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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科技贸易协会２００６年年会成功举办 

    中英科技贸易协会 2006 年会，如期于

2006 年 6 月 11 日在英国里丁大学召开。 

    上午的议程由协会常务理事、里丁大学计

算机系教授刘科成主持。里丁大学校长

Gordon Marshal 教授首先致欢迎词辞。他高度

评价了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学子在英

国的贡献，并祝年会和科贸论坛圆满成功。我

协会理事长冯勤博士随后代表协会，向来宾和

协会理事们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协会一年

来的发展情况。我驻英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

王葆青先生、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贸处主任、

太平绅士梁建邦先生，分别代表我驻英使馆和

英国４８家集团，就中英科技贸易的现状和未

来发展，做主题演讲。之后，我驻英使馆教育

处一秘张总明先生（代表教育处王永达公使衔

参赞）、我驻英使馆林旭参赞、中国国际人才

交流协会驻英总代表武云如女士、英国布鲁奈

尔大学首位华人副校长宋永华教授、伦敦地方

华人议员、TCA 公司咨询顾问陈德梁先生、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英副代表麻伟锋先生

（代表总代表康明先生），分别致辞，高度赞

扬了我协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预祝

年会成功。中国旅游服务信息中心主任陈同度

先生，我驻英使馆科技处一秘曹周华先生、我

驻英使馆一秘孙景先生也参加上午的会议。中

国中央电视台驻英首席记者陈永庆先生、《人

民日报》驻英首席记者施晓惠女士、《经济日

报》驻英首席记者张芝年先生、《科技日报》

驻英首席记者何毅先生，分别参会并作相关报

道。 
    下午举行的科技贸易论坛由协会常务理

事、副秘书长张宏伟博士主持。西英格兰大学

朱全民教授就动态系统的建模和控制，伯明翰

大学 Reader 徐宏明博士就英国汽车工业的发

展概况，ＵＣＬ大学周玉红博士就生命科学和

生物制药，ＧＥ贸易公司盖彦朝博士就投资的

风险和回报，ＢＰ公司炼油厂经济师张金钟博

士就中国和世界的能源状况，ＣＳＬ公司主任

咨询顾问盛湘渝博士就全球大气变化等，分别

作了精彩的报告，博得阵阵掌声。听众提问踊

跃，论坛气氛十分热烈。 
    之后召开了我协会的第三届全体理事会，

由协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周克明博士主持。

理事长冯勤博士，协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李

云增博士，分别向大会做了协会的工作报告和

协会的财务报告。随后，根据协会章程，进行

协会下一届常务理事会和理事会的产生以及理

事长的选举。周克明副理事长通报了我协会今

年５月份召开的常务理事会，关于推荐冯勤博

士作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的决议，和理事

（７５名）、常务理事（１６名）的推荐名

单，吴斌秘书长作了补充说明。之后，大会一

致通过了该决议。具体内容另行公布。最后，

新当选的我协会常务理事、（原）汽车协会秘

书长宋海文博士，就汽车协会加入我协会，成

立汽车工程部，作了相关说明，该意向最终获

得全体理事会的通过。至此，汽车协会正式加

入我协会。我协会理事、会员等，一百二十余

人参加了全天的活动。 （吴斌） 

协会代表参加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大会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换届大会，于

2006 年 10 月 15 日到 17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我协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全国青联海外联谊

会副秘书长吴斌，我协会常务理事、常务副秘

书长张宏伟，我协会常务理事盛湘渝，我协会

理事、西安交大副校长卢天健，我协会顾问、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谭铁牛等，应邀参加

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王兆国出席大会开幕式，亲切接见了全

体与会人员，并作重要讲话。卢天健教授获得

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在开幕式上接受王

兆国副委员长的颁奖。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

会第三届会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

代表上届理事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选举 16

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

庆伟为新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

选举共青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

书长阳向东为新一届协会秘书长。谭铁牛、卢

天健、吴斌当选新一届协会理事，谭铁牛当选

副会长，卢天健当选常务理事。（吴斌） 

协会代表参加 2006 华侨华人高新科技洽谈会 

    我协会理事长冯勤博士和副理事长周克明

博士于 2006 年 10 月 17－19 日在成都参加了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四川省政府主办、成都

市政府承办的 2006 海外华侨华人高新科技洽

谈会。本届海科会在活动规模、参会代表层

次、办会水平、合作成果等方面都比往届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受到与会各方面的好评，达到

了增进交流、扩大合作、互利双赢的目的。本

届海科会,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和华商共推

出高新科技项目和合作项目近 200 项，四川省

共推出各类引资、引智、引进技术和人才项目

720 多项。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和华商在会

前就与四川省项目单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洽谈，由于项目准备成熟、前期对接充分，跟

1                                                                              http://www.cbtt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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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服务到位，使本届海科会在经贸合作项目方

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国家开发银行支持成都高

新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项贷款 20 亿元

项目在会上正式签约，第一批受贷企业 7 家，

这对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支持

有前景的创业企业发展壮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对把成都高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成

一流的创业基地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周克

明） 

协会代表在伦敦参加欢迎政协主席贾庆林活动 

    2006 年 10 月 25 日，金秋伦敦。我协会常

务副理事长李云增博士，常委理事吴建平教授

分别作为华人、华侨及学者代表，参加了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活动，

并与贾庆林主席合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

大使查培新发表欢迎词之后，贾庆林主席发表

讲话，鼓励在英的华人、华侨、学子、使馆及

中资企业人员努力为发展中英两国的友好的战

略伙伴关系，为两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

作与发展做出贡献。（李云增） 

协会代表参加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联席会 

    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李云增博士，常务理

事吴斌博士，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陈谦应邀参

加了国侨办举办的第二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

会会长联席会。会议于 2007 年 5 月 16 至 18
日在上海举行。  

    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马儒沛出席开幕

式，并充分肯定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为促

进中外科技交流合作、推动海外人才回国创

业、扶持会员事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他介绍了中国国务院侨办实施‘海外人才

为国服务计划’的情况和做法，指出海外人才

回国创业、为国服务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机遇，

对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

希望。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在致辞

中表示，上海的发展给海外侨胞和华侨华人专

业人士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机遇、广阔空间和舞

台。他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一定会为广

大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与国内和上海企业界之间

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开展互动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杨晓渡希望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负责

人，既为支持和参与上海的发展和建设作出新

贡献，又为自身的事业发展把握住机遇，充分

发挥海内外联系广泛等各方面的优势，引领专

业社团成员以及广大海外侨胞这一重要的海外

资源宝库，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办好一届成

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 

    此次会议以‘联谊、交流、合作、发展’

