下，条件反射地瞥了一眼

汤姆的妻子，她面色平静，似乎没有听见丈

夫这句话。饭后告辞，以后渐渐断了来往。 

         

我常想，今天的北美白人，究竟有多少人对

印第安人有这样本能的评价和认识？这种心

态和几百年前他们的祖辈是一样的吗？如果

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先辈整个部落整个部

落地杀掉印第安人，难道潜意识里是认为在

宰杀动物吗？ 

         

我的心悲凉而惊涑。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们

与北美印第安人同属亚裔人种。我们这些生

活在海外的华人，还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

归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这样一个什么信仰

都没有、也不太团结的民族，当灾难降临时，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凝聚力和意志力顶住外族

施予给我们的苦难？我们可以忍，对么？ 

        

二战期间，加拿大政府派军队将所有日本人

的后裔聚拢起来，没收其家产，强迫他们迁

往荒凉地区统一管理。那些惊恐万状的孩子

们有的已是第三代移民，他们只会说英语，

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加拿大人。然而，仅仅因

为他们身上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加拿大政

府就将他们视为可能的敌人。 

        

清末参与建设横穿加拿大铁路的中国人，缴

纳巨额的只针对中国人的“人头税”后，被

允许将亲人移过来团聚，但是他们在加拿大

出生的孩子不给予加拿大国籍，也仅仅因为

这些孩子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中国人有句俗语，“梁园虽好，非久恋之

家。”诚然，如果自己的家乡也像梁园一样，

又有谁愿意久住他人的梁园呢？ 

         

今天的加拿大，已经变成了一个友好祥和的

国家。不久前在一份华文报纸上看到一个在

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的中国人写的文章，她

对这片美丽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土地上善良

友好的加拿大民众心怀感激，她写道，这里

不是天堂，但离天堂很近。此时此刻，我和

这位女士的心境是一样的，然而，只要不是

天堂，那我们就是生活在非常现实的人间了，

天降灾、人造祸的事情就可能有发生。我遗

憾昨天，感谢今天，却无法预计明天。 

 

殖民地政府授权约翰·梅森（JOHN MASON）上

校为统帅去消灭派库特人。来北美之前，梅

森是一名职业军官，参加过很多欧洲战役，

勇敢而有谋略。他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

首先联合了一些印第安部落与他并肩作战，

几次战斗下来，小有斩获，初战告捷。 

 

部下要求一鼓作气，直捣派库特大本营。梅

森没有同意，他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他探

知纳阮甘赛特人曾拒绝与派库特人联盟。这

两个部落近邻，是一个绝好的利用机会。梅

森开出诱惑条件，把既怨恨又惊惧的纳阮甘

赛特人拉入门下印第安人联盟，通过他们，

又把派库特另一个近邻部落诱入联盟。 

 

英国人轻易穿过这些部落的地盘，秘密绕到

派库特人背后。1637 年 5 月 25 日，经过精

密而充分的准备，铁桶一样的包围圈形成，

梅森下手了，他发动突然攻击。 

 

 
 

毫无设防的派库特人开始非常惊慌，但在酋

长的指挥下，很快稳住阵脚，打退了英国人

第一次进攻。梅森迅速组织第二轮攻击，命

令在混乱中潜进派库特营地的纳阮甘赛特人

焚烧房屋。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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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哭叫声撕心裂肺。村外正在拼死抵抗的

派库特武士一下子乱了阵脚，顿时崩溃，四

处逃散。梅森早已布置熟悉地形的印第安武

士在各个出口处把守，逃出的派库特人被尽

悉斩杀。无法逃出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皆被

烧死。此役约有一千名派库特人被杀，英国

人两死二十伤。 

 

1637 年 7 月，梅森招募到更多的印第安人队

伍，对派库特人进行了最后斩草除根式的清

剿。在拉网般的攻击中，仅仅派库特酋长等

少数人成了漏网之鱼，逃离家乡，躲到了莫

霍克（MOHAWK）族地盘上。英国人尾随而至，

莫霍克酋长不愿引火烧身，迅速将派库特大

酋长和他的家人绑起来，砍了脑袋送到荷枪

实弹的英国人营地。 

         

战事结束后，英国人把残余的派库特人或卖

作奴隶，或分给曾帮他们作战的印第安部落

以示感谢。这些派库特人不允许再使用本族

语言、称号和姓氏。派库特族从此灭亡。 

 

贝贝贝贝根造反根造反根造反根造反    

 

1675 年，弗吉尼亚州地区，一群纳恩替夸克

（NANTICOKE）印第安人到一个英国人营地讨

还白人过冬时借下的粮食，未果。印第安人

提出用营地饲养的几头猪抵债，双方为此发

生争执并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一名印第安

人被当场打死。事后，作为报复，印第安人

袭杀了一个在野外放牧的英国人。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全副武装的英国自卫队

员冲进纳恩替夸克族一个村落，杀了十一个

印第安人。返程途中，英国人余怒未消，又

冲进另一个萨斯亏汗纳克（SUSQUE HANNOCK）

人的村庄，杀了十四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萨

斯亏汗纳克村民。实际上，这些英国人无法

辨别哪些印第安人属于哪个部落，在他们眼

里，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些野

蛮、愚昧、未曾开化的生番。 

         

愤怒的萨斯亏汗纳克人开始袭击英国人。自

卫队终于明白过来当初杀错了人，但他们并

不想认错，索性将错就错，干脆把这些印第

安人统统干掉。 

 

 一天，英国自卫队包围了萨斯亏汗纳克一个

村子，村里五位长者举着象征和平的旗子出

来与他们谈判，被一阵乱枪射杀。萨斯亏汗

纳克族武士们当夜袭击了这些英国自卫队，

趁他们在睡梦中，击杀了十个人。次日，又

攻击了一个白人居民点，但只杀了五个年长

的居民作为他们五位长者被杀的报复。 

 

 
         

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终于引起当地最高行政

长官威廉姆·勃克雷的注意。为了阻止冲突进

一步恶化升级，勃克雷派人进行调查和调解。

二十九年前，正是这位勃克雷捕杀了八十多

岁的老酋长欧佩参卡诺格，如今勃克雷也是

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事情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然而处理结果

却不痛不痒，仅仅对自卫队一个负有主要责

任的中级军官处以小额数目罚款和监禁。当

英国人把这一处罚决定通告给萨斯亏汗纳克

人时，他们怒火万丈，继续猛烈袭击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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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克雷迅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理决定非常草

率。他低估了萨斯亏汗纳克人的勇猛好斗。

勃克雷明智地决定退让，亲自出面许诺萨斯

亏汗纳克人给予他们巨额补偿。 

         

这激起了一个年轻白人的愤恨，他叫贝根

（BACON），是勃克雷的侄儿。贝根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认为这个世界

上，除了上帝和天使之外，就应该是白人说

了算了。他非常反感和仇视印第安人，认为

他们愚蠢而贪婪，比动物都不如。政府如此

退让，是奇耻大辱。贝根自己组织了一帮人， 

频频袭击萨斯亏汗纳克人的村庄。 

         

勃克雷下令逮捕贝根，但关押数日后就释放

了。怒火中烧的贝根旋即煽动了更多的人冲

进自治政府，用武力限制了勃克雷的人身自

由，然后强迫议会任命他为征讨总司令，率

领军队大规模清剿萨斯亏汗纳克人。 

 

 
         

几场残酷的战役下来，萨斯亏汗纳克武士大

多战死。村民们扶老携幼，逃进一个叫巨龙

的沼泽地躲藏，英国人搜索到这里，惊恐万

状的萨斯亏汗纳克人声称他们无条件投降，

不进行任何抵抗，并且指天发誓以后再也不

会袭击英国人。他们试图借此博得白人怜悯

以保全性命。贝根根本不为所动，他以非常

厌恶的口气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光。

很快，沼泽泥地里躺满了手无寸铁的印第安

人尸体。 

事后，一个参与大屠杀的白人来到教堂向神

父忏悔，他痛哭流涕，告诉神父当时看见一

个婴儿拱在死去的母亲怀里吮奶，这个婴儿

现在经常在他的梦中出现，他快要崩溃了。 

         

当贝根在旷野里卖劲地屠杀印第安人时，被

部下解救出来的勃克雷在詹姆斯镇宣布他的

侄儿是叛国者。得知这个消息，贝根率领杀

红了眼的暴徒们杀回了詹姆斯镇，他们事先

绑架了许多镇里头头脑脑的家小作人质，守

镇的指挥官们担心危及家人，无意抵抗，贝

根和叛乱者们很快攻进了詹姆斯镇。这些疯

子们竟然一把火烧了詹姆斯镇。他们声称一

切得从头开始，要建立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

的政府，那将是一个全新的白人至上的美好

社会。这颇有些大乱以便大治、一张白纸重

画宏伟蓝图的意思。 

         

可惜，那个理想社会并没有建成。一年后，

可怕的肺结核病开始在北美一些地区流行，

随处可见大口呕血然后悲惨死去的人，贝根

亦未能幸免。贝根死后，心交力悴的老勃克

雷率人重建詹姆斯镇，随即以失职导致叛乱

而被英国政府获罪押回伦敦，老人的命运不

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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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英文小说长篇英文小说长篇英文小说长篇英文小说:  Horse 01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Prologue 
 
   Mah is my friend. In Chinese, his family 

name Mah means a horse.  

    He was an engineer, but he lost his job. 

He had a girlfriend he loved very much, and 

he lost her. He even lost his freedom.  

    I believe Mah is an untamed wild horse 

that comes from Mother Nature. Mah might 

lose everything in his life but his spirit is 

something that can never be taken from him.   

    I am writing this book for him. 

 
Chapter 1 

 
A barren mountain area in China, 25 years 

ago, 

     It was noon in the broiling heat of high 

summer. Annoying sunlight splayed 

everywhere, reflected off of hundreds of 

pieces of broken glass on the ground.   

     Mah and I went to a tavern for lunch. We 

sat down at a table. I saw several guys 

around a table next to us. The guy who sat in 

the middle was bald. His upper body was 

completely bare and he was sweating 

heavily. He was a swarthy man with a wide 

shoulder, and a strong chest. His eyes were 

bright and evil when he looked at people. 

Men around the table kept on proposing 

toasts for him. Out of curiosity, I peeked at 

this guy several times while I was eating.  

     Half way through the meal, the bald man 

walked towards me. He staggered as he 

carried a wine glass in his hand. 

     “Why do you keep looking at me so 

much? Are you a fucking thief? Do you 

want to steal something from me?” he as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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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a little bit surprised, staring at him 

and wondering how to answer. He raised his 

arm and flung his drink in my face.  

     “You bastard!” I jumped up and grabbed 

an empty beer bottle in my hand.  

     Suddenly, I heard a sound, “Pa!”  Mah 

hit the man on the back of the head with his 

bench. The man immediately fell down on 

the ground.   

     The men who were sitting with the bald 

guy jumped up and grabbed their benches.  

     Without any hesitation, Mah ran towards 

them, with the bench in his hands. He 

quickly came to the front of them. He raised 

his bench high, and pounded it on their 

table.  

     “Pang!” The glasses, bowls, dishes and 

bottles were shattered to pieces. The table 

collapsed. 

 

     They were stunned, looking at each 

other, not knowing what to do next. With his 

jaw clenched, Mah stared at them, fiercely. 

