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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老人格蕾丝老人格蕾丝老人格蕾丝老人 

 

记得刚来加拿大时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有个来加很多年、头发已经灰白的老移民问我多大

年龄啦， 我说 33 岁，他感叹道，真年轻！如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发也爬上了我的两鬓，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移民感慨的语气和神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当时的心境，于是

就有些黯然。伤感之余，我想我应该做点儿什么。人生的每个阶段大概都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做。 

我从网上学习了一些关于照顾老年人的培训课程，拿到了一个简单的结业证书，然后去警察局按

了指纹，把个人资料输入数据库，通过无犯罪记录审查，又拿到了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完成这

一系列程序后，我加入了卡尔加里老年人资源协会。这是个标准的志愿者组织，从政府那里拿资

助，每年为数千名卡尔加里有各种需求的老人提供帮助，比如剪草坪、扫雪、照看宠物、接送医

院、陪去教堂、帮购物、定期家访等，有很多服务项目。 

慢慢地，我意识到，大凡在这个协会注册寻求帮助的老人，几乎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生活

贫困、心理忧郁、酗酒嗜烟、脾气暴躁、身体以及精神上的疾病等等。我曾去一个社区的老人居

住中心定期探访，这是政府资建的老人院，每个房间都小得可怜。有一个老人，屋里的沙发、椅

子、桌子油漆都剥落了，茶几上堆满了的各种各样的药瓶。说话的时候，她双手不停地颤抖，可

能是帕金森症之类的病。“我等了五年才住进来，外面申请的人实在太多啦，死一个，才能进来

一个”她含糊不清地说。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有些话我听不清楚，她焦躁起来，对我说，我不喜

欢你，你走吧。 

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志愿者跟我说，有些老人在过去的生活中经历过某种打击，留下心理创伤，加

之年纪大了，举止行为就会有些怪异。她说她曾碰见过一个老人，聊天的时候竟然用语言调戏她，

问她要不要看黄色杂志，她赶紧借口离开了。“我们既然愿意做志愿者，那就应该尽量去理解和

帮助他们，对吧？”她这样说。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因为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老人打交道多了，我心里也会有些

压抑，于是慢慢萌生了退出协会的想法。每次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为

一位老人写点儿什么，她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不顺和坎坷，却依然温和、乐观、坚强。 

她就是封面上的这位老妇人，叫格蕾丝，我们相互认识和来往已经超过 15 年了。这幅油画是我

太太 8 年前专门为她画的，一直挂在她家的客厅里。记得当初油画定稿的时候，我说，老人家的

嘴角有些扭曲，你可以稍微修饰一下么。我太太说，我也是这么建议的，但格蕾丝坚持不让，她

说，我就是那个样子，你改好看了，就不是我了。格蕾丝年轻的时候，金黄色的头发（现在依然

是，只是颜色变淡了许多），褐灰色的眼睛，皮肤雪白，身材非常苗条，绝对是一个大美人。我

和太太当时都很感慨，这个老人的内心世界，实在是太强大了。 

和格蕾丝相比，我不得不说我则脆弱很多。每次照镜子看见自己白发日益增多的时候，我就琢磨

是不是该找点儿什么黑色涂料抹抹了，问了周围同龄的朋友，市场上的确有这种黑发素产品，但

打理维护起来比较麻烦。我是一个在生活中特别畏惧麻烦的人，就一直忍着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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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格蕾丝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她每个星期天都自己开车去教堂做礼拜，为教堂做义工也已

经长达 20 多年了。当她得知我在老人协会做义工时，笑着说，我还年轻，我可不需要你的帮助。 

格蕾丝的爷爷 1895 年从瑞典移民到美国，后辗转来到加拿大，靠开荒种地，慢慢定居下来，那

个时候格蕾丝的父亲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父亲成年后子承父业，继续靠种地为生，结婚后一

口气生了 12 个孩子，8 个女孩，4 个男孩，格蕾丝是第 6 个。 

格蕾丝高中毕业后考上曼尼托巴的瑞加纳护校，1961 年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很快结了婚，短短 3

年内，一连生了三个孩子，苦难，也从此开始了。 

格蕾丝的丈夫是个电工，有四分之一印第安人血统。我见过他的照片，人长得高大英俊。据格蕾

丝说手很巧，特别聪明能干，喜欢做饭，对老婆孩子也很呵护。不幸的是，他有嗜酒的毛病，喝

醉了会在家里乱摔东西，孩子们吓得哇哇哭。酒醒了，他也后悔得直掉泪，但酒瘾一上来，就是

无法控制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基因遗传病，医学界并没有什么有效疗法。老大四岁的时候，

格蕾丝与丈夫正式分居，从此没有再婚，也没有交过男朋友，只是一心一意抚养三个孩子成人。

她的丈夫也没有再结婚，断断续续交过几个女朋友，由于酗酒的缘故，都不了了之。有一次喝醉

酒在大街上被出租车撞成重伤，虽然捡了条命，但从此瘫痪。然而即便是坐在轮椅上，他也会想

法设法到酒吧里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他很早就过世了。 

格蕾丝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命运真的对她很不公，老大患上了和他父亲同

样的病，并且更为严重，喝醉酒的时候会自残。医生建议他不要结婚，因为这种病遗传的概率非

常高，这更增加了他的苦闷和焦躁，使得病情愈加严重。后来经过心理医生多年治疗，虽然心态

稳定了，但酗酒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如今，老大已经 45 岁了，住在政府资助的机构里，干点

儿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按月领工资，倒也衣食无忧。他每星期会定点儿坐公交车来看望母亲，

母子俩到附近的咖啡厅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老大有时候伤感起来，说，妈，你要是走了，就

没人陪我聊天了。这话会我听起来都会心如刀绞，眼眶湿润。但格蕾丝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神态非常安详，仿佛是在聊家常。 

格蕾丝的二儿子是个装修工人，有时候会到附近一些小城镇里承包工程，常常不在家。人到中年，

家庭出现了危机，老婆离了婚，三个 teenager的女儿，特别让人操心。格蕾丝还得过去照看三个

孙女的衣食住行。 

格蕾丝最疼爱的小女儿，早早就嫁到美国去了，一再邀请母亲过去和她同住，并承诺负责她的医

疗保险，但格蕾丝不愿意拖累女儿，婉转拒绝了。今年格蕾丝的健康状况尤其不好，有时候我太

太会过去和她同住一个晚上，怕发生意外。 

格蕾丝坚决不肯去养老院。“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我才会去那样的地方。被人照顾，实在是太没

意思了。尤其还让你掏腰包，那就不但没意思，而且还不划算。”她笑眯眯地说。真是一个倔强

而可亲的老人！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你总能感到一种平和向上的力量。 

我希望我老的时候，能有她一样豁达开朗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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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友好合作 FRIENDSHIP 

 

 

中加石油工程协会(ASPE)是一个由加拿大石油行业中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

组织。该协会由一群志愿者管理。ASPE 的使命是: 1）通过知识交流、教育、社交来促进石油行

业中专业人士和学生的职业发展. 2）推动与中国石油行业的联系，促进加拿大和中国石油工业的

相互理解与交流。ASPE 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内容涵盖石油地震、地质、钻井、完井、采油、油

藏和地面工程，并组织社会活动和技术研讨会。网址：www.aspeoil.ca。 

 

 

我们的使命：推动加拿大油气行业华人的互帮互助, 让华人成为业内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我们的

宗旨：1， 促进在加拿大从事石油行业的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 为加拿大新移民，新毕业

生提供与业内人士交流的机会。3， 为会员提供石油行业信息，技术交流，以及商机分享。4， 

为中加两国的石油同行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网址：http://ccpsociety.org  微信号：ccpsociety。 

 

 