为主题。应邀与会的近八十名海外代表分别来

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

国等十五个国家，代表了近八十个较有影响的

华侨华人专业协(学)会。他们积极投身学会事

务，在推动中外科技交流合作、推动海外人才

回国创业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

成效。（李云增） 

协会成功组织英中教育交流 

    在教育处和科技处的帮助下，我协会于

2007 年四月份成功地组织了英中教育交流。英

国肯特郡 Leigh City Technology College 的四名

教师和 11 名学生，从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十

日 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进行了为期两周的

教学与工作实习。（李云增） 

协会成功协办常州市 2006 伦敦人才招聘会  

    在全英学联，伦敦南岸大学学联的配合

下，我协会于 2006 年 5 月 21 日在伦敦南岸大

学 Keyworth Centre 成功地协办了江苏常州市

2006 英国伦敦人才招聘会。科技处王葆青公

参，曹周华一秘，中国人才交流中心驻英总代

表武云茹女士，中国贸促会驻英副代表，常州

代表团团长杭天珑女士等在会上作了主题发

言。百余名学生，学者参加了招聘会。（李云

增） 

黑龙江省 2007 年招商引资会在伦敦成功举行 

    我协会与黑龙江省省政府，中国贸促会 
(CCPIT UK)，英国商会 (CBI)共同合作，于

200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在伦敦希尔顿大

酒店 Hotel Hilton London Metropolis，成功举

办了黑龙江省 2007 年招商引资会。英国贸工

部，中国大使馆商贸处，中国贸促会伦敦办事

处代表及近百位英国金融，工商业代表出席了

会议。我协会代表常务副理事长李云增博士，

副秘书长陈谦和其他理事也与参会的各位嘉宾

举行了交流。（李云增） 

冯勤理事长出席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大会 

    冯勤理事长于 2007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

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

会。 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亲切会见了与会代表。会议期间冯勤理事长与

其他代表和有关部门官员进行了广泛交流。

（冯勤） 

协会代表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代表团座谈 

    我协会理事长冯勤博士和常务理事吴建平

博士于 8 月 16 日在伦敦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代表团举行座谈并就全国政协与协会进

一步交流等事宜交换了意见。（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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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note Speech given at the AGM of the China-Britain Technology and Trade Association on 11 June, 2006) 

Andrew K. P. Leung  
 

Whenever I 
talk about China, 
I can seldom 
resist repeating 
my favourite 
story about my 
American stock-
broker friend at 
a dinner table. 
He said he did 
not have to deal 
with China 

because he is profitably and fully engaged with 
Wall Street, thank you very much.  I referred to 
China’s impact on energy and metal prices, 
shipping rates, the US bond market and through it, 
US and global interest rates and indeed property 
prices.  Not to mention the ‘China Price’ driving 
jobs and businesses out of existence.  All these 
and more are no doubt having a slight effect on 
Wall Street.   He was speechless. 

 
As soon as your DVD player is checked out with 
your credit card, a digital signal notifies 
Bentonville of the purchase and the customer 
profile. It simultaneously reaches both the final 
manufacturer as well as all its component 
suppliers so that the article gets replenished and 
shipped ‘Just In Time’. Even hurricane advance 
warnings would automatically activate a quick 
supply chain response to stock up beer and kid’s 
home  games.  And imagine all these going on 
non-stop spanning Walmart’s numerous suppliers 
across the globe and its 108 distribution hubs and 
over 3,000 stores in the US. 
 
As Thomas Friedman says, ‘The World is Flat’. 
And Walmart is a master of flatness. 
 
I recently experienced a lot of this flatness myself.  
I ordered a bathroom radiator from an internet 
retailer.  The radiator originates from Italy and it 
got delivered to me by a UK logistics firm.  I 
ordered my books from Amazon.com and they 
were shipped by different supplier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 called AOL for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 voice on the other side was from 
Bangalore.  I did some consulting through a series 
of conference calls with New York without 
having met any of my contacts face-to-face. 
Immediately after a TV interview with CNBC 
Europe, I got a call from Bloomberg for another 
one a couple of hours later.  I wondered how they 
managed to get my phone number. They just 
‘Googled’ me.  You may like to quote your own 
examples.  

 
So, the China effect has become globalised.   And 
it means more than buying and selling across the 
oceans. China has already overtaken the UK as 
the world’s 4th largest economy. With China’s 
economy poised to rival the US within the coming 
decades, its impact will become even further 
magnified. 
 
But say, how much money is China making out of 
a proprietary DVD player?  Well, if it sells for 
US$32 in a Walmart store, it should cost about 
$13 to produce. The lion’s share, $18, goes to the 
brand owner. This leaves the princely profit of $1 
for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  I may be 
exaggerating a bit but I would not be far wrong.  
In any case, you get the picture. 

 
Not only has the world become ‘flattened’,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ent but the global 
market place has dramatically enlarged and grown 
much more business-dynamic. China, Ind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ve created ‘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as these countries are 
transformed into full-blooded market economies, 
according to Clyde Prestowitz.  Progressive world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are adding fuels to all this dynamism.  

 
Then, how does Walmart compete as the ‘China 
Price’ is not its monopoly?  Walmart buys the 
equivalent of Switzerland’s GDP from China 
every year.  It thus can drive a very hard bargain 
as a buyer.  But Walmart doesn’t buy only from 
China.  Nor is it just a supermarket.  It is no less 
than a ruthlessly efficient synthesizer of a 
seamless global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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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all this phenomeno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s no wonder that in barely over a decade, eBay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105 million registered users in 
190 countries and a turnover of $35 billion. 
At any time around the clock, 2% of the world’s 
GDP is in transit in UPS’s worldwide fleet of 240 
aircraft.  Each driver has a mobile device to 
ensure no empty-handed journeys between 
destinations.  And yes, UPS does computer repairs 
as well with trained technicians in their hubs 
worldwide to speed up the supply chain.  All these 
global operations are driven by technology, 
connectivity, and creativity. 
 
Not only are goods and services traded across the 
globe, there is a breathless ‘value migration’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Companies are 
competing by locating any part of their value 
chain any place where the value is best created.   
 
Rolls Royce itself doesn’t manufacture cars 
anymore.  Its business is technology.  75% of its 
component supply and 60% of R & D are 
outsourced. Half of its revenue comes from 
outside the UK.  Boeing has an aerodynamics 
design office in Moscow with over 800 Russia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Some of them used to 
work on MIGs. 
 
Nowhere else is the phenomenon more 
pronounced than in the IT industry. Hewlett-
Packard has 142,000 employees in 178 countries.  
Lenovo has bought IBM’s computer arm and is 
busy building up its own brand worldwide under a 
Chinese Chairman, an American CEO, an 
American COO, and a Chinese CFO. 
 
As recently as last month (30 May), Microsoft is 
investing 250 million yuan in partnership with 
Beijing’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to help 
drive innovation, training and support.  It will also 
provide rural IT services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The target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s to 
train 1,000 instructors, 20,000 software engineers, 
and another 50,000 IT workers. 
 