He was waiting for them to make the first 

move.  

     The bald man lying on the ground 

groaned from his injury. “I am dying. Send 

me to hospital,” he murmured. His men 

discussed what they should do. After a little 

while, they lifted him up. I noticed there was 

no blood on his head. 

 

     “I didn’t see blood on his head. Why?” I 

asked. 

     “I will tell you later,” Mah said. His eyes 

were fixed on the men as he watched them 

walk out.  

     After they were gone, Mah beckoned the 

tavern owner to come to him.  

     “My buddy and I were eating our lunch 

here. We didn’t bother anybody. The guy 

got drunk. He offended us first. Here are 

hundred bucks, which includes our lunch 

and the damage to your table, benches, 

bowls and dishes - everything. Is the money 

enough for you? ” he asked.    

     In fact, the price of the lunch was less 

than 30 bucks.  

     “The money is enough. But you guys 

should leave. Hurry up! Right now! You 

don’t know who the guy you beat up is. You 

are in trouble. Don’t drag me into it. I can’t 

afford to lose my business here. Just go!” 

the owner urged us.  

     We could tell the owner was not a local 

person because of his strong ac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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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 winked at me, and we walked 

quickly to the door. I stopped and I couldn’t 

help looking back. I saw shattered pieces of 

porcelain everywhere on the ground. They 

seemed to be crying.  

     Outside, the sun was even more intense 

than when we walked in. The sunlight was 

so sharp we could not open our eyes. We 

stood there squinting trying to adapt to the 

brightness for a moment.  

     Suddenly, I heard Mah shouting, “Hurry 

up! Run!”  

     In a panic, I opened my eyes. I saw a lot 

of villagers running towards us. They were 

yelling with anger.  

     Mah pushed me towards the road. “You 

are a good runner. Run back to camp to ask 

for help. I will stop them for as long as I 

can,” he said. 

     “We should run together!” I suggested. 

     “Both of us will be caught if we run 

together. Go! Now!” Mah shouted at me.  

     I ran like hell back to the camp … 

 

 

 

     When Captain Ding, me and the other 

workers returned to the tavern, another fight 

had finished. I saw drops of blood on top of 

the dust. Under the stinging sunshine, Mah 

was tied with a thick steel wire to a pillar 

that was used to kill livestock for the tavern. 

The wire was so tight it was cutting into 

Mah’s skin. There was a deep wound on his 

forehead, which was bleeding. His clothes 

and pants were torn. Mah’s head was down, 

as though he was a withered plant burned by 

the sun.  

     The crowd gathered around him, 

chatting, laughing, and pointing at him. 

Children were chasing each other for fun in 

the crowd.  

     “Mah!” I cried out, my eyes turning red.  

     Mah raised his head and glimpsed over at 

us. He dropped his head again, and said 

nothing. I scanned Mah’s face. He seemed 

embarrassed.   

     We walked over and tried to release him, 

but several strong young villagers stopped 

us - waving thick sticks in their hands. 

     “You are not allowed to release him,” 

they said. “He beat up our chief’s son very 

badly. The chief’s son is in hospital now. 

We don’t know if he will survive. Your 

friend will be killed if the son 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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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Mah and I graduated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with the same major. We were 

both sent to the same branch of a major 

seismic company. It was located in a very 

poor, remote mountain area. As per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undergraduates 

weren’t allowed to select a company by 

themselves. All companies in China 

belonged to the government.    

     I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a big, 

flourishing city. I finished my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city, too. I never expected 

to work in the barren countryside after 

university. Not at all! 

     Wearing oversized, dirty coveralls, I 

worked in the field every day, no matter the 

weather. Occasionally, I ran into a wild boar 

or a wolf. They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trail, and stared at me. I was so scared my 

legs would shiver. I would have nightmares. 

A monster with a boar head and a wolf body 

was chasing me. I cried out, but I couldn’t 

run fast enough. Waking up from the 

horrible dream, I would be sweating from 

my forehead to my ass, as if I just came out 

of the sauna.  

 

     I was so moody that anything could upset 

me. Nobody liked me. I stayed in my trailer 

and channelled my frustration into learning 

English. I didn’t want to stay with this 

company my whole life.  

     Mah was different. He quickly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the other 

roughnecks. He went to their trailers to drink 

with them. The booze they drank was very 

strong. People got drunk easily. They 

wrestled. Very few roughnecks could beat 

Mah. He knew how to win. Some 

roughnecks were as strong as a bull, but they 

always lost against Mah.  

     Sometimes, I followed Mah to drink with 

the workers. Everybody became rude when 

they were drunk. They cursed and talked 

about porn, whores, and even how they 

screwed their wives or girlfriends in great 

detail. People in the field enjoyed talking 

about sex whether they were drunk or sober. 

     I was a good drinker. I could easily beat 

several guys in a drinking contest. The only 

person I had never beaten was Mah. He 

drank as if he was gulping water, not 

alcohol. He was quiet and never toasted 

anybody, but would drink whenever they 

proposed a toast.   

     After getting drunk, I forgot about all of 

the things I hated about this company. Sister 

Lin in a famous novel calle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ied young due to her 

depression. I believed that she c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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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d longer if she had been a good drinker. 

Drinking can make you forget anything, 

especially bad things. Some people say 

drinking enhances your sadness. That is only 

true if you drink a little. When you drink to 

the point where you feel your spirit 

wandering in heaven, even though your 

body is still on the earth, believe me – you 

won’t feel sad at all.   

     I became more and more addicted to 

alcohol and frequently invited, even begged 

Mah to drink with me. Mah did not go to the 

roughnecks’ trailers after he had me as his 

drinking partner. We drank together 

whenever we got a chance.  

     I liked reading, writing and discussing 

novels. To my surprise and happiness, Mah 

did too! Mah and I often drank, and talked 

about novels all night without feeling tired. I 

noticed Mah always praised female authors 

too much. I was not happy about this. From 

a writing standpoint, good is good, bad is 

bad,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author is a male 

or a female, young or old.  

     One night, we were discussing a love 

story written by a lady. The author’s photo 

was on the back cover. She looked very 

ugly, and I didn’t like her story, either. I said 

the novel was bullshit. I swear to God, I 

didn’t say anything bad about the author. 

But, Mah seemed to be offended by me, as if 

the writer was part of his family. He started 

to argue. He spoke so fast and loud I 

couldn’t stop him. I didn’t even get a chance 

to express my opinion. I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gitated by him, and finally I 

became extremely angry. I peeked at the 

empty bottle sitting on the table. Several 

times I had the desire to hit him with it to 

shut him up. Fortunately, I was not 

completely drunk. I was still aware that Mah 

was a very good fighter. I knew he would 

kick my ass before I could throw the first 

punch. 

 

     I felt depressed, and opened another 

bottle. I poured myself a glass and drank it 

all in one go. Mah was a smart guy. He 

immediately realized what I was doing. He 

did not want to lose. I drank another shot 

right away. He came over and downed two 

drinks right after me. Then I drank three. He 

drank four…  In no time, we finished all the 

booze we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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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s face was spinning in front of me. I 

could barely stand. “Fuck! There is no booze 

left. Go to sleep!” I shouted. 

     “Go to sleep? I bet I can sleep better than 

you!” Mah shouted back.  

     I passed out before I could reply.  

     I wo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I felt 

thirsty, dizzy, and nauseous. It was the dead 

of winter- minus 30 Celsius outside. I 

jumped out of my bed and rushed outside, 

wearing only ginch. I knew I was going to 

vomit. Vomiting in the front of the trailer 

door would embarrass me. I was struggling 

to run further from my trailer.  

      Squatting in a snow bank, I began to 

throw up severely. I did not know how long 

it took. I could not move after I was done. I 

couldn’t stand up or even raise my arms. I 

was frozen! The only thing in my body I 

could move were my eyeballs. 

 

     The sky was dark blue with a strip of 

grey cloud along the horizon.  

     “Help! Is any anybody there? Come get 

me!” I cried out. The cry sounded like a 

mosquito. I couldn’t even hear myself. God! 

My throat was frozen, too.  

     I felt like I was in an icy ocean. My 

whole body was trembling.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in this extreme cold.   

     How could I die like this? Naked and 

lying in my own vomit… 

     I was gradually losing consciousness. 

     A worker came outside to pee - half 

asleep. Standing at the door, he peed 

towards me.  Half way through, he happened 

to open his eyes. Suddenly, he saw a big, 

black monster crouching not far from him. 

He was so shocked he dropped down to the 

ground. 

     “Bear! Help!” he shouted.  

     The shout was extremely sharp and 

pierced through an otherwise quiet winter 

morning. For me, it sounded like beautiful 

music from heaven. God saves me! 

     Mah and some workers rushed over and 

lifted me into the trailer. My skin colour 

turned from white to purple. My body was 

stiff like steel. Mah massaged my entire 

body. Once my body became soft, my 

temperature soared up like the stove in the 

middle of the trailer. My lips blistered.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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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burned. I spoke nonsense, not in 

Chinese but in English. I guess I studied 

English too hard.  

     Mah was worried about me.  

     “We can’t wait here and do nothing. We 

have to send him to hospital,” he told the 

other workers.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about 50km away at our head camp. There 

was no vehicle available. Mah and the 

workers took turns carrying me on their 

backs to the hospital. They were sweating 

heavily.   

      Two weeks later, I returned to the field 

camp. My body recovered completely but 

my spirit didn’t. To thank the people who 

helped me, I invited them to dinner in a 

restaurant. The atmosphere was sombre at 

the beginning. We did not talk too much, 

and drank in silence. After a few more 

drinks, people were getting excited and 

happy. This is one of the benefits of booze!  

     We started talking, joking, and laughing. 

The worker who found me first that morning 

proposed a toast to my health, and then he 

said, “You know, you scared me almost to 

death. I couldn’t fucking finish peeing, 

which caused a serious problem for me.” 

     “What problem?” I demanded. 

     “I got fucking prostatitis. The physician 

says if this disease gets worse, I will lose the 

ability to make love to my wife. If this 

happens, you will have to compensate me,” 

he said.  

     “Dude, I would do anything for you since 

you saved my life. How about this, if you 

can’t make love to your wife, I will do it for 

you. My penis is bigger than yours. Your 

wife will be a lot happier,” I replied. 

     People burst out in laughter.  

     I got drunk again, but I was smarter this 

time. I vomited at the door of the restaurant. 

The owner was upset when he saw what I 

did. He grabbed me by the shoulder.  

     “I don’t like this. Now I’m giving you 

two choices. One, you clean the disgusting 

vomit yourself, or you leave me money and 

I will get somebody to do it,” he said. 

     The workers overheard this and they 

surrounded him immediately, yelling and 

pushing him.  

     “Why don’t you go fuck yourself? Don’t 

you know that we can ruin your business?”  

     Mah stopped the roughnecks and handed 

the owner some money. 