卡尔加里石油非正式论坛始于 2016 年 3 月，行业萎缩之际，致力于卡尔加里石油技术和信息的

高频率学习和交流，扩大参与者的知识面和社交面，提供未来职业可能的帮助。论坛已经举办多

期讲座，涉及卡尔加里石油行业的实践技术和信息，包括分段压裂油藏工程、储量评价和资产评

估、石油公司成本解读、油砂处理工艺、加拿大石油财务和会计等。论坛还组织多期座谈，讨论

加拿大上市石油公司的生产运营及财务状况。另外论坛还组织落基地形和地貌讲座，组织家庭活

动和野外地质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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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征稿启事 CALL FOR SUBMISSIONS 

 

《流》杂志，看后觉得好，请推荐给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

式的作品，投稿信箱 editor@aspeoi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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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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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at editor@aspeoil.c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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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读者读者读者来信来信来信来信 FEEDBACK 

 

一口气看完，觉得非常棒，杂志水平已经接近专业水准，祝福《流》杂志！ 

 

精心编辑的《流》，内容之丰富，形式之雅致，真是一册让人提神和愉悦的好刊物。卡尔加里在

经历石油市场的“繁华”之后，需要沉思。多远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社会发展如果失去了

人文的关怀，社会会颓废、颓变.......你们现在所从事的事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是在给予人们

较深度的精神滋养，辛苦了。 

 

感谢你们付出的辛劳，杂志很有文化气息！登出的学生作品排版也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也谢

谢您对孩子们的鼓励！我们一定转达，他们将会更加开心作画。期待出尘脱俗、有底蕴的《流》

杂志能够成为印刷品，因为读者可能还是更喜欢那种能够触摸和感觉到的书香气味。祝福《流》

杂志越办越兴旺，拥有更多的读者！ 

 

感谢那些不知名的编者们，感谢你们送来的精神食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杂志”并不能算是一份真正的杂志，但是我很喜欢，无论是原创的

文字还是转载的文章，可以看出编辑们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眼光。 

 

希望能登载一些石油方面的学术性文章，这样才和你们宣传的《流》杂志是一本石油杂志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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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LIFE 

 

LIFE 

 

 

 

 

两个加拿大人一前一后很友好地替李克强穿上

两个加拿大人一前一后很友好地替李克强穿上两个加拿大人一前一后很友好地替李克强穿上

两个加拿大人一前一后很友好地替李克强穿上球衣

球衣球衣

球衣，

，，

，国事

国事国事

国事、

、、

、家事

家事家事

家事、

、、

、赛事

赛事赛事

赛事，

，，

，皆为

皆为皆为

皆为百姓生活之事

百姓生活之事百姓生活之事

百姓生活之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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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阿尔伯塔阿尔伯塔阿尔伯塔““““女权五杰女权五杰女权五杰女权五杰”””” (陈夏红陈夏红陈夏红陈夏红) 

 

 

位于卡城奥林匹克广场，有这样五座雕像，

她们或坐或站，神态各异。这就是著名的加

拿大“女权五杰”，分别是娜莉·麦克郎、

艾尔妮·帕尔比、亨利塔·爱德华兹、艾米

丽·穆菲以及露易丝·麦可基尼。“女权五

杰”对应的英文是“The Famous Five”或

“The Valiant Five”，这已经成为加拿大英语

中的专有名词，可以说妇孺皆知。在加拿大

1981年发行的妇女投票权纪念邮票中，上有

麦可基尼和爱德华滋，而关于麦克郎的邮票

更毋庸赘言。 

在她们 5人中，帕尔比、穆菲和麦可基尼都

出生于 1868年，而爱德华兹生于 1849年，

年龄最大；麦克郎生于 1873年，年龄最小。

在当时，“女权五杰”在英属北美的各个领

域都属出类拔萃的精英。她们之间唯一的共

同点是，都来自于阿尔伯塔省。她们的声名

鹊起，肇因于 1927 年的爱德华滋诉加拿大案。 

这起案件的发轫，可以追溯到 1916 年。当时，

女权活动家穆菲及其他同伴，试图旁听阿尔

伯塔省一位妇女被指控卖淫的案件。但她们

都被法院以不适合在有男有女的情况下作证

而拒绝。穆菲义愤填膺，由此向阿尔伯塔省

总检察长提出申诉：如果相关证据不适合在

有男有女的法庭上提出，政府应该组建专门

由女性主持并审判女性的法院。令她十分意

外的是，阿尔伯塔省省长不仅同意了她的申

诉，并立刻任命她出任女性法院法官。 

但是穆菲高兴的太早了。上任第一天，她的

权威就受到一位律师的质疑。该律师认为，

按照加拿大具有宪法地位的 1867 年《英属北

美法案》第 24 条，女性并不能被认为是“人”

(persons)。 

 

1917 年，阿尔伯塔省最高法院裁定，女性属

于“人”，但该裁定只在阿尔伯塔省范围内

有约束力。穆菲一不做二不休，通过提名她

自己为上议院议员候选人，向时任加拿大总

理罗伯特·博登求助。出身执业律师的博登，

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穆菲及提名她为议员的

50 万签名者。博登理由很明确，他援引了一

项 1876 年的普通法判决，“女性可以承受痛

苦和处罚，但是不能享受权利和特权”。 

穆菲暂时将此事搁在心里，但一直未放下。

多年后，她与其他几位杰出的阿尔伯塔女性

发出邀请，请她们“喝茶”，就妇女的法律

状态问题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9 

 

1927 年 8 月 27 日，帕尔比、麦克郎、麦可

基尼和爱德华滋一道造访穆菲，在穆菲家的

客厅里，她们一边享受下午茶，一边决定向

联邦政府提出请求，由联邦政府申请加拿大

最高法院，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司法解释：

第一，加拿大总督或加拿大议会，是否有权

任命女性出任上议院议员？第二，按照《英

属北美法案》，加拿大议会是否可以合宪地

任命女性出任上议院议员？ 

 

时任加拿大政府的司法部长是恩内斯特·拉

波尔特。他认真考虑了穆菲们的请求，并将

这个问题转给加拿大内阁，同时将两个问题

合二为一。1927 年 10 月 19 日，按照加拿大

的宪政程序，加拿大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司

法解释申请：1867 年《英属北美法案》第 24

条中的“人”，究竟是否包括女性？ 

据说穆菲对此问题的调整并不满意。她甚至

要求加拿大政府撤回该问题，按照她们原来

提交的两个问题上交，并新加一个问题：

“如果允许妇女出任上议院议员必须要采取

法案的形式，那么该法案是否必须是帝国议

会通过的法案，或者加拿大议会甚至上议院

通过就可以？”但穆菲等与司法部副部长几

经交涉并咨询律师意见后，最终还是认可了

政府方面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问题。 

 

1828 年 3 月 14 日，加拿大最高法院正式审

理了该案。4 月 24 日，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弗朗西斯·昂格林代表多数派法官，

执笔起草了判决书。 

昂格林先审视了 1867 年《英属北美法案》第

23 条中有关上议院议员资格的条件，特别指

出，这一对资格的强调，用了“他”的主语。

接下来，昂格林援引了涉及争议的 1867 年

《英属北美法案》第 24 条。加拿大最高法院

的 5 位大法官重申他们对 1867 年《英属北美

法案》起草者原意的理解：他们一方面确认

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之该法案通过时已有极

大改变，尤其是 1867 年时女性都不能进入议

会；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如果当时实

践中有例外，此举无疑当属于合法，其潜台

词在于，该法案通过后，实践中尚无任何例

外情形。按照这种逻辑，他们最终一致认为，

该条中的“适格的人”并不包括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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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按照普通法的传统和当时加拿大的宪政

机制，最高法院的裁定并非终局裁定。由此，

穆菲和她的伙伴们按照当时的法律救济途径，

向大英帝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由

于她们的名字是按照字母表排序，爱德华滋

的名“亨利塔”以 H 开头，顺理成章被排在

第一位，这个案件的名字也变成“爱德华滋

诉加拿大案”。 

 

1929 年 10 月 29 日，英国大法官约翰·萨基

代表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执笔撰写了最终判

决。他认为，“适格的人”可以被宽泛地解

读为包括女性，由此推翻加拿大最高法院的

判决。在判决书中，萨基写道，“将女性排

除在公务之外，是比我们更野蛮时代的遗迹”