But this pales in comparison with Microsoft’s 
robust presence in India with 4,000 local 
engineers.  Thi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7,000 
with an additional investment of $1.7 billion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The Economist ran a balanced Special Report on 
India this month (early June).  The IT sector is 

expected to grow from 5% to 7% of GDP by 2010.  
This represents 17% of expected GDP growth.  
But at present, the total value is only $36 billion, 
accounting for 1.2 million jobs.  This is a 
miniscule proportion of its 400 million workforce.  
The country has to redouble its efforts to re-jig its 
creaking bureaucracy and infrastructure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its new-found dynamism.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dynamism is not 
only making the world sit up and marvel, but to 
embrace it as part and parcel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shutosh Sheshabalaya has an 
up-to-date catalogue of India’s IT achievements in 
his book ‘Rising Elephant’.   
 
While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Factory, 
India has turned into the World’s Back-Office.  
Some 3.3 million white-collar jobs are expected to 
be outsourced from the US by 2015.  The IT 
por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23% by 2007.  By 
2010, India is likely to surpass the US in IT 
software and technical service jobs.   
 
India has some 250,000 ‘accent-neutralised’ call-
centre staff.  (A different Indian voice keeps on 
calling me from time to time trying to sell me the 
latest Visa card or mobile phone.) It is handling 
400,000 US tax returns and $35 billion global 
invoicing for GE.   Its booming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industry is providing back-office 
support for businesses as diverse as HSBC, 
Lloyds TSB, Aviva, BT and British Rail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The out-sourcing spectrum is gravitating towards 
the higher end, from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to 
Wall Street data analysis; econometric modelling; 
MRI scan analysis; clinical data-mining and early 
trials; and computer-aided designs for cars, 
aircraft, super-computers, fast-breeder nuclear 
reactors, remote-sensing satellites, fifth generation 
jet-fighters and stealth warships.  It is spawning 
skills in bioinformatics and telemedicine, making 
healthcare more accessible to 600,000 villages. 
 
Perhaps at this point it would be useful to ask (a) 
why India and (b) what has become the new Holy 
Grail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for the first question, history and language 
have helped many Indian engineers establish their 
US roots.  These were further reinforced by the 
spree of ‘body-shopping’ during the Y2K 
experience.  Moreover, India’s IT manpower 
profile is relatively strong, with some 800,000 IT 
professionals, 2 million university graduat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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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and a young population of 555 million under 
25 years of age.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said to trump Harvard, Princeton or 
MIT in IT excellence.  India has registered mor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CMM) Level 5 (the 
highest level) certifications than the US. Indian 
engineers account for 20% of Microsoft and 25% 
of Cisco staff in the US. Indian IT companies are 
helping to train some 20,000 technicians in China. 
 
So it is no surprise that leading Western pioneers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e seeking out 
cost-effective Indian IT capabilities to leverage 
their global value and supply chains.  The design 
of Nokia’s brain-chips in India is one of many 
examples. 
 
As for the Holy Grail of the New Economy, there 
is no magic wand.  But with a commoditised 
world, a $1 profit DVD player is fast becoming a 
norm.  Making better widgets quicker is 
beginning to see margins cannibalised by fierce 
global competition. It is also facing growing 
protectionism or frictions in both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where job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being threatened.  Moreover, energy 
and mineral intensive inputs are likely to come up 
against increasing supply, cost, environmental and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in coming decades. 
 
Looking at business champions in the New 
Economy, it is evident that continuous cutting-
edge innovation as well as speed and efficiency in 
global leverage are winning the day.  Microsoft, 
Google, Walmart, Ikea, Goldman Sachs, Virgin, 
Samsung are just a few of the examples that come 
to mind.  Their strategic advantage is not so much 
making things, but making innovative ideas and 
global leverage happen. It was a long time ago 
when best in the local neighbourhood was no 
longer good enough.  Now, to win in the global 
market, you have to be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stay that way. Indeed, you are not just competing 
for the market.  You are competing for the future.  
This is where the cheese seems to have moved. 
 
Nimble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is very much 
the central theme of Matthew Kiernan’s book 
‘The Eleven Commandments of 21st Century 
Management’.  In this context, some Asian 
examples may be interesting.  Canon President 
Hajime Mitarai says, ‘We should do something 
when people say is crazy.  Crazy is praise for us.  
If people say something is good, it means 
someone else is doing it.’  Many years ago, a 
young engineer went on strike in a Zen monastery 
to hold fast to his ideas in disagreement with 

Honda Co-founder Soichiro Honda.  He is now 
Honda’s CEO. As part of its global learning 
initiative, Samsung has a 5-year programme 
funding 400 managers each year on a 12-month 
sabbatical in an individually chosen foreign 
country.  On return, they are expected to debrief 
their colleagues on their ideas to penetrate the 
relevant overseas market.   
 
These examples show that it is not enough for a 
company just to have innovative idea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nurture an internal innovative culture. 
This is because in the New Economy with fluid 
value migration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individual has become more 
empowered, creating value and leverage through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I have devoted a good part of my speech to the 
new global environment before I delve into 
China’s own situation.  Because I feel that in a 
dramatically globalised world,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not to look from inside a well, even if 
the well is as huge as China.  
 
So, is China in the very forefront of the New 
Economy, riding high i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na plans to nurture 20 of the world’s 500 
largest companies by 2010.  A handful of these 
are already emerging. According to US Petroleum 
Intelligence Weekly, CNPC ranks tenth of the 
world’s top 50 oil conglomerates. China Mobile 
has perhaps the world’s largest captive customer 
base.  Huawei Technologies beat all the world’s 
top suppliers to build a third-generation wireless 
telephone network for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Haier has surpassed GE to become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white-goods maker. China’s ‘Big 
Four’ banks ar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But the main competitive edge of most of these 
champions is ei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size thanks 
to their relatively monopolistic position in China, 
or they deliver superior cost-quality ratio for a 
known product or system.  None are leading the 
world i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let alone brand 
recognition, corporate management, strategic 
insight and international savv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spoke on a 3-day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ening on 9 January this year.   
Both outlined ambitious plans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realizing China’s goals of 
coordinated,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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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technologies in ener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mphasis is placed on proprietary technologies i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lso targeted are technologies for live 
sciences, aeronautics, ocean sciences, as well as 
both ‘foundation’ and ‘lead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According to Premier Wen, s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2006 -10) will be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increase in national revenue.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required to support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encouraged to 
develop high-tech zones. 
 