     “I am sorry. My friends got drunk, please 

forgive them for their stupid behaviour,” he 

said.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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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歌曲歌曲歌曲歌曲:  完美印第安完美印第安完美印第安完美印第安 (演唱演唱演唱演唱：：：：Sinead 

Marie Bernadette O'Connor, 耕者译耕者译耕者译耕者译) 

 

 

西尼德·瑪麗·伯納黛特·奥康娜 （Sinéad 

Marie Bernadette O'Connor，1966 年 12 月 8

日－），是著名的爱尔兰流行歌手和歌曲作

者。除了音乐以外，她还以反传统的行为和

有争议性的观点而闻名。 

 

他是完美的印第安  

生活甜美如垂柳芬芳  

他的脸在我枕旁  

静静走进我的梦乡 

 

梦中我看见一个小女孩  

她如此美丽  

如诗如画  

红喷喷的颊，洁白光润的牙  

眼睛深邃如海洋  

 

身著黄色衣裳  

面对镜头嘻戏欢畅  

她给我的微笑  

是我一生的时光  

 

我曾无助地飘流  

我曾苦苦地寻求  

我像国王 LIR 的苦命孩子  

这是唯一方式让我重获自由  

 

他羞怯，话语安详  

他温柔，带给我致命的引诱  

他历尽磨难，他带着沧桑  

他是否和我一样，也喜欢幻想  

 

我曾无助地飘流  

我曾苦苦地寻求  

我像国王 LIR 的苦命孩子  

这是唯一方式让我重获自由  

 

A PERFECT INDIAN LYRICS 

 

A Perfect Indian is he  

Remembering him life is sweet  

Like a weeping willow  

His face on my pillow  

Comes to me still in my dreams  

 

 

And there I saw a young baby  

A beautiful daughter was she  

A face from a painting  

Red cheeks and teeth aching  

 

 

Her eyes like a wild Irish sea  

On a table in her yellow dress  

For a photograph feigned happiness  

Why in my life is that the only time  

That any of you will smile at me  

 

 

I'm sailing on this terrible ocean  

I've come for myself to retrieve  

Too long have I been feeling like Lir's children  

And there's only one way to be free  

 

 

He's shy and he speaks quietly  

He's gentle and he seems to me  

Like the elf-arrow  

His face worn and harrowed  

Is he a daydreamer like me  

 

 

I'm sailing on this terrible ocean  

I've come for myself to retrieve  

Too long have I been feeling like Lir's children  

And there's only one way to b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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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短篇短篇短篇小说小说小说小说: 记忆碎片记忆碎片记忆碎片记忆碎片(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第一块碎片第一块碎片第一块碎片第一块碎片：：：：生生生生    

我出生时很不老实，两个膀大腰粗的护士抓

住我乱蹬的两条腿，拔河一样喊着号子往外

拽，终於我被薅出来。后来我在同龄人中鹤

立鸡群，归因我有两条细长如仙鹤般的腿。

我躺在那儿很安静，肚脐眼以上到脑门部分

乌黑，肚脐眼以下部分至脚趾雪白，我是个

死胎。一个矮小的男人手足无措地看着疼昏

过去的老婆和半黑半白的死儿子，掩脸哭泣。 

 

护士呵斥说小孩死了可你老婆没死以后再生

别哭了烦死个人，说完把我拎起来向门外走

去。门外有个垃圾箱，专门扔那些不肯老老

实实出来的孩子。刚来人世就不老实的孩子，

长大肯定不老实，所以扔了也好。 

等等！老护士长正好巡视过来，接我过去，

仔细瞅瞅我那张李逵一样的黑脸，笑了，她

把我倒提过来，狠狠给了我左屁股蛋子一巴

掌，我於是愤怒地哭了。 

从此我的左屁股比右屁股大一圈。我爸以后

揍我的时候，鞋底也总喜欢往左屁股上抽，

弄得我左屁股越来越大，沉甸甸像女人的大

乳房，颤悠悠直往下坠。 

我走路老往左偏移，上学路上走着走着就转

一个圆圈。圈大圈小根据我的兴趣和周围环

境而定，要是碰上耍猴的或崩爆米花的，圆

圈就大些。别的孩子从家里到学校走 20 分钟，

我一般得一个小时。 

 

我总迟到，我更热爱早退，老师们不喜欢我，

我於是就不迟到也不早退了，改成旷课。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我，上体育

课，用白石灰粉在操场上画圈，没人愿意干

这活儿，那玩意儿烧手。我总是自告奋勇，

我画的圈，那叫个圆呐！老师就喜欢我，说，

嘿！这小子会画圈！体育老师可能不知道，

我数学语文考试的时候，卷子上的圈比这圈

可圆多了。 

呃，我有点儿话痨了。我在医院的保温箱里

躺了一星期，黑的部分慢慢转白，白的部分

慢慢变黑，最后身体上下一致，不黑不白，

灰不溜湫，我和谐了。其实你要想在这个世

界上好好活，不和谐会惹麻烦的。我很不幸，

我一生下来就喜欢惹麻烦，天性。  

 

第二块碎片第二块碎片第二块碎片第二块碎片：：：：性性性性    

一群穿雪白制服戴蓝色大盖帽的人从囚车里

押出一家四口人，两男两女。 



 

《流》第 4 期  Page 62 

 

 

那个小伙子腿没了，下身缠块破布，身上稀

里哗啦地挂着铁链子。他坐在地上，眼珠子

很神奇地飞速转动，吸引了所有围观者的眼

珠子。我很羡慕，日常生活中我总试图让人

注意我，惹麻烦只是其中一个让人注意的方

式之一，然而无论我怎么撇嘴眨眼做怪相，

人们也不围观我。我后来对着镜子练习转眼

珠子，可就是转不了小伙子那么快。 

 

那个姑娘，她可真漂亮，她轻轻用手安抚小

伙子的脸。老年男人很像电影里的中央首长，

就是两腿不停地哆嗦。我一直盯着他的裤裆

看，希望看到点儿什么东西，比如黄色液体

什么的。但什么也没看见，我使劲筋鼻子在

空气中嗅了嗅，也没闻到什么臭味，我有点

儿失望。老妇人满头白发，她俯下身，轻轻

亲吻小伙子额头，又握握姑娘的手。 

派出所所长大老蟑对看热闹的人大声说，这

是北京来的现行反革命家属，来咱们这儿改

造，大伙儿好好监督他们，防止他们干坏事，

搞破坏，说完，大老蟑冲那群大盖帽谦卑地

笑笑。 

一个大盖帽回笑了一下，走到老夫妇身边，

很客气地说，林主席，林夫人，您看，咱们，

是不是该上路了？老两口默默坐回囚车， 囚

车拉响警笛驶远了。 

那姑娘和小伙子被安排住我家隔壁。我爸最

初激烈反对，去找领导告状，理由是怕我跟

反革命搅在一起最后也变成反革命。他被领

导的秘书像轰苍蝇一样给赶了出来。 

我很快跟这对反革命男女混熟了。她让我叫

她林姐，她的声音可真好听，她说我可以叫

她弟弟大林。 

总有地痞流氓围着她家的院子转悠，吹口哨，

说脏话，有人在她家门上撒尿。 

一天夜里，我听见林姐哀求哭叫，大林狼一

样嗥。 我跳下床，大踏步跨进厨房操起菜刀

往外走。我爸惊慌失措想拦我，我对他说，

你，给我站到一边去！ 我爸很听话，给我站

到一边去了。 我踹开房门，看见床上一截黑

糊糊的屁股压着一截雪白女人的身体，呼哧

呼哧很快活地上下抽动。大林被铁链子拴在

墙角柱子上，蹦来跳去很激动。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抖动的两瓣儿黑屁股，

发现左屁股比右屁股肥大许多，他妈的跟我

一样！这发现让我兴奋，我像切西瓜一样把

菜刀切进了那瓣肥一些的屁股里，屁股弹起

来，夹着我的菜刀连蹦带跳跑了。 

刘杀狗很忙，一溜子狗排着队等他杀。狗通

人性，狗们知道大限已到，都很垂头丧气。

有性子烈的，跳起来挣扎嚎叫，主人就连忙

递烟，说刘师傅我加两毛钱，拜托您先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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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这狗叫得怪吓人的。於是那性子烈

的就先被解决了。一大帮孩子围着看，很兴

奋。我挨个儿研究每一条即将走上刑场的狗

脸上的表情。我天性喜欢琢磨，有极其丰富

的想象力。我挺遗憾狗们不会说话，要不然

挨刀前喊几句口号，比如说打倒全人类！伟

大的狗们万岁！替狗们报仇啊！狗世界一定

会来到！胜利最终属於狗！一定很好玩儿。 

下一个！刘杀狗杀气腾腾地吆喝。我注意到

那条大黑狗被牵起来的一刹那间，热泪夺眶

而出，但它很驯服，不叫。 

 

我打了个激灵，走上前，说，这条狗我买了。 

去去去！你个混小子！别在这儿给老子捣乱！

狗主人很不耐烦。 

这条狗我买了，我又重复了一遍。 

哟，玩真的！你给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 

不多，十块。 

我知道这是个很大的数目字。我爸一个月的

工资好像六十块钱。行！我现在就回家去拿，

不过，我回来之前，你要敢把这狗杀了，我

他妈宰了你！ 

我径直跑进我爸妈的卧房，手起斧落，抽屉

打开，两张十元票子，我拿起一张，想了想，

又钻进厨房往怀里揣了几个馒头。  

我把狗牵到林姐家，指着林姐说，大黑，好

好保护林姐，以后要是有人过来欺负她，你

给我往死里咬，咬死这帮狗日的！大黑点点

头，摇摇尾巴走到林姐腿边趴下，昂起脑袋，

目光坚定。我很满意。我得亡命去了。我对

林姐说。 

在山洞里呆了三天的我前胸贴后背地回到家

中，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家里人都含着热

泪，他们以为我已经被狼嚼了，除了我爸，

他安慰我妈说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儿子饿急

眼了敢把狼崽子从狼窝里薅出来给嚼了。 

我爸看见我，习惯性地脱下左脚上的鞋，用

标准的姿势攥在右手上，瞄了瞄我左边的屁

股。我妈厉声说，你想干啥？干啥！ 我爸翻

翻眼睛，说我想换双鞋，不行么？ 

我喜欢写日记，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到，

用暴力弄钞票比偷偷摸摸容易得多，但成功

后必须立即逃跑，躲一段时间，再回来，就

没事了。过几天我又用香橡皮把这段话擦掉

了，我觉得这有点儿像描写抢银行的。我可

不是抢银行的，长大了抢不抢我不知道，但

至少现在我还不敢，那是要杀头的。政府杀

人可狠了，枪毙犯人时用炸子，对准后脑勺

子，一枪穿过脑袋，崩掉半边脸。 

一天下午，没有一丝丝风，阳光很好。我百

无聊赖，钻进林姐屋里跟她聊天，我喜欢听

林姐说话，她的声音真好听。聊了一会儿，

林姐说我的洗澡水烧好了，我得洗澡了。 

我磨磨蹭蹭不愿离开，林姐说那你帮我搓搓

后背吧。我搓着搓着就觉得下面难受，我说

林姐我帮你搓搓前面，说完我沾满肥皂沫的

双手从她掖下伸过去，抓住了两团温软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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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姐很温顺，我於是攀山越峰，滑向平原，

趟过草地，冲进温泉 ...... 门响了一声， 

我和林姐同时扭回头， 大林的脸在门缝间晃

了一下，消失了。 

 

 