“对于那些问为什么‘人’要包括女性的问

题，最明显的答案，是为什么不能包括”。 

除此之外，萨基还特别强调说，《英属北美

法案》在加拿大种下了一棵常青树，它应能

在自然的限度内茁壮成长。该法案的目的是

为加拿大提供一部宪法；因此，与其他成文

宪法一样，它应该通过适用和惯例获得发展。

萨基表示，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认为应删掉对

该条文狭窄或过分拘泥于字词解释的做法，

而给予其更宽泛自由的解释。 

 

此案至此告一段落。尽管此案大获全胜，但

“女权五杰”并未因此而直接受益，包括穆

菲在内，她们中没有任何人成为上议院议员。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起判决

后 4 个月后，来自魁北克的凯丽娜·威尔森，

便被任命为加拿大上议院议员，成为该国上

议院女性议员第一人。 

当然，加拿大国内“女权五杰”依旧名满天

下。2009 年 10 月，加拿大上议院决议，将

“女权五杰”追任为加拿大首批“荣誉议

员”。另外，渥太华的国会山和卡尔加里的

奥林匹克广场，都有她们的雕像。她们的头

像甚至被印在了 2001 年发行的 50 刀加币背

面。“女权五杰”的通天大案，为加拿大女

性的参政权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后来者

当深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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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牙医如何选牙医如何选牙医如何选牙医（（（（温哥华乐活网温哥华乐活网温哥华乐活网温哥华乐活网））））    

 

 

在加拿大如何选择牙医，网上遇到这样的贴

子我都是绕行的，因为多数贴子有不理智的

言辞，稍有不慎卷入骂战毫无裨益。其实，

牙科也只是 360 行之一，如同其他任何行业

一样，正负面的评价都会有。寻医焦点无非

这样几个：价格、服务、牙医的医疗水平，

下面我就网络和生活中常见的焦点问题尽可

能中肯地谈谈。 

 

１，问：选牙医，服务态度重要，还是技术

水平重要？ 

牙医说：这个问题其实是您自己更看中什么，

胃口怎么样的问题。客观地说，尽管我们挂

的 certification是等效的，但学校学习成绩、

临床操作手法和水平、沟通方式都不可能完

全一样，这也是我们每个牙医人都在向榜样

学习、终生不倦的原因。 

从患者群看，加拿大的牙科预防和早期治疗，

做得还算不错，毕竟是发达国家，疑难杂症

和复杂修复并不太多，但是每个患者的愿望

是，医者能像对待”疑难”case一样给自己

精心治疗，所以多数病人会理智地把技术放

在首位。当然，您是一般的洗洗牙、简单补

牙，更看中服务环境、让您心里踏实，也无

可厚非。 

一般来说，有些技术不错的中年牙医因为病

人很多，沟通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某些我

认为技术不错的业内牛人，沟通显得直截了

当一些；最赚钱、最奢华的诊所未必里面坐

着技术最好的牙医。 

2, 问：牙医行业到底有没有收费标准？ 

牙医说：加拿大的牙医行业各省都有一个”

收费建议”，比如安省的ＯＤＡ（Ontario 

Dental Association）每年会有 suggested  Fee 

Guide. 顾名思义它不是强制执行的。除非把

牙医也纳入公费医疗轨道，否则只能是 20个

诊所，20个收费结果，很正常。 

３，问：选价格上，可不可以货比三家？ 

牙医说：绝对是要货比三家的，但”一分价

钱一分货”，贵得离谱和便宜得离谱的都慎

选；除了比价格，还要想办法和牙医谈谈具

体治疗计划，看看他肚子里有没有实货；太

能说会道的牙医要慎选，牙医是靠手干活的；

新开张牙医需要病人，会有些折扣；为了迎

合华人的牙科”消费能力”（实际上，华人

对牙齿关注程度要差些），华人牙医在业界

收费稍低，这不代表他们是差等生或者手艺

不好。 

4，问：该不该和牙医使劲砍价？ 

牙医说：没有人喜欢拼命砍价的顾客，何况

牙科是比较 professional的职业，说清您自己

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供牙医参考就可以了。

过分砍价，牙医可能会选择低端的修复方式，

您也得不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或者材料。 

５，问：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人，价格不一

样，为什么？ 

牙医说：保险病人多数情况按照 suggested  

Fee Guide，这是人家保险公司定的。自费病

人，不同诊所会有不同程度的折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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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虑有些病人实际的经济问题，更主要的

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说白了：牙医收费高了，

病人就都跑了；但收费太低，价格战，又是

极不负责不专业的，健康服务行业和其他服

务行业都是这个道理。 

６，问：看广告找牙医，靠谱吗？ 

牙医说：广告是商业行为，不能完全代替牙

医的水平，广告里面有艺术加工的辞藻；头

衔多的、名校出身的，未必手艺就好；有些

网友的 review, 是”水军”？还是刚和牙医

闹了不愉快，其褒贬很难判断真伪。怎么办？

先过去洗洗牙、摸摸底、和牙医聊聊，看看

是不是合乎您胃口。 

7，问：当地牙医和非本土背景牙医谁更好？ 

牙医说：任何牙医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是

得罪人。当地牙医至少经过８年本科以上教

育，成绩绝对是同龄人的佼佼者；非本土教

育背景的牙医也经过 NDEB考试合法执业，

这个考试筛选的严格程度也有魔鬼般的淘汰

率。当地牙医的治学严谨令人钦佩；中国背

景的牙医从看病人数和实战经验上也占压倒

性优势。 

８，问：国内牙医水平高，还是这里牙医更

厉害？ 

牙医说：负责和客观地说，加拿大牙医的平

均业务水平高于国内，注意”平均”两个字，

不代表我自己拿到国内就是最好的，也不能

说您回国看牙就遇不到好牙医。但是，有加

国医保的人，经济允许情况下，这里看牙还

是更方便和放心些，加拿大市场上没那么多

乱七八糟的材料，很多东西的安全性比美国

还靠谱。 

９，问：我又想换牙医了，这牙医太黑了！ 

牙医说：我们大多数牙医都是合法行医的。

这句话，您也可消极理解为“天下乌鸦一般

黑”。频繁换牙医，您会损失很多宝贵的病

历资料。很多病人在一个主要诊所看牙２０

年，最终受益者是他自己，即使偶遇复杂病

情，那也可以商量 refer，而一般护理则在相

对固定的诊所。 

当然，也不是坚决反对换牙医，遇到更顺眼

的也可以换；但每次”货比三家”，拿着广

告挨个打电话问价格最低的，绝非上策。加

拿大人应该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牙医，定期看

牙；而不是痛得要死才临时抱佛脚。 

１０， 问：看专家还是看普通牙医？ 

牙医说：专家的牌照是花时间、精力、脑力

取得的，他们的配置也相对高些，他们的名

字都在 RCDSO 官网可查（有些自封的”专家”

或许只是经验多或岁数大些，甚至有的是没

有处方权的假牙师或洗牙师）；专家可以按

照 ODA suggested  Fee Guide 收较高费用，这

也是您主动选择专家时需要考虑的，小病大

治未必划得来。当然，普通牙医决定的 refer

病人，对大家都安全。 

最后要说的是，加拿大看牙确实有点贵，新

移民和工作不稳定的人，确实难以接近较高

层次的口腔护理。但是，价格太低了，是个

人都能干牙医了，这服务质量就难免下滑，

这也是大众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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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文学城文学城文学城文学城）））） 

 

从傅满洲到暴风赤红，从邪恶到救世界，好

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在一个世纪内经历

了显著的变迁。 

 

早在默片时代，美国电影界就把中国人的形

象搬上银幕了，较有名的影片有《残花泪》，

讲述了一个名叫程环的吸食鸦片的华人爱上

了白人少女露茜，露茜的父亲发现后怒不可

遏，强行把女儿带回家并打得她奄奄待毙，

程环赶来目睹此景开枪打死其父，最后在香

消玉陨的露茜身旁自尽身亡。 

 