Almost concurrently, on 8 January, Xie Xuren,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outlined plans for tax reforms in 2006.  They 
included support for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t is no coincidence why innovation was given 
such serious treatment.  China has earned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It is quickly going up the technological 
ladder.  It  has already overtaken the US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IT products. 
Nevertheless, it is still largely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n behalf of foreign 
brands.  It has yet to achieve major breakthrough 
in higher value-added and profit margins as I have 
illustrated with the example of $1 profit for a 
DVD player.  I have also mentioned the various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ism and 
natural resource-intensive inputs. 
 
So it is wise to push for a mor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course for China’s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home-grown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deed, with still over half of China’s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lagging behind in their development, 
no change is simply not an option.   
 
But how good is China’s creativity, especiall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I was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for my Visiting Professorship, I was 
watching one evening China’s successful launch 
(Shenzhou VI) of its second manned space flight.  
The televised five-day orbit was most impressive.  
Moreover, any visitor would not cease to be 
amazed with the glittering Zhongguancun Life 
Science Park in Beijing and the Zhangjiang High-

Tech Industrial Park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more science parks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sophistication and 
specialisation.  And more are being built. 
 
There are plenty of examples of leading strengths 
in biotechnology, including genomics, stem cell 
research and gene therapy. Fudan University is 
partnering with Yale in bio-medical research.  
China has also one of the largest agricultural 
science programmes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in 
genetically-modified crops.  These are becoming a 
highly attractive source for bio-fuels such as 
ethanol and for bio-chemicals. 
 
As Premier Wen is reported to have said, China’s 
magic big numbers never fails to amaze. China 
has over 4 million graduates a year. Over 600,000 
past students have had an overseas education. In 
the US, Chinese students account for some 40% 
of post-doctorate degrees earned by overseas 
students. At a Chatham House presentation on 1 
June which I attended, a University of Texas 
Professor said that 99% of the University’s PHD 
students are Chinese.   90% of 160,000 returnees 
hold Master or Doctorate degrees. 13 million 
citizens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China has perhaps the world’s largest pool of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estimated at some 32 
million at various levels.  It has the world’s fifth 
largest number of published scientific papers.  
 
Yet, there have been no ‘home-grown’ Nobel 
Prize winner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eal money in China’s manufacture is still being 
made by foreign proprietary technologies and 
brands. 
 
In an interview on 8 January with Xinhua Online 
reporters, Wang Yuan and Mu Rong Ping, two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ts on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pectively,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nine major challenges: 
 
(1)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 of GDP stood   at 1.23% in 2004, 
below the target of 1.5%.  This  compares 
with 2.59% in the US. And is well below 
the historical height of 2.32 % in 1960; 

 
(2) China’s external technology reliance rate 

remains high at 50%, compared with 5% 
for US and Japan; 

 
(3) Home brands fail to command their fair 

share of the market. There is the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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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goods, however expensive, are 
worth it.  National brands, however 
attractive, are given second thoughts’; 

 
(4) World-class talent remains extremely rare.  

Representation in the 158 world-class 
organisations amounts to 2.26% with only 
one chairmanship; 

 
(5) There is still too much emphasis on 

research quantity rather than quality.  The 
international quotation rate of scientific 
papers remains very low amongst the top 
100. 

 
(6) There is too much gravitation towards 

short-term functionality and profits, 
knowledge absorption rather than 
creativity. 

 
(7) Only 3% of enterprises possess core 

proprietary technologies. 
 
(8) There is too much duplication and 

variegation of resourc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installations 
remains low, at 25%. 

 
(9) The 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elping to break through energy and other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to create an all-
rounded well-off society remains 
uncertain. 

 
A ‘National Medium to Long-Term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 
2020’ has already been announc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s a blueprint for building a ‘Nation of 
Innovation’.  
 
The State Council also issued a directive on 13 
January, ‘Enhancing Cultural System Reform’, 
promoting Chin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one are by no means 
sufficient for building a nation of innovation. 
 
Recently, we are also seeing more robust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olations.  
Cases involving Starbucks, Toto, and Ferrero 
Rocher come to mind.  Credib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a vital pre-condition for 
nurturing creative talent and proprietary brands. 
 
The likes of Lenovo, Haier,TCL, and even 
Mengnui (fresh milk) are all trying hard to build 
up global recognition.  Current product 
advertisements in China are much more branding 

conscious.  References such as ‘Top Ten’ or ‘Ten 
Strongest Brands’ are commonplace. 
 
China does not lac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tential.  China’s TV champions such as 
Chanhong, Konka, TCL, Haier, Hisense and 
Skyworth and IT champions such as Lenovo and 
Great Wall, are actively developing an industry-
wide protocol for the emerging ‘3C’ industry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Consumer 
electronics, all linked together interactively).   
 
China approved an Intelligent Grouping and 
Resources Sharing Standard in June 2005.  This 
was the first of such standards for this promising 
new industry.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ese 
IPTV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users may 
double from 300,000 to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markets for 3C products. 
 
Another example at the ‘fun’ level is the 
Colouring Ring-back Tone Service (CRBT). It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rage   among  China’s 200 
million 15 – 24 year-olds. ‘Cool is out and Cute is 
in.’  ‘Don’t be surprised if a mock Bart Simpson 
voice  cautions you to be nice to the handset 
holder as he or she has had a bad day!’ 
 
These fun-loving, web-surfing and more 
imaginative youngsters are largely the product of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They represent a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much more 
individualistic consumers and workers, its 
worrying longer-term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notwithstanding.  They are likely to supply the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market demand for more 
creativity. 
 
Really strong Chinese international brands are 
still very few and far between.  But all indications 
are that the Long March for Brands has begun. 
 
But with globalisation, branding is influenced by 
the branding of a nation.  Think about how much 
more difficult it would be for countries like 
Afganistan, Iraq, Iran, North Korea, Myanmar etc 
to market their own home-grown brands even if 
they have the best product and hire the best PR 
firm in the world.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s enjoyed a much more 
favourable national branding compared with the 
past.  According to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Report dated 23 June 2005, 11 out of 16 countries 
surveyed view China favourably  Two-thirds of 
the British have a favourable view of China, more 
so than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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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nternational concerns with such issues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orruption and non-
transparency, need for mor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nd indeed the view of a Rising China 
threat,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against China. 
These concerns are often politicised and have 
already foiled two commercial attempts by 
China’s champions to lock into the US market: 
CNOOC’s bid for UNOCAL and Haier’s bid for 
Maytag. 
 
But there is much more than national branding.  A 
flat world of such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er-
dependency has flagged up a number of major 
global contradictions which underline much of the 
world’s imbalances and instabil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etween the 
gaining of jobs in one country and the loss in 
another; between Growth 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or Climate Change; between Saving 
or Export and Consumption or Internal Demand; 
between Currenc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Parit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Secularism.  The 
list goes on.  One man’s meat is often another 
man’s poison. China’s recent national emphasis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has obviou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The price of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is not only 
international status but increasingly, self-centred 
commercial interests 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tthew Kiernan calls this the Eco-Industrial 
Revolution.  Nortel in Canada was able to hone its 
ability to develop a cost-effective substitute to 
CFC in pursuance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It 
turned this into a multi-million dollar business and 
leveraged it with a Mexican Government eager to 
seek compliance to join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Molten Metal Technology in 
New England was able to turn a $5 million equity 
into a billion dollar venture capitalising on its 
proprietary technology for treating hazardous 
waste.  
 