第三块碎片第三块碎片第三块碎片第三块碎片：：：：死死死死    

大林拴在门柱上，我蹲在对面和他闲话。我

偷了我爸半盒乌江牌香烟，我们俩对抽，聊

天儿。 

大林，你原来干啥的？ 

我搞导弹研究的。 

你的腿咋弄的？ 

武斗被别人打坏了。 

武斗就是打架吧？ 

差不多这意思。 

为啥打架？ 

为了捍卫一个伟大的女人。 

 

我也为了捍卫一个漂亮女孩打过架，我把那

男的打得鼻口窜血，他是我们班长，打完架

那天晚上，那女孩就让我摸她了。你为她打

架的那个女人漂亮吗？你摸她了吗？ 

不许胡说八道！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摸

她，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一个伟大的旗手。 

这样啊，你太傻，不管谁的老婆，就算是玉

皇大帝的老婆，不让我摸，我都不为她打架，

凭什么啊。 

聊着聊着，大林的眼珠疯狂转动起来，我知

道谈话该结束，我得离开了，大林开始犯病。

这家伙犯病时属凶狠攻击型，医生给开的药

方是铁链子，每天 24 小时使用，因为没人知

道他什么时候犯。 

一天晚上，冷得厉害，滴水成冰。我惦记林

姐和大林，抱了一大块焦炭送过去。果然，

林姐把两床被子都披在大林身上，自己冻得

嘴唇青紫。火生起来，旺旺的，屋里很快暖

和了，我说林姐你睡吧， 我陪大林唠唠磕。 

林姐睡了，灯光太暗， 我没注意到大林的眼

珠已经飞快地旋转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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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那个屁股蛋子被我切成三瓣的流氓手

提鱼钩鱼线，蹑手蹑脚摸过来，大黑警觉地

叫了一声“汪 ” ...... 我猛一扭头，大林

的铁链子“呼”地套住了我的脖子。疯子力

量大得惊人，我的脖子立刻给勒断了，临死

前我听见大林恶狠狠地说，我叫你摸我姐！  

  

第四块碎片第四块碎片第四块碎片第四块碎片：：：：阴间阴间阴间阴间    

...... 黄沙飞扬，柳枝飞舞。奈何桥旁，我

喝了孟婆一碗味道还不错的汤，乐呵呵地在

黄泉路上小跑着，很多人乐呵呵地小跑着，

阎爷让秘书传话说要集体接见我们。 

 

后面就传来一阵狗吠，我扭头一看，大黑，

你怎么也来啦？大黑很难为情，吞吞吐吐说

你被勒死那天夜里，有人往院子里扔了一块

肥肉，我一口吞下去，哪儿知道肉里藏着一

个小铁钩子，带倒刺儿，我吐不出来也叫不

出来，被牵到野地里，给砸死了。那人把我

弄死后，窜进林姐房子，我听见林姐大哭，

大林大叫，那人大笑，说，我代表全体人民

群众操死你这个资本家的臭婊子。 

我忍不住笑起来，说你为食死，我为色亡，

咱俩这叫死得其所，殊途同归。食色性也，

说得真好。大黑一脸迷惑地看着我，我说，

嗨！你没上过学，不懂这个，咱们继续上路

吧，阎爷等着呢。大黑摇摇尾巴说好。 

第五块碎片第五块碎片第五块碎片第五块碎片：：：：阳世阳世阳世阳世    

我从梦中醒来，拧亮台灯，一脸的泪水。柔

和的灯光下，妻熟睡着，我轻手轻脚走进孩

子们的房间，孩子们熟睡着，我去瞧了瞧我

的狗，它也熟睡着。我走到院子里，静静地

抽了根烟，满天的星星都熟睡着，雪花静静

飘落。 

我现在是一个中年人，已经移居加拿大很多

年。我微胖，稍稍谢顶，鬓角有些灰白，背

有点儿驼。我不应该是那个因为摸了林姐而

被勒死的少年吧？他死了，那个年代也早就

结束了，不是么？ 

我得赶紧睡觉，明天还要上班。石油市场越

来越糟糕，每个公司都在裁员，迟到就不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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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PETROLEUM 

 

 

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Petroleum    supportsupportsupportsupports thes thes thes the    life and artlife and artlife and artlif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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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摄影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摄影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摄影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摄影（（（（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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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西线天然气合作问答中俄西线天然气合作问答中俄西线天然气合作问答中俄西线天然气合作问答( 董晶晶董晶晶董晶晶董晶晶) 

 

 

 

 

 

 

2014 年 11 月 9 日，中石油与俄气签署了

《关于沿西线管道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

气的框架协议》。这一框架协议是继 5 月

《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签署之后，中俄

天然气合作取得的又一新进展。协议规定了

未来俄罗斯通过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

供气的基本技术经济条款，确定供气规模

300 亿立方米／年、供气量渐增期为 4 至 6

年、供气期限 30 年的合作框架以及下步工作

计划等。此外，中石油还与俄油签署了《关

于万科油田项目合作的框架协议》。在框架

协议中，双方确定在万科油田开展合作的意

向，俄方邀请中石油购买万科油田部分股份，

协议规定了交易原则等条件。 

西线和东线相比有什么不同西线和东线相比有什么不同西线和东线相比有什么不同西线和东线相比有什么不同？？？？ 

此次签订的只是一个框架协议，规定了供气

量，供应的期限和路线等相关问题，但并不

具备太多的法律约束力。5 月份签署的东线

合作，是一份正式的合同，确认双方以后要

实施这个合作，作为合同签署的双方都要承

担法律责任，这是西线和东线最大的不同。 

除了法律效力上的不同，另外一点不同是双

方对东西两线的热情不同，中方更热衷东线，

而俄方更热衷西线。此外，相同的地方是：1、

都面临不确定性：尽管，东线供气合同已经

签署，但是很多细节还没有敲定，比如融资、

预付款等，中间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被俄报

所披露。相比之下，西线目前只是一份框架

协议，未来交易落地还要走更长的路，同时

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性。2、价格保密：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表示对华天然气价格，

一直是“商业机密”，价格形成机制涉及到

很多细节方面，暂时尚未透漏。据推测西线

价格似乎还没有敲定，即便敲定也还将是个

“商业机密”。 

为什么说俄方更希望西线为什么说俄方更希望西线为什么说俄方更希望西线为什么说俄方更希望西线，，，，中方更希望东线中方更希望东线中方更希望东线中方更希望东线？？？？

对于俄方来说，建设西线是因为在西西伯利

亚有现成的天然气气田，有开采能力，所以

要供气的话只要建设一条管道就可以了，如

果是东线的话就需要对位于东西伯利亚的恰

扬达、科维克塔气田进行开发，用于气田开

发的投资非常大，所以说俄方更希望进行西

线。目前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身受国际社

会的经济制裁，国内经济困顿，同时主要的

俄罗斯能源企业现金流都很紧张。相比之下，

西线投资较少，而且工期较短，更快向中国

出口天然气，以便形成稳定现金流。 

对于中方来说，中国西部已经开始从中亚进

口天然气，如果西部再增加俄罗斯天然气，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董晶晶董晶晶董晶晶董晶晶，，，，石油观察石油观察石油观察石油观察

网见习编辑网见习编辑网见习编辑网见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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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对中国中亚天然气贸易结构产生冲击，

而且会加大西气东输管道体系（目前西气东

输四线已开始修建）的运输压力。对中国而

言，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西线天然气并不经济，

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心在东部，需求也在东部，

对来自俄罗斯的西线天然气的需求并不迫切。

中国东部，尤其是东北地区既没有管道天然

气的供应，也没有 LNG 进口设备设施，所以

中方更希望东线天然气。 

两线合作中两线合作中两线合作中两线合作中，，，，中俄双方谁更有主导力中俄双方谁更有主导力中俄双方谁更有主导力中俄双方谁更有主导力？？？？ 

双方都拥有各自的优势，在谈判中也都运用

了这些优势，例如：俄罗斯拥有资源，在定

价上拥有一些权利；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同

时中国也从中亚进口天然气，进口 LNG 天然

气，同时也有自己开发天然气，所以拥有强

大的议价能力。目前没有办法说谁更有主导

力，这不是两个力量悬殊的谈判对手，而是

力量平均各有优势。中俄双方长期的艰苦的

谈判，持一种博弈和合作的态度，最后达成

对双方都有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对

于优先权，主观上来说，现在不能判断，要

结合客观实际看工程的具体进展情况。 

西线是否会比东线提前供气西线是否会比东线提前供气西线是否会比东线提前供气西线是否会比东线提前供气？？？？ 

从俄方来看，西线有现成的天然气田，而且

天然气管道长度要比东线的短，俄方的判断

就是说如果两条管道现在同时开始投入建设

的话（从西线尽快正式签署商业合同），俄

方估计是能更早的实现西线天然气的供应。

但是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因为还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包括西线最后

的合同的签署以及东线的进展，还有东、西

线建设情况，东线天然气气田开发的情况以

及资金到位的状况，这些都是一些影响因素。

所以现在也是无法判断到底是西线还是东线

先实现供气。 

中俄西线会给中亚天然气形成竞争性压力吗中俄西线会给中亚天然气形成竞争性压力吗中俄西线会给中亚天然气形成竞争性压力吗中俄西线会给中亚天然气形成竞争性压力吗？？？？

中俄西线合作肯定会对中亚管道合作形成一

些竞争，但是从中方来看，作为天然气进口

的主体，不论是中俄西线管道还是中亚管道

都是中石油在经营进行天然气的进口，从中

方来看就是中石油自己根据天然气供应的量、

期限、质量等和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进行相应

的谈判、调整。总体长远来看，实现西部气

源多元化，对中国还是有利的，因为在卖方

多元化竞争中，买方总是会受益。 

未来中亚气是否会和俄罗斯天然气处于同一未来中亚气是否会和俄罗斯天然气处于同一未来中亚气是否会和俄罗斯天然气处于同一未来中亚气是否会和俄罗斯天然气处于同一

价格水平价格水平价格水平价格水平？？？？是否会形成联动机制是否会形成联动机制是否会形成联动机制是否会形成联动机制？？？？ 

目前，西线价格还没有公开，但未来很有可

能将会比东线价格要低，首先俄罗斯天然气

出口锁定油价，在油价持续下跌的期间，俄

罗斯很难提出更高的价格。另外，中石油作

为进口管道天然气的运营商，必须考虑进入

中国后的长距离管输到东部地区的成本。另

外，中亚和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是否会联动，

应该取决于中石油未来的谈判立场。对于中

亚和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商而言，肯定会参考

对方价格的意愿，来判断价格是否符合“市

场原则”。总之，即便未来产生联动机制也

是趋于市场经济原理的。 

中石油获得万科油田中石油获得万科油田中石油获得万科油田中石油获得万科油田 10%的权益的权益的权益的权益，，，，这是否是这是否是这是否是这是否是

西线协议签署的交换和补充西线协议签署的交换和补充西线协议签署的交换和补充西线协议签署的交换和补充？？？？ 

从公司层面来看，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

西线合作是中石油和俄气签署的，万科油田

合作是中石油和俄油签署的，分属两家不同

的公司。从国家层面来看，中俄两国都属于

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国家，国家意志在重大

商业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无论俄油、俄

气还是中石油都是国有控股公司，都是实现

国家意志的商业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很难

能说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从历史来看，中俄

两国经贸合作往往都是“混搭型”的，例如

军贸协议就曾搭配着核电项目一起推销给中

国。通过混搭，来实现两国利益间的平衡。

我们认为，中下游互换提议与西线没有必然

联系，也就不存在交互和补充。当然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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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能源战略的总体大情况来看，双方