受 19 世纪末以来的排华运动的影响，黄祸的

化身“傅满洲博士”开始活跃在美国影坛上。

傅满洲被塑造成尖下巴、八字胡、细长眼的

奸诈邪恶的形象，总是幽闭在黑暗世界中，

精通各种酷刑和毒药，策划种种邪恶勾当。

他集当时西方人对东方华人所有最恶劣的想

象于一身。 

傅满洲系列电影包括：《神秘的傅满洲博士》

（1929），《傅满洲的面具》（1932），

《傅满洲之鼓》（1940）等十几部。电影的

结局往往是白人最终战胜异类，傅满洲遭到

惩罚死去，却又在下一步电影中奇迹般复活。 

 

与傅满洲电影同期，好莱坞还有另外一个经

典的华人形象，那就是神探陈查理。陈查理

是檀香山警察局警长，他温和、机智，顺从

于白人，除了口头禅“子曰”和浓重的口音，

很少提及中国。他代表了白人心目中对华人

的理想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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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的《大地》改编自赛珍珠的同名小说，

该片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影片主人公王

龙是一个贫穷的中国农民，他与一个大户人

家的奴仆阿兰结婚，辛勤耕作养家糊口，并

经历了灾荒。辛亥革命后偶尔致富，不仅纳

妾而且懒散享乐，后在阿兰的规劝下及时醒

悟，休掉小妾重归土地。 

影片中善良勤劳的王龙夫妇是中国农民的代

表。他们真正执着于土地，视土地为生命。

影片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进行了更加

实际和更加细致的刻画，使得美国人从电影

中得到了对中国人总体形象的广泛认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的重要盟

友。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

此时美国影坛出现一系列反映中国抗战的电

影。1944 年的《龙种》同样改编自赛珍珠小

说，讲述了中国一个宁静的村庄遭到入侵后

的巨大变化。倔强的进步妇女小玉带领村民

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58 年的《六福客栈》设定的背景是中国抗

战时期，英国女传教士葛拉蒂带领其收留的

百名孤儿经历爬山涉水千难万险，终于转移

至后方。 

本片体现了美国民众对中华儿女反侵略精神

的同情，但在片中，贫穷愚昧的中国仍需要

西方人的帮助。 

 

异国情恋一直是好莱坞电影所热衷的主题，

这源于西方对中国的猎奇心理。在《苏丝黄

的世界》中，一个美国艺术家在香港旅行时

邂逅美丽的旗袍女子苏丝黄，两人陷入难以

自拔的热恋。 

在这类影片中，娇小的中国女子往往无法抵

御白人男子的骑士魅力，急切地投怀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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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至 1972 年中美建交前，由于中美两

国的对峙和敌视，使中国人再度以敌人的形

象出现在美国大众文化。 

《水深火热》（1954）描述一名共产主义者

试图在朝鲜或满洲投射原子弹嫁祸美国，一

位美籍华人从那名“赤色分子”的阶下囚那

里得知情报，舍身阻止了这一阴谋。 

 

007 是好莱坞电影中的著名系列，1962 年发

行的《不博士》单元讲述了詹姆斯·邦德只

身深入中国不博士罪恶魔窟，粉碎了其在加

勒比海小岛上将核弹头对准美国军事基地的

阴谋。不博士是傅满洲形象在六十年代的翻

版。冷战意识形态的潮涨潮落在好莱坞中国

形象的工作坊里立杆见影。 

 

1970 年代，好莱坞拍摄的中国功夫片风行一

时。其中，由李小龙领衔主演的一系列功夫

片反响强烈。从《精武门》、《猛龙过江》

到《龙争虎斗》，李小龙塑造的功夫高手的

形象深入人心。图为饰演陈真的李小龙在

《精武门》中的精彩瞬间。李小龙在打破华

人“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的同时，无意中

也为华人树立起一种新的刻板印象：那就是

中国人都能打、中国人只能打。中国人在美

国电影中的形象，也被限制在了功夫高手之

中。 

 

后来进军好莱坞的成龙也并没有摆脱拳脚功

夫大于人物性格的角色，没有太丰富的性格、

没有太立体的形象，而且成龙在影片中对白

人女性角色始终缺乏吸引力。《尖峰时刻》

（1998）讲述的是李督察（成龙饰演）和卡

特（克里斯·塔克饰演）直捣贼窟解救大使

之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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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980 年代以来，好莱坞塑造中国人形象

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奥立佛·斯通 1985 年执

导的《龙年》讲述了一个越战退役的白人警

官带着惩恶扬善的姿态，试图铲除纽约唐人

街黑势力的故事。 

影片刻画了藏污纳垢的唐人街和邪恶凶残的

华人形象，因此遭到世界范围内华人的严重

抗议。 

 

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1987），在讲

述一名英国男孩 1941 至 1945 年间在上海的

经历时，将上海消减成一个巨大无言的背景。 

虽然故事完全发生在上海，却没有一个中国

人作为重要角色，中国人是以遭受伤害的群

体形象出现的，或是被表现为外国人的仆役。 

 

1987 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尔托鲁奇的

影片《末代皇帝》在奥斯卡上夺得了九项大

奖。《末代皇帝》讲述了溥仪戏剧性的一生。

他三岁登基，直至伪满终结，始终身为傀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关进抚顺监狱，度过了

十多年的囹圄生涯，只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作为贝纳多·贝托鲁

奇的杰作，《末代皇帝》几乎将 20 世纪中国

重大的风云变幻全部摄入眼里，带着某种韶

华终逝的溢彩流光，以及认为西方对中国产

生正面影响的价值判断，它所涵纳的是不无

西方优越感的观照姿态，以及对于中国漫长

而神奇之历史的惆怅。 

 

根据黄哲伦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蝴蝶君》，

颠覆了《蝴蝶夫人》（日本女子向美国军官

殉情）的东方主义叙事。片中，一位法国外

交官痴迷于京剧旦角演员，但演员却是男性，

最后外交官自杀身亡。借此戳穿了东西方认

知模式里的“西方男性/东方女性”的西方文

化霸权与殖民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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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杰在《致命摇篮》、《狼犬丹尼》、

《致命罗密欧》、《宇宙追缉令》等影片中，

也同样是扮演武功高手的角色。图为《致命

摇篮》中饰演苏的李连杰。 

在《木乃伊 3》中，场景从埃及转到了中国，

李连杰饰演一个从传说中复活，再度被解除

封印的龙帝。他召回了自己的那些已经变成

兵马俑的部队，意欲再一次统治世界。功夫

高手的形象转变成为好莱坞影片中的标准反

派。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展，迪斯尼“公主

奇缘”系列传奇也穿上中国古典文化的外衣。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被改造成为“英雄冒

险”的好莱坞经典故事模式。而花木兰形象

的卖点，仍然在于西方人对于东方异域文化

的神秘感和猎奇感。 

 

《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同样是好莱坞功夫电

影的延伸，但或多或少融入儒家、道家等中

国传统思想元素。片中阿宝的师傅，是一个

深谙中国武术内涵和哲理的角色。他明白什

么叫做“因材施教”，也知道什么是“有教

无类”，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内容。 

《功夫熊猫》第二部中，有着东方血统的导

演詹妮弗·余把一种独属于太极的以柔克刚、

以慢克强的道家哲学带入到了影片的大战高

潮中。从拳脚功夫到哲学内涵，这是中国功

夫和武术在好莱坞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奥运会、世博会之后，随着国内电影票房一

再飙升，中国也以正面的、积极的、主力的

形象一再出现在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中。《环

太平洋》中，全人类最后的一道防线就被设

置在了香港。中国制造的机甲暴风赤红和三

胞胎操作员也成为了影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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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2012》中，在中国西