More recent examples include GE’s  
Ecomagination initiative on climate-friendly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 revenues exceeding 
$10 billion, a $1 billion investment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a group of 30 US 
and Europe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American Electric Power’s plan to build 
America’s biggest power plant using “clean coal”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d globalisation will be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addressing some of the global 
issues.  IT is already helping to bridge the urban-
rural digital divide, as I have mentioned.  This is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verty 
relief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access 
of healthcare.  Apart from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y will be the key to a host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ranging from clean coal and 
mining safety, energy efficiency and saving, solar, 
wind, biomass and other renewable or mixed 
energies,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harnessing 
and conserv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world’s 
first sizeable Eco-city now being built at Dongtan 
near Shanghai is a good example.  Technology 
will also promote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open and civil 
society.  Above all, it will serve to reduc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over energy concerns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 have no doubt that i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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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QUANT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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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衍生产品
(Financial 
Derivatives)自诞生

以来,其市场日益扩

大.在当今国际金融

中,衍生品实际上已

超出其作为风险管

理手段的传统用途,
进而成为投资者,金

融保险机构和一些企事业追逐高回报高盈利必

不可少的新颖交易工具.随着衍生品结构日趋复

杂化和不断推陈出新,金融工程学(Financial 
Engineering)便在市场推动下应运而生,成为一

门独立的金融学科. 
 
金融工程师(Financial Engineer)在日常工作中简

称 Quant,是 Quantitative Analyst (定量分析师)
的缩写.金融的数学性和衍生品结构的复杂性决

定了 Quant 不但要具备极高的数理基础(某种

程度上甚至超过传统的理工科),而且需要对金

融产品的结构和交易市场有深入了解.如同保险

行业的精算师,Quant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出现

吸引了大批有高等理工学位的人才不断渗透并

充实这个新领域.另外,由于金融业对高科技尤

其是计算机技术的依赖,金融行业里的计算机工

程师尤其是软件工程师也被称作 Quant,所以金

融工程堪称金融产品,数理模拟,和计算机技术

的交叉学科. 
 
有必要指出,金工学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一门典型

的基础理工学科,然而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其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的自然科学.传统的科

学方法一般是在绝对的物质运动中寻求相对的

稳定性和不变性,从而赋予事物的内在规律以数

理表达.由于市场是人为创造的,交易是人为参

与的,交易行为也在随时修正中,金融产品和金

融市场比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但有更多的易

变性,而且会因观察者的观测和参与者的参与而

显著改变.这一方面形成对经典科学方法论的严

峻挑战,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金工学的动态性和发

展性,其科学性很难用传统的标准来严格要求.
在金融行业,市场虽然受到理论的影响,但是市

场往往超前于理论,当理论模型不能满足市场要

求时,市场不会停滞不前,而是以新产品新市场

的出现来弥补理论不足. 
 
本文拟通过对几个简单例子的介绍来展示这门

新学科的一些特征. 
 

一. 风险的定义和度量(Risk Measure) 
 
金融风险的定义相对简单:有投资就有风险,风
险来源于市场不可预测的浮动,回报的不确定性

(能完全预测的确定的波动不构成风险).然而,对
不确定性风险的量化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而且至今还是悬而未决没有公认的标准.众所周

知,高风险高回报,”回报=风险”是金融保险业

(以至经济学)里的一大基本规律.如果风险没有

统一的度量标准,那么这一规律将只能停滞在口

头禅上. 
 
应用统计分析,一支股票或者一个投资组合的回

报率是个随机变量,大量的统计可以得到一个

pdf 分布曲线,不确定性由这个曲线表示.风险的

量化一般是试图用 Moment 分析从这个曲线里

合理简化出一个数字度量标准.早期的投资理论

一般认为正回报不是风险,而只有亏损是风险.
随着期货市场的出现和做空的正规化(回报率

的 pdf 曲线也随之有所变化),正负回报客观上

都构成市场风险,方差分析(Variance)开始成为

主流风险理论,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在金

融中叫 Volatility)作为风险的度量进入教材,正
态分布(Normal/Gaussian Distribution)模型也随

之成为金融学的基石,当代投资优化组合理

论,CAPT 价格理论,Black-Schole 期权定价理论

(Option Pricing)和等价 Martingale 理论都建立

在这个模型基础上(更普适的 APT 价格理论也

只有在回到这个简单模型上才能得到有意义的

结果).方差分析在金融学的应用多次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在这个模型框架里,以上所有理论

最后都印证同一个基本结论:回报=风险. 
 
然而,市场规律不可能是严格的正态分布,这一

模型和方差分析的结果必然有其近似性和局限

性.为了量化对正态分布的偏离,在风险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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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引进了许多其它辅助性风险度量,其中最常用

的是 VaR, CVaR (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 
Expected Shortfall) 以及当前对一般 Coherent 风
险度量的最前沿研究.在当今的金融机构里,交
易前台的定价一般都用方差理论,而风险控制部

门则监控 VaR 风险.可以预见,新风险度量的普

遍应用将引起市场行为的变化,并促进定价理论

和优化组合理论的修缮更正.这都是金工理论的

前沿课题.实践中常用风险控制还有诸如

Delta,Gamma 等偏微分,并辅以各种压力测试手

段(Stress Testing). 
 
作者特别指出,回报=风险在专业意义上需要修

正.因为在资产组合时,回报是标量按算术累加

而方差按向量几何法则叠加,所以等式不成立.
在严格意义上,回报=系统风险(资产和市场的协

方差,最优化组合的 Coherent 风险对权重的偏

导数).上面的正规纵述还给人一个误导,似乎分

布曲线涵盖了市场风险的全部内容(起码比标

准差和 VaR 都全面),相同的分布曲线,即等风险,
必然要求等回报.事实上,完全不同的资产可以

有相同的分布,但是风险性质不同,回报也不相

同(参照下例图一).所以在方差理论中,风险性质

用风险市价表示,只有同样的风险或者可以通过

资产复制手段(Replication)等价交换的风险,才
能要求同等回报.在金融机构里,交易部门主要

侧重于资产种类(风险性质)的选择,价格和回报

(方差的系统分量);而风险部门的主要监控手段

则基本局限于 pdf 和风险度量,对风险性质的掌

控相对削弱,所以两个部门的功能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再者,从分布曲线里简化出几个统计数字来度量

风险虽然具有实用价值,但是这不排除对风险回

报的研究可以从分布曲线切入,从而直接寻求联

合概率分布函数所遵循的算符规律.由于 pdf 对
风险表示的不完全性,一定条件下可以考虑给

pdf 冠以相位因子来简化概率向量.鉴于经典风

险回报关系和 Martingale 兑现定价定律比现有

的金融理论模型具有更大的普适范围,它们完全

可以作为假设(或者定义)而不是理论结果出现,
使金工理论摆脱不完备市场(Incomplete Market)
的困境. 
 