这种用市场换资源、用资源换贷款或者是上

下游相互交换的这样一些默契是存在的。 

西线协议签署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西线协议签署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西线协议签署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西线协议签署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

机会在哪里机会在哪里机会在哪里机会在哪里？？？？ 

中国企业的机会其实很多，对于像中石油这

样的一些企业来说，他的机会主要在于和俄

罗斯更多的进行大型的战略型项目的合作

（包括和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其他俄罗斯国有

石油公司）无论在上游管道建设还是下游市

场包括一些基础设施方面都存在合作机会。

包括一些新型的战略型项目，包括在北极，

或者是一些中俄双方感兴趣的一些领域。对

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也存在一些机会，特别

是在油价下跌和俄罗斯国内油气的上游领域，

对于中国公司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向好的趋势。

此前普京总统表示，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

俄罗斯的油气行业没有限制。我认为这是一

个非常好的信号，具体合作内容还需要我们

的企业和相关机构积极的和俄方进行接触谈

判和了解相关政策。此外，俄罗斯受到制裁，

一些欧美石油服务和装备商在俄市场份额萎

缩，中国的一些服务和设备供应商可能会在

俄罗斯市场上出现一些新的机会。 

 

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 

““““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美俄转向亚洲战略的战场美俄转向亚洲战略的战场美俄转向亚洲战略的战场美俄转向亚洲战略的战场””””   

by  Keith Johnson 

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中国，试图挽救由

美国主导的亚洲贸易秩序时，中国和俄罗斯

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两国

达成了今年以来的第二项能源协议，这项协

议在未来数十年将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这

项初步协议距中俄签订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4000 亿美元天然气大单仅仅几个月，反映了

亚洲权力均势的转变。这项协议建立在双方

需求上：俄罗斯需要打破因克里米亚而被西

方孤立的局面，中国需要可靠且实惠的能源。

 

算上中国经济之前在亚洲的攻势——从与美

国的伙伴澳大利亚和韩国新签订的贸易协定，

到推动由中国主导的发展银行，这些银行可

以削弱西方的金融优势地位——最近的中俄

天然气协议显示了美国在转向亚洲时所面临

的经济和外交挑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我们都要坚持把发展中俄关系作为本国

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宣布这项协议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紧密协作，使世界“更稳

定和可预见”。 

当美国同时在多方面对中国发起反击时，

“中国可能会更加公开表示，中俄能源合作

不再仅由需求驱动，而是两国不断强化的战

略层次合作的核心部分。”英国皇家国际事

务研究所副研究员、中俄能源关系专家派克

（Keun-Wook Paik）说。 

11 月 9 日，中俄签署了一项关于从西伯利亚

西部地区输往中国西部省份的第二条天然气

出口线路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这项 30 年的协

议达成，俄罗斯将从 2018 年开始，向中国输

送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在面临西方的金

融制裁下，这将是俄罗斯获得的一个新的大

客户。 

加上之前 5 月签订的协议，俄罗斯每年至少

能向中国输送 68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在

2020 年满足中国五分之一的天然气需求。协

议达成尚需时日，双方奠定了基础工作，但

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天然气的价

格。第一项协议花了 10 多年才达成，俄罗斯

在价格上作了大幅让步。 

这一次俄罗斯恐怕要作更多的让步。原油价

格持续下跌，中国的天然气合同与石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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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这意味着当前天然气的价格比几个月

前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天然气价格随着原

油价格的变动而波动：原油越便宜，那么俄

罗斯的天然气也越便宜，当然反之亦然。同

时，这项新协议的利润比东线“西伯利亚力

量管道（Power of Siberia pipeline）”的利润

低，因为俄罗斯天然气将会输送到中国人口

稀少的西部地区。然后，中国需要横跨陆地

数千英里来输送天然气。“俄罗斯西线供应

的天然气要比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便宜。”

能源咨询公司东欧天然气分析中心（East 

European Gas Analysis）负责人米克黑尔•科

尔切姆金（Mikhail Korchemkin）表示。“东

线管道输送的天然气靠近哈尔滨市和中国东

北其他主要消费中心，然而西线要穿过偏远

的边疆地区。” 

即便如此，俄罗斯也急切期待达成今年以来

的第二项重大协议。俄罗斯一直寻求扩大与

亚洲的能源贸易，自从能源、国防和金融领

域遭西方制裁后，俄罗斯加快了步伐。与中

国的巨额合同可以显著地抵消俄罗斯对欧洲

市场的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

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 （Alexey Miller）表

示，这项新的天然气协议最终将令俄罗斯与

欧洲的天然气贸易相形见绌。“莫斯科早在

与西方的关系出现危机前就开始转向亚洲，

但我认为危机使俄罗斯更坚定与中国达成协

议的决心。”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主任杰夫•曼考夫（Jeff 

Mankoff）表示。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突然对这项协议感兴趣。

即便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官员一直对西部

天然气路线感到乐观，但中国领导人大多数

时间保持沉默。一些因素可能使中国改变了

想法。首先，仅就协议的能源部分而言：中

国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能源组合中

煤的重要性，需要大量的天然气。中国一方

面增加产量，另一方面与中亚国家签订天然

气进口协议，超过 12 个沿海天然气进口终端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俄罗斯大规模天然气

田提供了一个更近且易得的清洁燃料供应来

源。其次，相比海运而言，大型天然气管道

——无论是来自西伯利亚西线还是东线——提

供了一个潜在的、更安全的选择。中国领导

人对中国能源进口，特别是原油过度依赖海

运一直感到担忧。 

由于担忧美国未来将向亚洲出口液化天然气，

俄罗斯急于先一步抢占市场。“在美国液化

天然气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俄罗斯需要开拓

其管道天然气市场，来对抗美国液化天然

气。”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派克说，

“中国将是美俄转向亚洲战略的战场。” 

（原载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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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是中国的内海，面积约 8 万平方千米，

海底比较平坦，平均水深 18 米，有 1/4 海域

在水深 10 米以内。从陆地流入渤海的河流有

近 20 条，它们带来了大量的沉积物，其中黄

河每年冲入渤海的沉积物就达 20.8 亿万吨，

为油气生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地质工作者自 1916 年起就陆续在渤海

周边地区进行地质调查。1954 年 3 月，当时

中国的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

将渤海湾列入中国三大石油勘探远景区之一。

许多国外的地质专家都认为，渤海具有生成

油藏的条件，是石油的富集区。从 1959 年开

始，原地质部对渤海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

地质概查。 

1965 年，石油部正式决定在渤海开展大规模

的油气勘探开发工作，并成立机构、组建队

伍，从此，渤海的油气勘探开发迈入了新阶

段。从 1959 年到 1980 年，渤海共完成重力

剖面 18244 千米，海磁剖面 29992 千米，地

震剖面 119657 千米，基本完成了地球物理勘

探的区域详查，发现了 231 个局部构造，总

圈闭面积 2300 平方千米。共钻探井 99 口，

其中预探井 52 口，评价井 47 口。钻探构造

28 个，其中有 15 个获得了油气流，发现了 5

个油田和 9 个含油气构造。 

1、早期的地质调查 

1957 年，石油工业部华北石油勘探处与地质

部华北石油普查大队对渤海南部沿岸进行油

气调查。1959 年，地质部航磁大队 904 队在

渤海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 1：100 万的航空磁

测，推断渤海是个大坳陷。 

1960 年至 1964 年，地质部第五物探大队、

青岛海洋研究所先后在海上进行了重力、地

震、电测深等各种地球物理勘探试验。第五

物探大队还作过几条大剖面，在辽东湾和渤

中地区进行过地震概查，并在辽东湾局部有

利地区进行加密测网普查。通过概查和物探

试验，证明渤海海域是跨越辽宁、河北、山

东、河南四省，面积达 20 万平方千米的渤海

湾含油气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出了渤海

是有利的油气勘探地区的判断。 

1964 年 4 月，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成立一支

浅海地震队-216 地震队。这个队 20 世纪 50

年代组建于青海，1961 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

1964 年初到华北参加大港石油会战。在下海

前，又增加一些人员，全队共有 80 多人。地

震队租来一条木壳机动船-河北海运局的“冀

海 103 号”，只有百吨位，后来成为 216 队

工作的“母船”，除了承担信号接收、资料

分析及指挥任务外，还兼队员们的宿营地。

接着又从东沽渔业大队租来三条木制机帆船，

将陆地用的设备装在船上，分别改装成测量

定位船、放线船和爆炸作业船。1964 年 8 月

正式出海作业，用六分仪定位、人工插检波

器、人工放电缆。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到年

底成功地实验完成了 6000 米地震测线，为后

来的海上地震作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65 年 1 月，石油部在北京召开厂矿长会议，

正式向石油系统发出“上山、下海、大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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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号召。上山，就是派一部分人上四川

找油气；下海，就是组织力量到大海里找油；

大战平原，就是要让物探队伍在华北平原进

行地质剖面调查，开展勘探大会战。随后，

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第 25 次党委扩大会议决

定，由河北石油勘探指挥部（代号 641 厂）

组织人员筹备下海，要求“三年打开局面，

五年拿下面积”。 

为了落实下海找油的战斗部署，641 厂于

1965 年 2 月成立了由十余人组成的精干机构-

海洋勘探室，1966 年 8 月改建为海洋勘探指

挥部，由钟一鸣和张志友分别任指挥和党委

书记，负责组织下海的工程设计和勘探准备。

海洋勘探指挥部设在天津北仓 641 厂指挥部

所在地叫双街的小房子里。半年以后，搬到

胡家园。后来经与塘沽城管处共同选址，决

定在海河防潮闸东侧、回淤研究所以南地带

建立基地。那里背靠大沽炮台，面临渤海，

与天津港主航道相望。 

1965 年 3 月 22 日至 28 日，在康世恩的指导

下，海洋石油勘探会议在天津北仓召开。与

会人员除了 641 厂和海洋勘探指挥部的领导

外，还邀请国防科委、海军、交通部、地质

部的有关专家参加。会上，石油部勘探司和

情报所的代表作了发言，介绍了国外海上油

气勘探开发情况，工程技术人员也在会上谈

了下海的设想。 

会议决定开展海上钻井方法的研究试验工作，

试制混凝土钻井平台及钢结构导管架，同时

决定加强海洋物探队伍，抽调 5 个地震队、2

个重力队和 1 个测量队共 500 余名职工组成

海洋地质调查一大队，负责渤海海域的地球

物理勘探。石油部又从北海舰队、交通部等

单位陆续商调来了“海渔 26”、“海潜

506”、“海测 503”、“黄河号”（原从国

民党海军起义的军舰“重庆号”）、“天祥

号”（原慈禧太后游艇）、“民主 20 号”客

轮以及“东油 3 号”、“东油 7 号”等船舶。

同时，又从华东石油局调来了十几条木船。

接着 60 多名海军战士转业到指挥部，渤海的

石油队伍正式诞生了。 

海洋地质调查一大队在下海前，组织测量技

术干部到国家测绘总局、海军司令部、航道

局等单位，收集渤海沿岸地区的测量成果、

高等级三角控制点的分布，了解海底地形地

貌、水深变化、潮汐规律、海底底质以及定

位测量方法；组织物探技术干部到地质部第

五物探大队、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等单位

了解他们海上物探试验工作情况，收集沿渤

海各港口重力基点的成果；组织地质、物探

的室内解释人员到地质部航空磁测大队、物

探大队以及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等单位收集

渤海周边陆地物探、钻探和海区航磁的地质

成果；请石油部规划研究院南海地震方法研

究队技术负责人前来指导工作；认真吸取

216 地震队在高沙岭一带进行浅海试验的经

验；又参照大庆石油地震会战行之有效的物

探大面积连片勘测的经验，在渤海南部近 4

万平方千米的海域统一设计测网，整体部署，

将物探队分为海滩队（工作区域由海岸至枯

潮线）、浅海队（工作区域由枯潮线到 6 米

水深线）和深海队（工作区域由 6 米水深线

至无限水深）。 

由于采取的是分段、分区、分时间和分队施

工，为保证在同一条线上所获的物探资料能

连续追踪对比，要求各队在测网的连接处重

复 1 千米-2 千米。该队在海上作业至 1996 年，

使用“51”型地震仪，在歧口凹陷的南坡自

北而南相继发现了海 1、张巨河、赵家堡三

个断裂构造带，画出了渤海第一张地震构造

图。 

2、初创时期的钻探 

从 1965 年至 1972 年，除继续开展海上地球

物理勘探外，渤海主要在海岛和近岸地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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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钻探。1965 年 8 月，石油部华北石油勘探