藏的“卓明谷”所制造的“诺亚方舟”成为

了全球最后的避难所。 

影片《2012》中，善良的中国母亲还拯救了

主角一家人。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扮演

着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在《钢铁侠》漫画中，最大的反派满大人原

本是类似于傅满洲的中国人（右图）。 

但是改编成电影《钢铁侠 3》时，考虑到影

片的市场，制片方特意把满大人设计成了一

个外国人（左图）。并且在中国特供版中，

王学圻和范冰冰扮演的医生和护士还用传统

中医治愈了钢铁侠的宿疾。 

 

《地心引力》中，中国的空间站“天宫一号”

甚至成为了拯救桑德拉·布洛克的“伊甸

园”。 

试想一下，简直是永远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却

需要中国人的援助，这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

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情节。 

 

而在神舟飞船上，桑德拉·布洛克面对纯中

文按键时的手足无措，似乎还让我们看到了

“学好中国话，走遍宇宙都不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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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烂的画阿烂的画阿烂的画阿烂的画（（（（编辑整理编辑整理编辑整理编辑整理）））） 

 

阿烂是一个 90 后北漂女孩，上一份工作是殡

葬工。阿烂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些落魄，没钱

租房子，经朋友介绍借住在一个画室里，阿

烂叫画室的主人陈老师。她之前从来没有画

过画，在画室住了三个月也没有对画画产生

兴趣，在第三个月一个清晨，因为早起，实

在无聊，就瞎画些什么打发时间。 

她开始画画之后把自己的画放到朋友圈里，

陈老师有一次把她的画转发到了他的朋友圈，

发现圈里竟然有很多人喜欢。 

陈老师告诉阿烂，我原本以为你的画是很小

众群体才会喜欢的，没想到我朋友圈里竟然

有很多人喜欢你的画。陈老师找阿烂要了更

多的画，加上一些阿烂的自述，放到了陈老

师自己做的公众号《798 手绘网》上去，好

多人开始转发。 

接着各种公众号转发她的作品，诸多媒体来

采访她，然后她就红了。一家媒体在介绍她

的时候标题用的是《白天是殡葬工，晚上是

插画师》。阿烂说自己从来没有画过“插

画”，这种称呼欠妥。 

阿烂办画展，在门口帮人掏耳朵，看画展的

人都排着长队等她掏耳朵。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20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21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22 

 

What Are Shareholders’ 

Agreements？？？？（（（（Sherry Wong）））） 

 

 Do you own shares in a privately owned 

corporation? If so, then you need to ensure 

that your investment is protected. For 

example, if you and one of the other 

shareholders were to come to a 

disagreement, could you sell your shares? 

Generally, there is a prohibition on 

transferring shares of a privately held 

corporation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If the 

only person authorized to buy your shares is 

the person you are not getting along with, 

will you receive anything for your investment? 

What if you died? Would your estate be 

entitled to force the corporation to buy back 

your shares for fair market value?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concerns that 
can be addresse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Not only does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rganize how the corporation will 
be structured and operated, it also provides 
for a mechanism by which shareholders can 
sell their hares (or buy out someone else’s) 
in the event relations break down. This is 
why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be negotiated early on in the 
relationship while everyone can agree on 
the terms – once a dispute or death occurs, 
the parties’ interests will often diverge, 
making the negotiation of such an 
agreement almost impossibl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some of the more common 
provisions foun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provisions. 
 
Buy-Sell Provisions 
 
There may come a time when you wish to 
either sell your shares in the corporation, or 
perhaps purchase the shares of another 
shareholder. Unlike shares of a public 
corporation, which can usually be easily 
purchased and sold on a stock exchange, 

the ability to buy and sell shares of a private 
corporation is usually much more restricted. 
 
One type of clause which provides for a 
mechanism for shareholders to buy or sell 
shares in the case of dispute is a “shot-gun” 
clause. This type of clause allows one 
shareholder to force the other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to either buy him or her 
out, or sell their shares.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can be either purchasers or 
sellers, giving them an impetus to accept an 
offer that is reasonable, and giving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an impetus to make 
an offer which is reasonable. These types of 
provisions effectively create a market for 
shares of closely held companies, which 
might otherwise be difficult to sell. Some 
shot-gun clauses also set out the valuation 
for the shares (or a method of valuing the 
shares) in the event someone decides to 
exercise the clause, ensuring that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will receive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a reasonable amount for 
the shares. This may be helpful if one 
shareholder has considerably less access to 
financial resources than the other.  
 
Another type of clause which is found in 
many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is a “right 
of first refusal”. This gives the current 
shareholders the right to buy the shares of a 
departing shareholder before any outside 
party would have such right. These types of 
clauses provide that when a shareholder 
receives an offer for his or her shares which 
he or she intends to accept,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have the right to match that 
offer. If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do not 
match the offer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limit, 
then the particular shareholder may 
complete the transaction with the third party, 
provided the terms are not more favorable 
than those presented to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If one or more of the 
shareholders do wish to match the offer, 
such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would 
acquire the shar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holdings. As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obtaining the same result,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can cause the corpor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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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the offer of the third party instead of 
the shareholders themselves. This method 
may be desirable in some circumstances, 
as the corporation would be using its funds 
to purchase the shares for cancellation 
instead of requiring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to use their personal 
resources. However, this method could 
prevent the vendor from making use of any 
of his or her remaining capital gains 
exemption (a maximum of $750,000 in 
capital gains will be exempt from tax where 
there is a sale of shares of a qualified small 
business corporation)  
 
Another clause which is often draft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right of first refusal is a 
“take-along” or “drag-along” clause, which 
provides that if the other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do not buy-out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they may be compelled to sell 
their shares to the third party. This helps to 
make the shares more attractive to outside 
purchasers for a fair price, but may mean 
that you will be forced to sell your shares if 
you cannot afford to buyout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Death of a Shareholder 
 
Another instance where you may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your shares, or purchase the 
shares of another shareholder, is in the 
event of death. In most cases, the estate of 
a deceased shareholder usually wants to 
sell its shares, and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usually want to purchase the 
deceased's shares rather than deal with a 
surviving spouse or other beneficiaries with 
whom they may not be familiar. Therefore,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will usually 
provide that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or 
the corporation itself) are obliged to 
purchase (or redeem) the deceased's 
shares from his or her estate for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and that the deceased's 
estate is obliged to sell. In order to provide 
maximum flexibility,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s usually drafted in the form of 
options to purchase or options to sell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tax laws as 

they exist at the time of the death of a 
shareholder. Often life insurance is used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shares on death, as 
otherwise the corporation may not have 
sufficient funds to buy the deceased’s 
shares. Even if the corporation has 
purchased life insurance, that is not 
sufficient to ensure that the corporation or 
surviving shareholders will buy out the 
deceased as it is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tself that provides for a buy-out 
mechanism; otherwise,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shareholders may keep the insurance 
proceeds, and refuse to buy the deceased’s 
shares. 
 
Please note that the tax law with regards to 
life insurances has changed and it will be 
effective in 2017. It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 types of life insurances. First, 
a portion of the death benefit of a life 
insurance will become taxable if purchased 
after Jan. 1, 2017. Second, the tax 
sheltered growth in a universal life and a 
whole life policy will also be affected 
negatively. Third,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will likely to increase premium in 2017 to 
cope with the change of law. However, if a 
policy is purchased and issued in 2016, the 
current law will apply based on grandfather 
rule.  
 
Incapacity or Retirement of Shareholder 
 
Where a shareholder is also an employee,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may provide for a 
shareholder to be bought out in the case of 
his or her incapacity, retirement or 
termination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in which a 
shareholder may become incapacitated. For 
example, a shareholder may become 
physically incapacitated through severe 
illness or accident or he or she may become 
financially incapacitated through insolvency 
or bankruptcy. In each instance,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may want to be 
able to acquire the shares of the 
incapacitated, retired or terminated 
shareholder. Again, the value of the shares 
or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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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s and the mechanism for payment 
should be set out in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ften disability buy-out 
insurance or critical illness insurance is 
used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shares in the 
event of a long-term disability of a 
shareholder.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definition of disability in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finition 
of disability in the insurance policy so that a 
disability which triggers a sale of assets also 
triggers payment of insurance proceeds in 
order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the shares. 
 