 

二. 风 险 与 回 报 的 优 化 组 合 (Portfolio 
Optimization) 

 
自从 Markowitz 领先应用方差概念分析金融风

险以来,风险回报的最有效组合前沿(Efficient 
Frontier)已经成为优化组合的经典结论.用

Lagrange 算子法可以证明,最优化组合都落在有

效前沿线上.这条曲线是二次曲线,而且是唯一

的.另外,对前沿线上的任何两个组合进行再次

优化组合,结果还落在同一条前沿线上.到此,方
差风险的优化理论已经基本完成,后来的优化研

究所关注的是针对 VaR 风险进行的. 
 
然而在金融实践中,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有效前

沿的计算很难得到有指导意义的结果.在对大量

股票进行组合时,高自由度,市场的波动和数据

中不可避免的误差导致优化结果没有什么实用

价值.在允许做空的情况下,优化计算甚至不能

确定对同一支股票做多还是做空.即使同一支股

票的分配改变符号,通过对其它股票分配的调整,
可以得到在风险回报图上非常靠近但在投资分

配空间却截然不同的两个组合. 
 

 
 

(回报标准差)风险 

回报 

有效前沿 

投资 
分配

C 
A           E           B 

D 

*    
*** 

**** 
*** 
**

图一. 三支股票的投资分配优化组合和风险回报

图的最有效前沿

参照图一,在固定投入资本总量条件下,可以对

选定的股票群尝试各种可能的投资分配比例

(权重)从中选出最优化组合,从而得到有效前沿.
不失普遍性,我们考虑对三支股票(图中的三个

粗黑点)进行组合.我们可以操作的三个投资权

重构成三维空间,最优化权重由三个关系式唯一

确定:总权重归一(线性关系),总回报(线性关系),
总方差(二次关系).用解析几何可以把这个立体

问题简化为图示的平面几何问题,结果如下. 
 
比如,对一个预定的回报,E 是可以达到的最低

风险点,即理论上的最优化组合.但是,由于数据

误差和市场的不稳定性,A,B,C,D 和 E 周围的无

穷多点都有可能入选为最优化组合.这些误选的

点在风险回报图上虽然距离很近,但是在权重图

上却可以距离很远,从而导致优化结果的动荡性

和误导性.图示说明,即使在只有三支股票的情

况下,数据误差也会导致优化结果无效,究其原

因是权重空间至风险回报空间的映射是多对一

关系,金融投资行为最关心的两个量,(回报,风
险),的流场是不对易的.这如同是把直角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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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和极坐标(R,θ)混合起来标定平面,(Y,R)不
能成为平面坐标系.(严格意义上需要微分流形

上的 Frobenius 定理) 
 
这个现象在优化问题中普遍存在,在 VaR 风险

优化计算中更为明显.鉴于优化组合是 CAPT 定

价理论的基础,这一实际操作困难对价格理论的

潜在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CAPT 理论认为,市场

参与者优化的共同趋势使市场达到平衡态,从而

决定资产价格.事实上,优化的不准确性减弱了

平衡态的凝聚力,给市场以弹性和深度,从而保

证了金融市场不过分被一种单一的力量所左右. 
 

三. 信用产品和资产证券化(Credit 
Derivatives and Securitization) 

 
尽管金融和保险是两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

监管制度和不同的运作市场,但是为简单起见,
我们不妨在概念上把企业信用理解为企业倒闭

的保险.企业信贷(Loan, Debt),债券(Bond)和成

交量越来越大的信用违约交换(CDS, Credit 
Default Swap)都是比较简单的企业信用产品. 
 
以国债利率作为参照(市场一般参照银行间的

Libor),企业借贷必须付出更高的利率,这其中高

出的那部分来自于企业可能违约拒付和倒闭的

几率(Default Probability),相当于倒闭风险的保

险费.传统上用来反映违约风险高低的标准主要

是由诸如 S&P, Moody’s, Fitch 这些评级中介机

构(Rating Agency)对企业信用度全面评估得到

的信用评级(Credit Rating).随着信用市场的发

展,近来 KMV 倡导的连续尺度 EDF(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近些年来,传统上相对安静的信用市场变得异常

热闹,诸如 CMCDS, ABCDS, CDO (债务抵押债

券), CDO^2, CPDO, ABS(资产支持证券), MBS 
(抵押房贷支持证券)等信用衍生品和信用结构

产品(Structured Credit)接踵而出,把许多本来流

通性差的资产(比如 NPL 坏帐)通过金融上的

SPV 技术包装起来以到达提高流通的目的.由
于相关系数在这些结构产品中的重要性,有人索

性把这些产品叫做相关性产品(Correlation 
Product).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市场的开拓不断地

对金工理论提出新挑战,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如何模拟相关性,如何管理相关性风险.  
 
参照图二,我们用熟知的圆蛋图来表示企业的

倒闭几率,并合理假设这些单一企业的几率可以

从已有市场获得.不失普遍性,我们以三个企业

构成的信用篮子(Credit Basket)为例,考虑金融

机构间对第一个违约(FTD, First to Default),第
二个违约(2TD)等进行的交易.为直观表示倒闭

次序,笔者结合资产证券化和合成 CDO 市场通

用的 Tranche 层档结构图,介绍一个用传统的

(阴,阳)符号代表(倒闭,不倒闭)的图示方法.在用

SPV 技术前,资产只是简单的堆积在一起,没有

位的概念,所以倒闭风险散乱分布于资产池中.
通过 SPV 对风险隔离后推向市场流通的产品

则有了位的概念,按违约时间次序排列,早倒闭

的排在下边,最低位的就是 FTD,依此类推. 
 

倒闭概

率温氏

图二. 三企业信用篮子(Credit Basket)和CDO资产

证券化前后 

SPV 前             SPV 后

 
 
要计算第 N 个违约(NTD)的保险费,我们需要计

算 NTD 的几率,而这需要借助于相关性模型来

估算三个企业倒闭的关联性.在分析这种交易时

必须注意,第一倒闭几率不等于信用最差的倒闭

几率.由于圆蛋图不是为表示次序专门设计的,
我们需要把次序性语言转换成圆蛋图的规范语

言(集合里的交并集;逻辑上的与或非等),换言之,
第一倒闭是指其中任何一个倒闭,或者其中至少

一个倒闭.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看到,企业间的

相关性越高,圆蛋的重叠越多,第一倒闭的几率

越低. 
 