指挥部海洋勘探室派 1806 钻井队在队长孙治

业的带领下乘坐“民主 20 号”到距塘沽 20

余海里的曹妃甸岛打探井。和南海石油钻探

一样，在没有海上钻井平台等先进设备的情

况下，渤海的石油钻探也首先选择小岛进行。

正当曹 1 井准备开钻时，遇到了海啸袭击，

作业被迫停止，1965 年 12 月 1 日才正式开

钻，当天 22 时完钻，井深 120 米，探明了曹

妃甸砂层的厚度。 

1966 年 1 月 7 日，指挥部决定依靠自己的力

量设计、建造一个钻井固定平台再开展海上

勘探。1966 年 12 月 15 日，坐落在海 1 构造

断裂带上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制造、安装

的海上固定式钻井平台建造完成。199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海上第一口深探井-海 1 井开

钻，1967 年 5 月 6 日完钻，井深 2441 米。

钻探过程中不断发现油浸和油斑砂岩。6 月

14 日在 1615—1630 米井段明化镇组下部测

试 3 个层段，用 4 毫米油嘴试出了油流，日

产原油 35.2 吨，天然气 1941 立方米。这是

渤海笫一口发现井，也是中国海上第一口工

业油流井，标志着中国海洋石油进入工业发

展的新阶段。国务院为此发来贺电，赞扬海

洋石油职工“创造了我国海上打探井的先

例”。 

1966 年至 1967 年，渤海的物探调查由南向

北扩展，在歧口凹陷的北坡及东北部又发现

了灯南 1 号、灯南 2 号、灯南 3 号、新港构

造带。1970 年至 1971 年，在灯南 1 号构造

带、北新港构造带钻井 4 口，均无重要发现。

当时认为地质构造复杂，使用的调查手段落

后，难以落实构造，于是决定由歧口凹陷北

部再向南部斜坡转移。 1971 年 7 月，利用钢

结构导管架的 4 号钻井平台在张巨河构造带

上钻海 4 井，11 月对沙河街组测试，日产原

油 203 吨，天然气 42163 立方米，发现海 4

油田。后补做地震工作，进一步落实构造。 

到 1972 年底，渤海先后建造 5 座固定式钻井

平台，钻预探井 7 口，评价井 5 口；物探方

面，共做重力剖面 18243.51 千米，地震测线

60515.58 千米。通过勘探，取得了以下成果：

预探了 5 个构造，发现了歧口 17—2（海 1）、

歧口 17—3（海 4）、曹妃甸 21-1（埕北）3

个含油构造，除海 1 井获工业油流外，海 4

井在沙二段、海 7 井在东下段也获得高产油

流；根据所作的物探和周边的地质资料，划

分了地质单元-整个渤海湾共划为 5 个基本构

造单元。在此基础上，又划分了二级构造单

元并圈定了局部构造；钻探证实渤海西部地

区的生储盖组合、含油特征、油气控制因素

与陆上大港油田基本相似。这期间，钻探工

作主要局限在渤海西部水深较浅、离基地较

近的近岸部分。由于地球物理技术不够先进

（地震采用光点、模拟磁带记录），限制了

对地下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尽管如此，海上

勘探还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3、从近岸到全海域 

1973 年至 1980 年 5 月，是渤海湾依靠自己

的力量，从近岸地区的试验性勘探发展到全

海域的区域勘探阶段。钻井平台的落后和不

足，严重制约着渤海油气的勘探开发。先后

建造的海 1、海 2、海 3 几座平台遇到的问题，

使石油部深深感到这种固定在海上的导管架

平台太没有机动性了。当时，世界上已经普

遍采用了机动灵活的钻井装置-自升式、半潜

式和浮式钻井平台，可以拖到各个井位打井，

打完井又能拖到新的井位，不但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而且比较安全。经过深思熟虑后，

石油部决定自力更生设计建造自升式钻井平

台。 

1970 年夏天，钻井平台建造工程在大连造船

厂开工。经过工人和技术人员两年的艰苦努

力，“渤海 2 号”钻井平台终于建造完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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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72 年 6 月 8 日从大连拖至塘沽，1973

年 3 月投入使用。“渤海 1 号”是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凭借国内自己的设计力量、

造船队伍和材料、设备建造的第一座国产自

升式钻井平台。从 1973 年初投入作业至

1982 年报废止，8 年时间在海上打井 23 口、

进尺 59194 米，为初期渤海石油勘探开发事

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中国海上钻井作业

告别固定平台的标志。 

继“渤海 1 号”之后，又陆续建造了渤海 3

号、5 号、7 号、9 号自升式钻井平台，并引

进了渤海 2 号、4 号、6 号、8 号、10 号五座

自升式钻井平台和滨海 504、505、506、511、

512 五艘数字地震船，使勘探能力和水平得

到增强和提高，勘探范围从浅海迈向深海，

从近岸钻探到全渤海海域钻探和开发。以沙

垒田凸起（原海中隆起）的浅层和石臼坨地

区古潜山油气藏为重点，组织了两次集中钻

探，在 27 个局部构造上钻预探井 45 口，评

价井 42 口，并钻了 15 口开发井。在钻探的

同时，开展了全区的海上磁力详查，完成海

磁剖面 29992 千米，地震测线 59141.5 千米。

除一些浅滩外，基本完成了测网密度为 2×2

千米的全区半详查，并作了 12 条区域地震大

剖面。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地震勘探在渤中发现了

沙垒田凸起，面积超过 1600 平方千米，四周

被凹陷包围。1973 年 5 月在沙垒田凸起钻第

一口探井-海中 1 井，6 月在馆陶组及明化镇

组发现 13 层油层，厚 100 米，测试馆陶组油

层产原油 26.2 吨，测试明化镇组油层日产原

油 5.18 吨。海中 1 井出油在石油界引起极大

重视，石油部决定集中海洋勘探力量对沙垒

田凸起整体解剖，井位部署既钻高部位，也

钻低部位。 

从 1973 年 8 月到 1974 年 10 月，共钻探井

11 口，只有海中 2、4、5、6 井的油层厚度

大于 10 米，海中 10、11 井为干井。钻探失

利的主要原因是圈闭不落实，对已发现的油

层、油藏研究不够。石臼坨凸起位于渤中坳

陷西北部，面积 2040 平方千米，是在完成 1：

50 万重力普查的基础上，1967 年至 1969 年

用国产磁带单次地震普查时发现的。1974 年 

至 1975 年对这个凸起上的 427 构造作四次叠

加地震详查，1975 年至 1976 年初又采用数

字地震对 428、430、432 构造作了地震普查，

基本落实了一批局部构造。 

1975 年在总结渤海 10 年的勘探经验后，石

油部提出“稀井高产、稀井高质量、稀井广

深”的“三稀”方针，勘探部署“区域甩开

渤中坳陷”。石臼坨凸起含油远景好，是选

择的重点目标。通过钻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75 年 4 月，在 428 构造东高点（秦皇岛

36—1）钻渤中 2 井，用 8 毫米油嘴对下古生

界灰岩和上古生界两层 12.2 米可疑气层作裸

眼测试，折算日产油 160.1 吨，天然气 37800

立方米，发现了 428 油田。同年在 427（渤

中 3—1 东）潜山披复背斜构造顶部钻渤中 3

井，测试奥陶系灰岩，日产油 1.03 吨，在东

营组与奥陶组合试，日产油 6.73 吨，发现了

427 含油构造。 

1976 年以石臼坨凸起为重点，以第三系及潜

山为主要勘探目的层，部署地震、海磁，并

打 5 口探井，这 5 口探井在明化镇组下段、

馆陶组、东营组及中生界火山岩中都发现了

油气层。当年 7 月，在 430（秦皇岛 30 一 1）

构造上钻渤中 6 井，在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用

15 毫米油嘴测试，折算日产原油 344.4 吨，

天然气 13310 立方米，发现了 430 含油构造。

当年 9 月，在 428 西（秦皇岛 35—3）高点

上钻渤中 5 井，在安山质凝灰岩用 20 毫米油

嘴测试，折算日产原油 333.6 吨，天然气

26690 立方米，发现了 428 西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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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75 年石油部在河北任丘发现古潜山高