General Matters 
 
Some additional clauses which are usually 
containe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nclude:  

• A provision regard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 is structured and the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are 
conducted. This may includ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nd who shall be directors), who 
shall be officers, and the 
remuneration, if any, of directors 
and/or officers. 

• A provision respecting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corporation may obtain 
financing. Most shareholders prefer 
that the corporation obtain fund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owever, if funds are 
not available from that source, the 
shareholders may want to provide 
that the shareholders will be 
required to contribute further fund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holdings. 
If a shareholder refuses or neglects 
to supply the additional funds,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may 
provide that his or her proportionate 
shareholdings be diluted. 

 
• A provision to prevent the 

shareholders from competing within 
a specified area,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ith the corpo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they are shareholders, 
officers or directors, or within a 
specified number of years thereafter. 

• A provision to prevent the 
shareholders from disclosing any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corporation or its business 
during the period they are 
shareholders, and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thereafter. 

• A valuation clause to provide a 
mechanism or a formula for valuing 
the shares in the event of certain 
triggering events, such as death, 
disability, dispute, bankruptcy, etc. 
Sometimes the valuation is 
determined by using an arbitration 
clause, or the shareholders may 
agree annually on the valuation to 
be used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shares are sold in that year. 

 
These are just some examples of common 
provisions normally foun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can vary widely 
from case to cas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issues, it will be important for 
shareholders to confer with a lawyer who is 
experienced with these matters, and who 
can guide you through the myriad of 
decisions which will have to be made when 
negotiating this type of agreement. 
 
 
Sherry Wong, CFP. B. Comm., M. Sc., is 
a consultant with Investors Group.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be 
informational only. It is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legal or accounting advi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financial matters or any suggestions for 
topics you would like to see in this 
column, please contact Sherry at: 403-
870-1833. WeChat sherrywong99. Email 
sherry.wong@investor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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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连环画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挨打挨打挨打挨打 2 (徐凡徐凡徐凡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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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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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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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绘画

痴迷绘画痴迷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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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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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七

名获奖者之一

名获奖者之一名获奖者之一

名获奖者之一。

。。

。 2014 年画作
年画作年画作

年画作“

““

“ Calgary 

Tower”
””

”及配诗

及配诗及配诗

及配诗“

““

“Rapunzel’
’’

’s Tower”
””

”被选

被选被选

被选

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

“A city map 

in verse and visual”
””

”，

，，

，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

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

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

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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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苏青苏青苏青三谈三谈三谈三谈（（（（读书读书读书读书）））） 

 

 

 

苏青（1914年－1982年），浙江宁波人，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

为笔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

京大學）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1935 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

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

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

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

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 1948年底，已有 18版之多。又被称为

“犹太女作家”。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 

 

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

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

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

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1949 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

《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 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

连满 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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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谈男人

苏青谈男人苏青谈男人

苏青谈男人 

        人人都说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只有男人在你争我夺，有了财不够，还要得势，务必使自

己高高在上，扬眉吐气。其实这些争夺的动机都是为女人而起；他们也许不自觉，但是我相信那

是千真万确的。晏子的车夫当初在执鞭时扬扬自得，经他老婆窥见后这么一说：“人家晏子身不

满五尺而为齐国宰相，你枉自生得堂堂七尺之躯，而为之御，不怕难为情吗？”之后他便发愤努

力了，终于也成为大夫，此是一例。有时候我在政府机关门口走过，瞧见站着的卫兵每遇一长官

坐汽车出来时便大声喊口令敬礼，心中也着实管他们难过，虽然其中并没有我的丈夫在内。 

  试问普天下女子是爱坐汽车而受人敬礼的男人呢？还是爱站在门首喊口令向人家行敬礼的男

人？因为没有女子不羡慕虚荣，因此男人们都虚荣起来了。 

  许多男人不惜放弃其自身的艺术嗜好，学门研究，运动卫生，只一味的东恳求，西拜托，早

起晏眠，天天喝不愿喝的酒，说不愿说的话，夏天把白哗叽西装穿得整整齐齐的，其实里面汗背

心连衬衫都湿透了……一切一切莫不是为了赚钱。但赚了钱来干什么呢？唯一光明正大的理由无

非是养活家小罢了。也有些男人暗中想想觉得不值得，不服气，还是私自出外去偷乐一回吧？然

而到头来也仍旧脱不了女人；跳舞要有伴；看戏，打牌，抽鸦片都得邀几个娘儿们在旁才起劲，

至于嫖呀之类，那更不必说了。 

  脂粉，香水，高跟鞋，绫罗绸缎……一切都是因女人们的需要才制造的；世界上有无数万万

的工人在为女子而日夜劳动着。这话说起来虽不免有些亵渎神圣意义，然而事实如此，却也没法

掩饰。我相信世界上若没有女子，男人便无法赚钱，也无法花钱。即使赚了仍不开心，花掉又不

舒服，这个世界也就不像个世界了。 

  男人都是爱女人的，然而不能够解释得明白，因此女人便淌眼抹泪。一般女人只知道细语温

存，搂呀抱呀叫做爱，须知道男人们的事情正多着呢，做官的天天要计划着如何奉承上司，倾轧

同僚，指挥下属；经商者更无时不在打算如何戴人家的帽子，杀外行困户的货价，又谁能专心一

志的同女人缠绵？而且女人们又是难侍候的，像贾宝玉般整天到晚躲在大观园里，不务正业，尚

且还要愁体贴不着林黛玉的心思，试问现代这般男人都是匆匆从市场或办公室回来的，在极度的

疲劳与气恼之下，又怎能予太太以充分抚慰？于是他们只得先择其要者而行之，原来努力赚钱的

动机也无非是为获得女人的欢心，细语温存且慢，也许在必要时反要求女人去抚慰他了。许多不

解其意的女人却以为男人是为赚钱而赚钱，把爱情当作调剂品的，因此女人也不高兴一本正经地

以职司安慰自居。她们也得有事业，或者索性恃此为业，只需金钱不需爱了。 

  事业对于女人究竟有多少价值？我总在怀疑。须知男人的爱情开始便是事业的开始，因为他

相信有了事业才可以保持他对她的爱情；而爱情失败后更加要努力事业，因为他相信事业成功了

就不怕没有再获得爱情的希望。而女子则不然。女子的爱情成功了就用不着事业，事业成功后更

得不到爱情，则此所谓事业又有什么用呢？我也知道女子一面恋爱，一面工作原是可以的，只不

过那要全世界的女人个个都如此才好，否则，照我看来，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总会较专

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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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照真正恋爱的观点说来，女人又何尝不希望男人能够专心安慰自己？一个年青的女

人必定是爱贾宝玉的，也许等到她懂得世故了，才改变心志宁愿嫁给甄宝玉去。女人爱贾宝玉是

想得到甜蜜的爱，嫁甄宝玉只不过想做一品夫人罢了。但亚当夏娃的子孙不幸没有现成的乐园中

仙果可吃，要自己流汗而生活，于是男人便选了赚钱，女人自然轮到打扮了。不过也不必自轻自

贱，其目的还是一样的，互相取悦而已。 

  男人们的骄傲是错误的，说什么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科学家，艺术家等等都是男人而很

少女人，须知道这是从古迄今的习惯标准造成，男人们原是靠此来取悦女人的。论女人的高下应

当以美丑来分，岂不见一部世界史多的是艳妇美女？假如从今日起男人们都肯爱当卫兵的女子，

我相信将来政府机关门口便多的是成群结队的娇声喊口令，而且举起纤纤玉手行敬礼的摩登伽女

了。若是女人都不要求男人去赚钱争威风，则像贾宝玉般成天同丫环们制胭脂汁的也必定比比皆

是，世界上倒可以减少些战争残杀呢。 

  不幸这个观念迄今不能改，于是忙煞男人们热中名利矣。我也怀疑一般男人们所谓事业的真

正价值，记得有一次我的妹妹对我说，她希望嫁一个好心而富裕的丈夫，我便觉得处今之世，有

好心者往往得不到钱，生活困苦得很，而赚钱的人又是靠欺诈，囤积，按括等等发财的，那里又

能够希望他们忽然生出个好心来？ 

  男人拿财势来博取女人的欢心，其实已经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了，然而更有些男人因努力过度