在市场发展的初期,相关性统计和分布函数的应

用比较混乱,比如,倒闭与否的离散相关性,股票

市场相关性,收益率和息差相关性,违约几率相

关性,企业资产相关性等.本世纪初,南开金融研

究生 David Li 成功地把 Copula 相关函数引入

信贷市场,成为该市场发展中的里程碑,使相关

性模拟相对规范化,并进而成为金工理论的基础.
他引入的高斯 Copula 已经成为当今信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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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Index)结构产品市场的标准模式,其历史

地位不压于著名的 Black-Schole 模型. 
 
众所周知,相关系数(Correlation)只是对事物关

联性的一级线性近似,其适用范围有很大局限性,
而 Copula 函数是对相关系数的进一步完善发

展.简单而言,联合概率(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和边缘概率(Marginal Distribution)
的自变量是随机变量,通过利用每一个随机变量

的边缘概率累积分布 cdf (Cumulative 
Distribution)的可逆性(Inverse Function),我们可

以把联合概率转换成边缘概率的函数,这就是

Copula 函数.对于连续的边缘 cdf, Sklar 定理保

证由此得到的 Copula 函数不但存在而且是唯

一的.这意味着联合概率可以分解成边缘概率和

Copula,而事件的所有关联性都包涵在 Copula
里. 
 
Copula 的应用使得联合概率的选择和构造具有

更大自由度,对相关性的模拟也从传统的相关系

数里解放出来,堪称金融学上一大革命.另一方

面,David Li 的原始工作通过 Sklar 定理把次序

和圆蛋表示连接起来,从而证明对倒闭时间 pdf
相关性及次序的模拟和相对简单的企业资产相

关性的模拟是完全等价的.这一等价性不但有理

论意义,而且有简化模拟的实用价值. 
 
值得指出,Copula 函数的存在意味着把相关系

数作为参数同 cdf 区别对待的传统方法虽然方

便,但是未必接近事物的内在规律.虽然 Copula
在普遍意义上的严格性有待质疑(比如,边缘 cdf
作为自变量必备的独立性),笔者在这里倡导对

联合概率或者对 Copula 所遵循的自然规律直

接进行非参量(Non-parametric)研究.为此,我们

可以把经典概率的概念向量子波函数稍做以下

过渡性调整. 
 
在概率论里,概率一般被定义为[0,1]区间上的实

数,是没有方向的标量.但是,熟悉 Bayes 概率论

的人都知道先验概率(Prior)和边缘概率有些微

妙不同,而且对概率的解释在学术界还存在诸多

争议,这意味着概率的概念还有发展的余地.比
如,同孤立系统的概率(Prior)相比,复合系统的联

合概率(Joint)有质的区别.举例说明,如果我们用

(0,1)表示(Tail,Head),(倒闭,不倒闭)或(阴,阳)事
件空间,那么孤立系统的 Prior 定义在向量空间

上,而复合系统的 Joint 和 Marginal 则是定义在

张量空间上的.张量空间的基失虽然可以分解成

向量的直积,但是,并非所有张量都可以如此分

解.这个矩阵理论的基本常识,在涉及到概率时

却成了极其尴尬的难题(突出表现在 Quantum 

Entanglement).笔者认为,这个困难是由于概率

概念上的一个混淆所致. 
 
在概率的实用中,我们往往过分偏重随机事件,
即实验后的确定结果,而忽视了随机状态,即, 系
统在一个实验前所处的不确定状态.确定的结果

只能是概率空间的坐标基失,而系统的随机状态

的合理表示则是对基失事件用概率加权(概率

向量).在这个框架里,孤立系统的随机状态是概

率向量,而复合系统的随机状态是概率张量.在
不严格情况下,我们通常把表示随机状态的概率

向(张)量,和事件的概率标量(坐标分量)不加区

分的通称为概率,造成混淆.在广泛意义上,无论

是微观还是宏观世界里,尽管复合系统的事件

(实验结果)可以分解,但是复合系统的随机状态

(概率张量)未必都可以分解成孤立系统的随机

状态(概率向量)的并失.注意以上讨论是在实数

范围内,不符合严格的线性空间定义.如果要构

造严格意义上的线性空间,并利用概率的归一关

系,那么随机状态只能用 Hilbert 空间的波函数

表示. 
 
不难想象,随机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所遵

循的自然规律应该是通过随机状态生效的,也就

是在事件发生前而不是事件发生后起作用的;
事件发生后,随机事件背后的规律便失效了.因
此,我们有必要分析随机状态之间的转化过程和

原理机制.线性代数和矩阵是分析向量空间和张

量坐标转换的最普通数学工具,复数和复本征向

量作为数学上的方便自然出现.再以(0,1)表示三

个企业的倒闭为例,虽然在实际中从(111)到(110)
再到(100)等这些基失事件之间的演变过程是单

向的(由于倒闭次序的随机性,(110)和(101)之间

甚至可以没有方向关系),但是在分析没有倒闭

发生前三个企业复合系统所处的随机状态(概
率张量)之间的坐标变换时,我们可以扩展到复

向量空间及对偶空间,用可逆变换算符把以上的

基失事件联系起来.就本例而言,GL(n,C),二进制

逻辑和量子计算机逻辑关于普适可逆变换

(Universal Reversible Logic)的研究成果可以直

接引用,从而在数学上导出酉变换.另外,这些成

果也可以用来分析 CDO 产品的不可复制性
(Replication). 
 
如果市场的随机规律可以用概率波函数的数学

形式把握并表示出来,那么可以期望对相关系数

进行理论估算,并同市场观察统计结果形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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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结论 
 
本文尝试着通过对金融交易中的几个常见例子

的简单介绍,来透视金融工程这门新兴交叉学科

的实证特征和发展趋势.从例子中我们看到,风
险的度量和管理在金融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对

风险概念本身我们迄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完善

的度量办法.即使用最简单的方差风险,优化组

合在实际中仍有严重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回报

这一对最基本的观测量有不对易关系.常用的

pdf 对风险的表示不完全,而相关性的模拟和理

论还处在开始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本
文探讨了对概率概念做适当调整的可能性,以求

借鉴波函数和算符方法统一涵盖风险和相关性,
来辅助对金融市场内在规律的探索. 
 
由于风险反映的是资本和资产的规律,金融工程,
金融学,以至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自然有亲资

本疏人文的特征,这在个人信贷中表现尤其突出,
所以在社会实践中有必要辅之以一定的劳动价

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GEQ 公司在国际金融中心从业多年，拥有雄厚的市

场经验以及最前沿的现代金融技术,主要专长包括量

化投资战略，优化组合，衍生品定价，信用资产证

券化，风险管理，并愿意同国内外金融机构竭诚合

作，提供投资融资监管环境等咨询与培训. 
 