产油田后，1977 年渤海将勘探重点放在石臼

坨凸起寻找古潜山油田上，共钻 3 口探井和

2 个平台钻评价井，结果在秦皇岛 34—4 构

造上的渤中 14 井东营组获油流；427 东高点

（渤中 3—1 东）的渤中 11 井见油气显示；

427 潜山构造西高点（渤中 3-1 西）的渤中

12 井在古潜山奥陶系灰岩获高产油气流，采

取酸化措施后，用油管、套管测试，同时放

喷 69 分钟，折算日产油 1310 吨，天然气

290543 立方米。 

1978 年整体解剖 427（渤中 3—1 东和渤中

3—1 西），部署探井 3 口及详探井 3 口，并

进行地质详查。进一步落实圈闭，但 6 口井

有 5 口出水，1 口无显示。1979 年至 1980 年

钻新渤中 12 井和新渤中 12—1 井，两口井均

进入奥陶系灰岩，但测试为水层或干层，钻

探失利。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勘探成果是

令人瞩目的，发现了 12 个含油构造。总圈闭

面积 2300 平方千米；明确了东营组、沙河街

组两套主要生油岩系，有渤中、歧口、渤东、

黄河口、辽中、辽西、秦南、莱州湾及南堡

9 个生油凹陷；明确了明化镇组、馆陶组、

东营组、沙河街组、侏罗系、奥陶系、寒武

系等 7 套含油层系，有砂岩、火山岩及碳酸

盐岩等 3 种储集岩类；证明了渤海海域与周

围陆地油区一样，是一个多生油层系、多储

集层类型、多油气藏类型的复式含油气区。

此外，胜利、辽河、大港等油田也在渤海的

浅海海域进行勘探，取得一定的成果。 

4、油气田的开发生产 

渤海的油气田开发生产是从 1967 年开始的。

自海 1 井 1967 年 6 月钻出原油后，立即将原

钻井平台改建后试采，并打了中国海上第一

口斜井。该平台生产、生活、井口、发电、

储罐均设在一个导管架上，工艺流程简单，

设备简陋，在连续生产近 10 年后，因产量低、

腐蚀严重而在 1976 年 12 月 14 日封井报废，

累计产油 20334 吨。海 1 平台是中国近海第

一个简易采油装置。1971 年勘探发现歧口

17—3（海 4）含油构造后，到 1974 年 10 月，

先后钻 8 口评价井，又发现了明化镇和馆陶

组油层，其中海 4—6 井日产原油上千吨。 

1975 年 7 月，4 号平台转入采油，生产井 6

口。1974 年 8 月至 11 月，在海 4 井南又钻 4

口评价井，在海 4 井和海 10 井之间建 7 号生

产平台，布 8 口生产井，1977 年投产，当年

两座平台产油 86882 吨，为该油田的最高年

产量。1983 年 4 号平台封井，1985 年底 7 号

平台废弃，累计产油 602950 吨。该油田是中

国近海用简易平台开采的第一个复杂小油田，

为以后建造完善的采油平台提供了资料，也

为油田开发生产和管理积累了经验。该油田

诞生了中国第一支海上女子采油队。 

1975 年 6 月，渤中 2 井出油，发现了 428 东

含油构造。1977 年 1 月，9 号采油平台建成

投产，生产两年后，1977 年 9 月停喷，共采

油 3.77 万吨。1977 年 12 月，埕北油田的 6

号采油平台建成并开始试采，至 1981 年 10

月试采结束，累计产油 40 万吨。该油田是中

国近海发现和开发的第一个潜山披复背斜稠

油油田。1976 年 9 月，在石臼坨凸起秦皇岛

35—3 (428 西) 构造上钻探的渤中 5 井发现了

428 西油田。1981 年 10 月，8 号采油平台建

成开始试采，到 1990 年底，累计产油 39.37

万吨。从 1967 年海 1 平台投入采油至 1981

年，石油工人自力更生，利用简易的装置共

在渤海开发了 5 个小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96331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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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能源署美能源署美能源署美能源署：：：：2040 年年年年油价油价油价油价 220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近日，曾经对囯际油价基本持谨慎态度的美

国能源署突然改口，对未来油价做出了上涨

的预判。这一预判，不仅意味着对正在逐渐

上涨的油价发出了更明确的看涨信号，还意

味着，在今后的油价运行中，将可能有更多

利益集团加入到推涨油价的行列中去，成为

推涨油价的又一助力。 

美国能源署在 4 月份发布的几份报告中连续

看涨油价。其中，在《短期能源展望报告》

中预测，2015 年时 WTI 为 52 美元、2016 年

为 70 美元、2020 年为 83 美元。另外在

《2015-2040 能源前景预测》报告中更是做出

令人惊诧的预测，随着经济转向高速增长，

2040 年油价会冲顶至 220 美元。 

在 2015 年的今天去预判 2040 年的油价实在

是远了点，不过，我们应该理解美能源署之

所以发表 20 多年之后高油价预测的意图，即

提醒市场注意，高油价才是市场的未来。这

是对当前这轮油价下跌之后，伴随而至的低

油价时代相关舆论做出的重要修正。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能源署在《2015-2040

能源前景预测》报告中提出，在不同的油价

情景下美国原油产量各异的对应关系。如，

在低油价下原油产量为日均 1000 万桶，但在

高油价下可达到 1300 万桶。同时，国际能源

署的报告也称，预计 2015 年美国的日均原油

产量为 1252 万桶。未来五年，美国将是世界

原油供应增长的源泉。 

由于油价的持续下跌，美国油井开工数已经

持续了半年多的下降态势，从 2014 年 10 月

最高峰时的 1600 余座降至今年 5 月的 670 余

座，减少幅度高达近 60%。由于美国的页岩

油生产大多在私有土地上，一般都附有闲置

被处理的条款，如果在合同期内停产超过规

定时间，那么开采权将被收回。因此，当前

页岩油生产者面临着或者继续负债开采，或

者被迫停产任开釆权被收回的两难困境。 

评级公司惠誉的数据表明，能源公司发行的

评价为 B-的债券(近似于垃圾债券)在 2014 年

已达到 750 亿美元，远高于 2009 年时的 160

亿美元。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页岩油生产

者一旦破产，那么，页岩油生产是否会成为

石油市场中的另一个房地产泡沫，从而引发

又一场金融危机呢？正如当初“两房”企业

的倒闭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看来，大面积

停产的页岩油生产局面需要有权威机构出手

相助。为了改变美国大幅关闭油井的严峻局

面，防止一旦页岩油生产发生资金链断裂带

给经济社会的更大危害，需要有相对高油价

的支持。这可能是这些报告背后更深刻的含

义。 

如果我们对美能源署发布的看涨油价预测的

真实目的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油

价运行中，将不仅仅只是美能源署进行油价

舆论引导这么单一。预计将可能有更多利益

集团以多种方式加入推涨油价的行列中去。

如果说，当前还存在着对油价有压抑作用的

供求因素的话，那么将在利益集团操控之下

进一步被弱化，油价将可能进一步被推涨。 

(文章转载自：金银岛资讯 201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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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 

 沙特宣布打赢石油战沙特宣布打赢石油战沙特宣布打赢石油战沙特宣布打赢石油战 

沙特阿拉伯笑了，宣布自己打赢了石油市场

争夺战，成功地将美国等页岩油气生产商挤

出市场。但国际能源署(IEA)5 月 13 日发布最

新报告称，石油市场争夺战现在才刚开始。 

IEA 总部设于法国巴黎，成立于上世纪 70 年

代初“石油危机”之后，为 28 个工业化国家

提供能源政策建议，包括美国、日本 、德国 、

意大利 、英国、法国等主要石油消费国。 

过去的几个月，投资者不敢靠近石油 

IEA 在报告中指出，欧佩克此前称通过不减产

赢下原油市场份额的言论为时过早。石油市

场争夺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美国页岩油产出增加以及全球需求减弱的

驱动下，国际油价从 2014 年 6 月份开始一落

千丈，同时也威胁到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组

织。面对油价下跌，欧佩克宣布不减产，直

接引发石油市场的争夺战。这个富有争议的

策略直接挑明欧佩克不会再帮助自己的竞争

对手推高油价。 

这样的策略在低油价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IEA 的报告称，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已连续多月

削减成本开支，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生产的

停滞。IEA 预测美国页岩油生产将在本月显出

下跌迹象。5 月 12 日，欧佩克公布的数据显

示，欧佩克 4 月份全球原油产量增加到

32.8%。 

“无疑，过去几个月的价格下滑已经使投资

者不敢靠近昂贵的石油，包括美国页岩油、

深海油田和重油，”一名沙特官员对英国

《金融时报》表示。 

IEA：“现在言胜，为时过早” 

但近期国际油价逐渐走高，让美国页岩油产

商得到了喘 息 的 机 会 。 截 至 5 月 14 日，

布伦特原油期货较今年 1 月初上涨 40%多，

报 67.48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则成功突破

60 美元，报 60.34 美元/桶。 

美国最大的页岩油生产商依欧格资源公司最

近预测，只要 WTI 升至每桶 65 美元或更高，

美国石油业就将恢复“两位数”产量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非欧佩克国家的产能在

提升。根据 IEA 的报告，俄罗斯的原油产出

在今年 4 月份出乎意料的上涨了 18 万 5 千桶

/天，巴西的产量则上涨了 17%。同时，中国、

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产出也在不断走强。IEA 预

期中国石油产出每天将增长 10 万桶，至 430

万桶/天。“这也预示着，欧佩克称自己赢得

市场份额战争为时过早。石油市场争夺战现

在才刚刚开始。”IEA 在报告中说。 

此外，在报告中，IEA 还调高了非欧佩克国家

2015 年的石油产出预期，至 83 万桶/天。 

不减产只是欧佩克争市场的第一步 

到目前为止，欧佩克国家并没有表露出要改

变战略的迹象。IEA 的数据显示，4 月份的欧

佩克产量增至 3120 万桶，是 2012 年 9 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每天增加

了 140 万桶。 

IEA 在报告中透露，不减产只是欧佩克国家争

夺市场的第一步，“他们的战略还包括积极

投资未来的生产能力。”当非欧佩克国家削

减开支的时候，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阿

联酋等国家都在积极扩大自己的钻井设备，

增加石油开采项目。伊拉克石油产出达到了

197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伊朗的产量则达到

了 2012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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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资讯资讯资讯资讯：：：：油价上攻再次失利油价上攻再次失利油价上攻再次失利油价上攻再次失利 

 

5 月份的石油市场再现了 2 月份的情景，原

油价格试图再次攀升，达到略高于 2 月份的

水平，但最终未能成功上涨。 

美元走强，市场也再次关注利空的供方基本

面，令布伦特原油失去了上涨的动力。在 5

月初，布伦特原油一度位于本年高位，接近

68 美元/桶。6 月 5 日，不出市场所料，欧佩

克决定维持产量上限不变，在 6 月份第二个

星期开始时将基准轻质低硫原油的价格又拉

回到了 62 美元/桶的水平。 

5 月份美国新增就业数据向好，增加了美联

储将在 9 月份大幅提升利率的预期，美元指

数（美元相对于 6 种货币的价值）从 5 月中

旬 93 点稍上的最低点上升至 5 月 29 日的近

97 点。美元的走强让石油等以美元定价的商

品更加便宜。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在 5 月份持续下降，但

到月底时，让截至 4 月 24 日时那个星期的

4.9091 亿桶库存（是美国能源信息署于 1982

年开始统计数据以来库存量最高的一个星期）

仅仅减少了 1,350 万桶。 

美国能源信息署称，美国的原油产量在 5 月

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升至 25 年来的最高位

958.6 万桶/天，大大抵消了原油库存下降对

市场情绪产生的任何影响。由于北美钻井数

量从 10 月初的最高峰 1,609 口下降至截止 5

月 29 日时那个星期的 646 口，市场曾预期原

油产量不会上升。 

据报道，欧佩克的实际产量超过了其 3,000

万桶/天产量上限近 100 万桶/天；而在欧佩

克会议之前，俄罗斯能源部长 Alexander 

Novak 也表示俄罗斯今年的原油产量将保持

在约 1,054 万桶/天的水平，与 2014 年持平，

这些均进一步加深了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 

同时，伊朗表示将在取消制裁后一个月内向

市场额外供应 50 万桶/天的原油，在 6-7 个

月内在现有供应量的基础上增加 100 万桶/天。

尽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也预示着全球石

油供大于求的状况在变好之前可能还会恶化。 

伊拉克的原油出口量在 4 月份猛增了 300 万

桶/天，这是 1979 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据

称在 5 月份有了进一步的上升。对于石油市

场来说，相对于这一趋势，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在中东国家取得的进展根本就不算事儿。 