而把脑筋弄糊涂或变得简单，误手段为目的，他为赚钱，做官就是做官，一个人只要有财有势，

管它娘儿们爱不爱我？其结果更不堪设想。因为一个人的虚荣固可以刺激自己，但性的本能亦不

可一笔抹杀，因此在少年时过份努力干别事的男人往往犯“临老人花丛”之病，出力不讨好，那

时候再明白过来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没有一个人不好色的，有的是内心苦思，有的则随意发泄。内心苦思的人看来多是规矩的，

在学校里成绩好，到社会上做事稳当，许多安份守己的女子以为这便是标准丈夫了，殊不知这些

人顶可能犯手淫，结婚后很难得到两性的快乐。至于随便胡调的男人呢，又有花柳病传染的危险，

想来都是很可怕的。也有男人能自己抑制欲望，只求精神上发泄，那是有益的，伟大的艺术可由

此产生。但丁因为娶不着白屈丽斯(Beatrice)，性欲抑制，才写成他的不朽的杰作《神曲》。但也

有男人能够发泄得适当，常同女人接触而没有不当的行动，那是最合理想的丈夫，可惜为数不多。 

  男人怕太太，似乎说不出理由，也可解释为省事，但恐怕有许多还是因为性能力不足之故。

如老年人更会在女人身上花钱一样，都无非是补过之意。自己觉得惭愧，抱歉，却又说不出口，

只得处处退让，这样便变成怕老婆了。对人勉强解嘲口省事，说穿了也是很明白的。性心理可以

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假如认为下流，则其人便不足与谈了。 

  男人爱女人的年轻美貌，这是男人的天真直率处，也是男人在生理上易于冲动之故。性爱原

由刺激而来，然而不能持久，因为两人相处得久了，兴奋便自减少。要求物质是女人无可奈何的

补偿，因为她们知道男人容易变心，而且变得快，还是赶快抓住些物质，算是失望后的安慰吧。

好歹我总弄到他一笔钱，这是女人被弃后的豪语，因为她还能得到相当的代价。若说：不可以算

是女人在玩弄男人吗？则未免更属于阿 Q式，结果只有让男人更多占些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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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因为容易冲动，所以常不能满足于固定配偶，一忽儿爱舞女，一忽儿爱女戏子，有时候

也会换新鲜想转起“女事业家”的念头来。他们当初可没有恶意，只图发泄其本能欲望，有力量

便兼收并蓄，而且多多益善。可惜到后来众女之间互不相容了，因此就闹出因新人而弃旧妇的惨

剧来。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都市里，恐怕很少男人是真个维持一夫一妻制的。他们至少有一个

或一个以上的情妇，处置的办法照旧式便是纳妾，后来有一个时期忽然提倡女权了，同志爱最盛

行，于是因爱女学生而闹着同小脚老婆离婚的故事便层出不穷。不料最近风气又转变过来了，男

人们眼瞧着前辈离去小脚老婆名义上的婚，与女同志相爱了若干年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于是便相信结婚还是半新旧，先托人介绍见几次面，通几封信，然后迷迷糊糊地订了婚再迎娶好，

真正地自由恋爱便只好非正式“同居”，索性没有名份，也不算委屈情人，又不会得罪太太，倒

是一举两得的。目前便多的是这类胸怀大志，又素负盛名的女人或因毕竟避不掉生理支配，或因

存心利用男人的权势，都轻易做了这种没名份的情妇，自由虽是很自由，只不过更便宜了男人，

他们尽可以随时不负责任。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的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是他们生理上本能，他们至少是

真实的。他们喜欢年青美貌的女人，因为年青美貌直接能引起性的刺激，因而发生爱，那就是真

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好

像性爱是可以完全让虚荣来满足，我觉得更可耻。但这大概也与生理有关；她们的冲动较缓，而

且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束缚惯了，性的压抑已视作自然。我总觉得电影院里仆欧的装束，紫红衣

上钉着密密排的白铜钮扣，下面白长裤外边镶着二条颜色，较黑的绅士礼服好看，但一般女人都

瞧不起这个，因为那是无理由的代表着身份；最新式的男发样子梳在剃头司务头上，便一律变成

无价值了。虚伪的女性呀！她们的爱在本能上也许一样是不可能永久或专一的，然而她们能够克

己复礼，所以往往从一而终。她们的欲望虽是常常抑制着，然而不大生产伟大的艺术，只生产儿

女，尽量在母爱上求其发展，她们的生活便完结了。 

  女人的虚荣逼使男人放弃其正当取悦之道，不以年青，强壮，漂亮来刺激异性，只逞凶残杀，

非法敛财，希冀因此可大出风头，引起全世界女人的注意，殊不知这时他的性情，已变得贪狠暴

戾，再不适宜于水样柔软，雾般飘忽的爱了。女人虽然虚荣，总也不能完全抹杀其本能的性感。

她们决不能真正爱他。他在精神痛苦之余，其行为将更残酷而失却理性化，天下于是大乱了。 

愿普天下女人少虚荣一些吧，也可以让男人减少些罪恶，男人就是这样一种可怜而又可恶的

动物呀。 

 

苏青

苏青苏青

苏青谈女人

谈女人谈女人

谈女人 

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

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或是由女人在

临时予以承认的。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

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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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所说的话，恐怕难以可靠，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便将为

人所不齿，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譬如说：性欲是人人有的，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若是有一

个女人敢自己承认，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

部，外面再加上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腹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

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瘟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坦胸。不

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真是糟糕！ 

  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譬如说：女人都欢

喜坏的男人，但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那时候若男子着真个奉命惟谨的老实起来了，女子却

又大失所望，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

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又如以卖色情为职业的女人，都又不得不用过份的淫辞荡态去挑拨男子，

男子若以为真的这类女人有绝大刺激，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说：女人要算堂子里的姑娘最规矩了，

这话也有一部分理由。性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刺激过度了反而感到麻木，因此一个下流女人所

企求的除钱以外其实还是精神安慰。而上流女人呢？饱暖则思，思亦不得结果，盖拉“夫”固所

不能，送上门来又往往恐怕醉翁之意不在也。 

  这里又该说到婚姻问题了。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学问愈好，金钱愈多，

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因为在性的方面，男人比女人忠实，

男人只爱女人的青春美貌，而与其他的一切无关。 

  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促的，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结果女

人是吃亏了。女人只能听命于天，但天也并未完全让女人受痛苦，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予她们

以孩子。她们有了孩子，爱便有了着落，即遇种种缺陷与失望，也能勇敢地生活下去。没有孩子

的女人是可怜的，失去孩子的女人是凄惨的，但是失去总比从来没有过的好一些，因为前者还有

甜蜜的回忆与渺茫的期待。 

  我不懂为什么许多女子会肯因讨好男人而自服药或动手术消灭自己生育的机能，女子不

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

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 

  女子不能爱男人，因为男人很少是忠实的，她们总必会恨他们。女人的爱情太缠绵。最

初的缠绵会使男子留恋，愈到后来便愈使他们感到腻烦与厌恨了。因此许多女人都歇斯底里的，

终日在家里疑神疑鬼的，觉得丈夫一出门便是同别个女人去胡闹，回来得稍晚又疑心他会做下不

正当的事。一方面心里恨他，一方面又放心不下他，甚而至于觉得每一个来访的女客都是引诱她

男人来的，而男客则又有引诱她丈夫出去为非作歹的嫌疑。男人受不住这些麻烦与吵闹，终于不

理她了，她便赶紧闹离婚，这便大概是虚荣心作祟，以为被遗弃乃可耻的事。这种歇斯底里症要

等男人真的跑开了才能渐渐复原，因为女人此刻反死心塌地，横竖没有男人，便不怕别人侵夺我

的，而只有我去侵占别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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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恋的女人，同残废者心理一般，因缺陷而发生变态心理。瞎子拧起孩子来特别凶，即