在这一背景之下，加拿大阿尔伯达东部地区

5 月份最后几天的野外大火关停了 23 万桶/

天以上的重质高硫原油产能、尼日利亚工会

罢工将 10 万桶/天的产能关停了一个星期和

利比亚的产量由于持续动荡一直维持在约 44

万桶/天的低位等事件均被人们抛在了脑后。 

2015 年上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远远落后

于供应的增加，但市场越来越预期两者的差

距在下半年会消失。欧佩克和美国能源信息

署均在 5 月份的月度报告中提高了 2015 年需

求增长预测，尽管作为发达国家能源政策顾

问的国际能源署将自己的预测维持在 4 月份

的水平。 

欧佩克、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

的预测是 2015 年全球需求平均将增长 116 万

桶/天，高于 1 月份 105 万桶/天的增长。 

低油价被认为促进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消

费，尤其是在交通运输燃料领域。低油价如

何促进经济发展尚无定论，但欧佩克在其 5

月份报告中表示：“一些国家经济复苏的较

为缓慢，但世界经济增长在今年将进一步加

快，导致 2015 年原油需求上升。”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在

2015 年将上升约 12 万桶/天，而由于低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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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增长完全抵销了汽车效率的提升，去

年的消费量实际增加了 8 万桶/天。 

在过去的 10 年内，中国一直是全球石油需求

增长的引擎。据普氏能源资讯测算，在今年

的 1-4 月份，中国的消费量同比上升了 4.4%

至 1,048 万桶/天，汽油消费量在 4 月份达到

了历史最高位 271 万桶/天。在中国，油耗极

高的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销量有了大

幅提升。SUV 目前占中国轿车保有量的 1/4。 

鉴于其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关于北京经济

刺激方案的推测和其石油依赖度的下降，中

国在今年剩余时间的需求仍然还是个未知数。 

上星期，欧佩克在维也纳乐观地表示，目前

每天的供应量比需求多 200 万桶，但市场将

在今年下半年重新趋于平衡。可问题是，需

求增长的“智能化”复苏是否更像是一厢情

愿，而不是符合逻辑的推论。 

通过进一步提升成本效率，美国的产能未被

削弱；欧佩克也不示弱，敞开供应原油；由

于供方不响应减产的呼声，人们更多地把希

望放在了脆弱的需求增长上。把目光放在日

常价格波动之外的人意识到，新常态来临了。 

6 月 5 日，欧佩克秘书长阿卜杜拉·巴德里

（Abdalla el-Badri）说：“我们需要适应新的

现实。市场不再会认出 100 美元了。” 

（文章转载自：财新网） 

 

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 

沙特石油官员沙特石油官员沙特石油官员沙特石油官员：：：：已准备好增产已准备好增产已准备好增产已准备好增产 

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公司高级官员周四表示，

已经准备好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增加原油产出，

以应对全球需求增长。  

 

外媒援引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市场部执行董事 Ahmed Al-Subaey

的话称，全球前顶级石油出口商已经在商讨

印度将有更大的原油需求前景一事。 

 Saudi Aramco 是沙特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

目前是世界上探明储量最大的石油公司。 

 沙特阿拉伯今年 5 月刚刚微幅增加了原油产

量至 1030 万桶/天，创下历史记录，因全球

需求增加。 

“我们有充足的原油...你将不会看到沙特有

任何减产，”Ahmed Al-Subaey 在会见完印度

原油官员后表示。 

 不过沙特历史上在夏季会降低原油出口量，

因国内天气炎热，空调耗电增加会导致国内

原油需升高。 

“我们有足够的储备，我们有足够的产能这

么做。我们将满足一切需求，如果市场需要，

我们会证明这点。”Al-Subaey 补充道。 

 上周五，OPEC 会议刚刚决定维持当前总体

产能不变，时限为 6 个月。 

 Al-Subaey 认为印度在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全

球能源市场需求增长引擎，而中国的需求将

持稳。 

（文章转载自：立方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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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石油公司集体换帅中国三大石油公司集体换帅中国三大石油公司集体换帅中国三大石油公司集体换帅 

 

 

 

三大石油公司纷纷宣布换帅。其中，中海油

总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宜林担任中石

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周吉平到龄退出

领导班子；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王玉普任中

石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到龄退

出领导班子；中海油总公司原总经理杨华任

中海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接替王宜

林。 

傅成玉傅成玉傅成玉傅成玉、、、、周吉平到龄退出周吉平到龄退出周吉平到龄退出周吉平到龄退出 

 

出生于 1951 年的傅成玉，已超龄服役了近 1

年。梳理傅成玉的工作，主要有两件大事：

第一，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二，中

央统一部署的巡视，即推进中石化的反腐工

作。 

去年 2 月，中国石化董事会展开对其下属的

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全面重组。该板块将引入

社会和民营资本并实现混合经营。 

2014 年 9 月 12 日，其销售公司与 25 家境内

外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全体投资者以现

金共计人民币 1070.94 亿元认购销售公司

29.99%的股权。傅成玉此前也公开表示，混

合所有制改革只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未来

中石化集团的成品油销售、润滑油及添加剂

业务也都将独立，走专业化经营道路，改革

的最终目标是市场化和去行政化。 

 而去年 11 月 24 日的中央巡视组巡视事件也

令外界震动。不仅傅成玉接受了长达 2 小时

的谈话，他也表态：“就问题线索，将集中

力量一查到底，不论涉及到谁，决不手软、

决不姑息。”4 月 27 日晚，中石化集团总经

理王天普被调查。傅成玉对此事的评价是

“影响极其恶劣。” 

 

2013 年 5 月，首次以中石油董事长的身份出

现在媒体面前时，周吉平多番提到“加大海

外并购力度”。不过，当时有不少人担心

1952 年出生的周吉平只是在扮演过渡者的角

色——按照惯例，副部级央企一把手退休的

年龄通常为 60 岁，最迟不超过 6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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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吉平上任第二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幕拉

开。在他治下，中石油开始加入混改大军，

搭建了六个合资平台。去年 5 月发布公告称

拟公开转让新设立的东部管道公司 100%的股

权，令市场瞩目。不过，关于股权转让的事

情并没有后续消息。 

 

王玉普王玉普王玉普王玉普：：：：未在中石化集团工作过未在中石化集团工作过未在中石化集团工作过未在中石化集团工作过 

 

新接任傅成玉董事长一职的王玉普，比傅成

玉小 5 岁。从大庆石油学院毕业后，王玉普

进入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任技术员、主

任，随后一直扎根于大庆石油公司。20 多年

内，历任采油厂、开发事业部等负责人，

1998 年 11 月被调往大庆石油管理局，为副

总工程师。2000 年 1 月，王玉普成为了大庆

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副总工程师，并

在 2003 年出任大庆油田董事长、总经理及党

委副书记。2009 年，王玉普出任黑龙江省副

省长。2014 年 6 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国工程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熟悉石油行业的人士评论道，王玉普本人资

历深、经验丰富，对石油系统熟悉，不过此

次调任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并没有在中

石化集团内部工作过，曾是中石油系统内的

重量级高管。王玉普到任的时刻，中石化也

在经受着业绩的考验，这将是王玉普所面临

的挑战之一。今年一季度，该集团下属子公

司中国石化的净利润仅 16.85 亿元，同比重

挫 87.5%，4782.41 亿元的营收也同比下滑了

25.4%。 

从炼油板块看，中国石化仍经营亏损 33.6 亿

元。此外，其“勘探与开采”业务的收入同

比降幅为 37.61%，经营收益首次亏损（仅有-

12.32 亿元）。当然，上游板块的颓靡，与原

油价格继续低位徘徊有关。由于王玉普长期

服务于大庆油田，他到来后，可能会发挥自

身的特长之一，对“石油勘探与开采”板块

带来积极的影响。 

 

王宜林重返中石油王宜林重返中石油王宜林重返中石油王宜林重返中石油 

 

中石油一直是饱受争议的国企之一。新任董

事长王宜林可能会对其中一些问题非常熟悉。 

因为他是中石油的“老人”。王宜林 1956 年

出生，现年 59 岁。他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

2003 年时，进入中石油集团公司领导层任总

经理助理，后任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曾被评价“领导能力强、为人极具亲和力”。

2011 年，王宜林从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的职

位上调任中海油，任董事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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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重回中石油，王宜林面临的担子并不比

四年前去中海油轻——外面面临低油价，内

部反腐力度空前。 在他任职的四年间，中海

油收购了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成为中国

企业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同时，在深水油

气勘探方面，中海油也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

突破。不过，中海油 H 股股价近年来并没有

太好的表现。 

4 月 29 日，王宜林在中海油总部与部分企业

负责人座谈，提出了“以调整结构和优化资

产为主线，谋划好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

如今看来，也是意味深远。 

 

杨华杨华杨华杨华：：：：中海油中海油中海油中海油““““老将老将老将老将””””终成掌门人终成掌门人终成掌门人终成掌门人 

 

2011 年，傅成玉从中海油调任中石化时，杨

华就一度被认为是接替傅成玉的热门人选。

四年之后，这位中海油的“老将”终成掌门

人。 

杨华 1961 年 5 月出生，现年 54 岁。在中海

油有限公司担任过首席财务官、首席执行官

等多个职务。2010 年 4 月任中海油总公司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2011 年 8 月任中海油总

公司董事、总经理。 

在中海油工作期间，杨华有一段短暂的美国

留学时期，也曾被评价为“学院派”领导。

2004 年回国，之后开始担任中海油首席财务

官。他曾协助主持 2001 年中海油在纽约、香

港两地的上市，也是中海油收购尼克森最重

要的操盘手，有丰富的海外业务经验。值得

一提的是，生活中的杨华是个球迷，还能说

上两段球评。 

 和其他两位新任掌门一样，杨华掌舵的中海

油也将面临国际油价下跌的考验，特别是对

深水油气勘探来说，油价下跌时，成本压力

更大。此前，杨华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未来

两到三年，受供需基本面宽松、美元走强的

因素影响，可能会看到相对低价运行的国际

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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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赞助赞助赞助 SPONSOR  

 

Without you,Without you,Without you,Without you,    we wouldn’we wouldn’we wouldn’we wouldn’t be successfult be successfult be successfult be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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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LONESTAR DIRECTIONAL INC. 赞助赞助赞助赞助中加石油工程协会中加石油工程协会中加石油工程协会中加石油工程协会 (ASPE) 

 

LONESTAR DIRECTIONAL INC ( 孤星定向井公司孤星定向井公司孤星定向井公司孤星定向井公司) 

 

Lonestar Directional offers complete directional drilling services, including: 

•Performance Vertical Drilling 

•Directional Drilling 

•Horizontal Drilling 

•Re-Entry Drilling 

•Correction Runs 

•MWD Service 

•Gamma Logging 

•Focused Gamma 

•Closer-To-Bit program 

•Vibration Monitoring 

•Well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Retrievable Positive Pulse MWD tools 

•Rotary Positive Pulse MWD tools 

•Lost-In-Hole Insurance 

 

 

Lonestar Head Office: 

B1 6020 2nd Street SE  Calgary AB Canada, T2H 2L8 

Phone: 403 255 4080 

Fax: 403 255 4090 

Email: Info@lonestardirectional.com 

 

President – Ron Schell – 403 796 9001 

Sales – Bob Chase – 403 771 5131 

Sales – Shaun Lacoursiere – 403 512 2490 

Operations – Odin Waldal – 403 796 9002 

SK Operations – Derrick Menzies – 306 483 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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