此一例。而拿破仑的好勇斗狠，也许与他的浑身生癣有关。一个痛苦着的女人更加容易嫉恨别人

幸福，据一位绍兴老太太告诉我说：她的故乡有一个中年寡妇，每逢族中有男子归家对，她必涂

脂抹粉，打扮得妖精似的向那家穿过穿出；到了夜里，又到人家窗外去偷听；听之不够，还要把

窗纸破个小洞，以便窥视。于是在窗外站得久了，愈听愈难过，只得自回家去，穿起白衣白裙，

披散头发，在房中焚香跪拜，口口声声咒骂神道太不公平，别人家女人分明轻狂，却仍让她夫妇

团聚，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做过恶事的，却要鸳鸯拆开。一面诉说，一面叩头如捣蒜，直到天明，

额上乌青一大块都是了。 

  还有一种老处女，她们的变态心理是别人都知道的，但她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不知道的

原因，是她们听了别人虚伪的宣传，以为性爱是猥亵的，而自己则是纯洁非凡。殊不知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天然的趋势决非人力所能挽回。据说从前有一个小和尚跟着师父下山来，见了女

人就忍不住连连回头看，师父告诉他这是吃人的老虎，后来回到山上，师父又问他一路中究竟什

么东西最可爱，他便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是吃人的老虎最可爱。可见得一个处女过了发育期还口

口声声说抱独身主义，或者是一个妇人把养六个孩子的事实说此乃出于不得已，都是自欺欺人的

天大谎话。 

  无理的责难佣仆，与过份的溺爱儿童，都是变态心理之一种。扭扭捏捏得出乎常情也可

说属于此类。一个善于脸红的女子并不是因为正经，也许她的心里更加迫切需要，而脸上表情就

不免讪讪的。同时非常明朗化的女子也并不见得因为她的脾气如同男人，也许她是有欲望的，她

想缩短男女间距离，而得容易同男人接近。 

  女子不能向男人直接求爱，这是女子的最大吃亏处：从此女人须费更多的心计去引诱男

人，这种心计若用在别的攒谋上，便可升官；用在别的盘算上，便可发财；用在别的侦探上，便

可做特务工作；用在别的设计上，便可成美术专家。……可惜是这些心计都浪费了，因为聪明的

男人逃避，而愚笨的男人不懂。有些聪明的女子真是聪明得令人可畏，她们知道男人多是懦怯的，

下流的，没有更多欲望的，于是她们不愿多花心血去取得他们庸俗的身心，她们寂寞了。懂得寂

寞的女人，便是懂得艺术；但是艺术不能填塞她们的空虚，到了后来，她们要想复原还俗也不可

能。 

  我知道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尊敬有什么用？要是卖淫而能够自

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 

  有卖淫制度存在，对于女人是一种重大的威胁。从此男人可以逃避，藐视，以及忽略女

人正当的爱情，终于使女人一律贬了身价，把自己当作商品看待，虽然在交易时有明价与黑市之

别。上等女人一经大户选定便如永不出笼的囤货，下等女人则一再转手，虽能各尽其功用，但总

嫌被浪费得太利害，很快就破旧了。青春只是一刹那的光辉，在火焰奇丽时在受人欣赏而自己不

懂得光荣快乐，转瞬间火力衰歇，女人也懂得事了，但已势不能猛燃，要想大出风头也做不成了。

因此刚届中年的女人往往有一次绝艳惊人的回光返照，那是她不吝惜把三倍的生命力来换取一度

光辉，之后，她便凄惨地熄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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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女人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还是怎么样？我敢说世界上

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在无可奈何时，孩子

是女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 

  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

养，而由国家津帖费用。倘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则外婆养外孙该是更加合适的了。 

 

苏青谈性

苏青谈性苏青谈性

苏青谈性 

目下谈性之风又盛，其所根据大概是弗洛特学说，蔼理斯主张，以及古中国的许多谈性记载

等。我对于此道无研究，只好以常人(常人者，所以别于专家也)的资格来说些外行话。  

 我以为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以研究科学的头脑来从事艺术是行不通的。

据说清朝的皇帝大婚，事先必使他观察一番欢喜佛，结果是否从此精通也不可知，按诸事实总是

皇帝不大爱皇后的多。这也许是皇家规定结婚的年龄太小了，男女双方，尤其是男方，对于性还

没有发生兴趣，甚至根本仍旧不懂。就是民间也往往早婚，新人彼此相见几乎都有些怕，惟恐弄

错了，会给对方讥笑。性的迫切要求是没有的，仿佛吃饭，不等到肚饥便进餐了，热烈当然差些，

然而变态也少。旧式婚姻十九总是白头偕老的，即使是非婚姻交合，女的则也愿从一而终。死心

蹋地的女人是幸福的，她们只有唯一的性经验，以为天下男人尽如此矣，倒也没有别的想头。男

人可不见得如此老实，不论在古代或现今，他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概总是二色以上的居多。

男人经过相当次的尝试，经验自然丰富起来了，技术也高明，反而常能使太太服帖。尝见许多正

派的女人都死心蹋地为她浮荡而不忠实的丈夫效劳，初看甚奇怪，仔细一想便恍然大悟了。 

  然则婚姻之基础尽在此乎？也不是。听说有许多过分迷信科学的西洋人主张男女双方在

婚前都须体格检查一趟，先测量男器的长度，然后再与女人的阴道深度相比较，看是否适合，这

可是谨慎到再没有话说的了，然而女人经过生产后便失效，阴道必然扩大，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凡此种种均属做人的麻烦，动物便不大讲究这套，只要到了叫春时期，雌的与雄的不问老幼悬殊，

美丑各别，床第能力是否相当，总是一见倾心，而且一索而必得留种的。 

  不知怎的，人类愈是文明，愈是讲究卫生，身体抵抗力也随之愈弱。性能力也大抵如此，

据说野蛮的黑林人就比白种人高明得多，因此不管法律如何制裁，白种太太或小姐还是乐于给黑

奴糟蹋。中国人据说也不太差，相传黄帝有御女之术，近人中也有以多蓄姬妾而能应付裕如自豪

的，其实究竟如何也不得而知，因为良家妇女往往不大知道这种程度，而娼妓一流又惯会装死作

活，动不动便说吃不消了，于是男人也自鸣得意，以为确实功程圆满，却不想听一听她们私底下

的话来！ 

  其实我以为只有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而且任凭有真情也得惜福，别朝

朝暮暮混在一起，因为刺激过度便麻木了。有人往往觉得新婚不行而结果渐渐好了，那不是他体

力或技术的进步，而是接触多了，兴奋减了，自然不容易达到疯狂的境界。许多老夫老妻都同手

足之亲一般，你也不当我是女人，我也不当你是男人，大家看得顺眼，活得称心，但却没有性刺



《流》第 9 期 FLOW issue 9 Page 38 

 

激的。许多太太都不禁止丈夫晚上在家饮些酒，因为他在酒后才还像一些丈夫样子，其他的日子

简直像父亲，儿子，或兄弟之类。 

  勤于生育的女人往往是少有性欲的，岂不闻寡欲多子乎？有时候女朋友在一起谈天也提

到性经验之类，有许多太太告诉我说：她们是从来没有得到性的快感过，但却痛苦地养了许多孩

子。但是她们想也不想再有，因为觉得那是不应该有的。交际花则是已经破了例，索性求些实际

了，然而悲哀的是实际也不大容易快乐，因为对方也不怎么快乐，顶多快乐是中途，他便厌倦了，

她也伤心了，草草结束。 

  就是为肉体的快乐着想，我也主张须看重精神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