 
朱全民 

西英格兰大学， 布里斯托 
电话: 0117 3282533 

电邮: quan.zhu@uwe.ac.uk
 

 
    在英国从读

书， 协助导师做

研究到教书，指

导助手做研究已

有二十余年 . 我
所学的专业是建

立系统模型 (建
型)，  辩识模型

结构和参数 (辩
识)，  设计自动

控制系统(控制). 
开始的时候只是将所学知识用于解决专业方面

的问题， 或者说就事论事. 逐渐地， 不知不觉

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扩展到生活， 工作， 理
财的方方面面. 最近几年出于讲课， 讲座等需

要， 面临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音， 深入浅出

的对比， 生动有趣的例证来解释自己的专业. 
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讲解方法的挑战， 也是

一次从对必然规律的理解到通用法则的心领神

会. 我认为尽管大家所学的专业不同， 但是我

们所用的研究方法是类似的. 尽管大家所研究

的对象不同， 所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千边万化， 
但它们有很多共性和相似性. 如果把我们的日

常生活也看做一个研究领域， 那么我们所掌握

的研究方法也可用于指导生活实践. 这很可能

将使我们生活的身心健康， 物质满足， 投资

有成 . 下面举一些例子来介绍我所从事的专

业， 以及如何将这些研究方法用于指导生活实

践. 
 
1  系统建型与辩识 
 
首先了解系统与模型的关系， 如图 1 所示， 
系统代表飞非常广泛的因/果(输入/输出)关系. 
模型是对系统的一种定性或定量的描述. 然后

是辩识， 也就是确定代表系统模型的结构与参

数. 最后辩识的模型输出与系统输出之间的差

别(误差)应该尽量小. 在生活中有很多系统建型

与辩识这样有趣的例子. 
 

系统输出 
 
 
 
输入

 
 
 
 

图 1 
 
买房: 在英国长住， 买房是一项必须经过慎重

考虑的生活大事， 也是一项长远的经济投资. 
从系统的角度看， 这个房价模型是随着时间而

变化的， 并且有很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 我们

感兴趣的系统/模型输出是每时每刻的房价， 

系统

模型

辩识误差

-

模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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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试: 找工作几乎是每个成人要面临的一

项人生大事 . 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可事半功

倍， 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理解面试过程， 尽管

还没有一个定量分析的模型， 但是大致的模型

结构还是可以用以下数学方程来表达 

而影响房价的因素(系统/模型输入)可能是按结

利率， 房价增/减率， 房型， 房位， 等等. 大
至的规律可用一个简单的随机差分模型来描述. 
 

 )()1()()( tVtYtRtY +−=
  

 在模型中 )()1()( tbXtaYtY +−=
  
Y(t): 代表现时间(例如今年)的房价 在模型中 
Y(t-1): 代表前一时间(例如去年)的房价  
R(t): 代表房价增 (+) / 减率 (-) Y(t): 代表现时间(面试结束)的综合表现 
V(t): 代表一个综合随机影响包括按结利率， 
房型， 房位， 等等 

Y(t-1): 代表前一时间(面试前)的综合表现， 主
要根据个人简历决定 

 X(t): 代表面试过程的综合表现包括演讲， 回
答问题， 举止， 信心， 等等 模型结构确定后， 要辩识其参数， 在此模型

中， 这个参数是房价增 (+)/减率 (-) R(t). a， b : 代表对相关表现的加权系数 
  
子女教育: 子女教育也是一项必须慎重考虑的

生活大事， 也是一项长远的人材投资. 大致的

子女成长规律也可用一个简单的随机差分模型

来描述. 

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模型结构， 面试者和被面

试者都可制定个自的政策和对策. 这是一个控

制与协调的问题， 留在下节讨论. 
 

 交朋友: 交朋友是人们生活与工作中不可缺少

的另一件大事. 如何理解交朋友过程， 大致的

模型结构可以用以下数学方程来表达 
 )()1()()( tVtYtRtY +−=

 
在模型中  
  )()1()( tbXtaYtY +−=
Y(t): 代表现时间(例如今年)的成长指数  
Y(t-1): 代表前一时间(例如去年)的成长指数 在模型中 
R(t): 代表进步 (+) / 退步 (-) 率  
V(t): 代表一个综合随机影响包括时间投入， 
家长参与， 财力投资， 等等 

Y(t): 代表现时间的综合表现 
Y(t-1): 代表以前的综合表现， 例如根据周围朋

友的评价  
模型结构确定后， 要辩识其参数， 在此模型

中， 这个参数是代表进步 (+) / 退步 (-) R(t) 率. 
从系统的角度看， 尽管变量与参数所代表意义

不同， 这个子女成长模型与房价模型有有很多

共性 (模型结构相同)和相似性(变化规律相似). 

X(t): 代表与你相处的综合表现包扩内在与外在

的表现等等 
a， b : 代表对相关表现的加权系数 
 
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模型结构， 你可大致做出

是否要交朋友的判断. 这是一个控制与协调的

问题， 留在下节讨论. 

 

 
2  控制与协调 
 
 
 
 
 
 
 
 
 

图 2 
 

系统

模型

实际结果 

-

设计目标

控制器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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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 通用的控制系统结构是一个闭环

网络， 基本的工作流程可从测量系统的实际结

果(输出)开始，然后通过反馈与确定的设计目

标(给定值)比较， 如果存在差别(误差)， 那么

将次误差信息传送给控制器， 再由控制器计

算， 输出调整指令， 以此驱动系统向误差减

小方向移动. 这种循环往复的调节原理已成功

地运用到无数社会和自然的系统运作. 从图 2
可以看到模型是设计控制器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上一节例举了几种生活中常见系统模型特

征， 现在谈谈如何将这些控制原理与系统模型

结合起来获得我们的目标 
买房: 基于上述房价模型， 可以看到 房价增 (+) 
/ 减率 (-)R(t)和综合随机影响变量 V(t)(包括按

结利率， 房型， 房位， 等等) 对房价有重要

影响(控制)作用. 作为个体， 对房价增 (+) / 减
率 (-)R(t)的影响(控制)作用是很小的， 因为它

是由集体影响来决定的.  我们个人可以控制综

合随机影响变量 V(t)， 例如选择适合自己的包

括按结利率， 房型， 房位， 等等. 
 
子女教育: 基于上述子女成长模型， 家长参与

教育(控制与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智力投资， 
财力物力投入， 时间参与， 等等， 都是家长

可以考虑的控制与协调的变量. 已有无数成功

的例子. 有些家长是有意识地运用这些模型与

控制的原理， 还有些家长是出于本能来完成这

一过程的. 
 
工作面试: 如果你是一个被面试者， 除了已取

得的成就外， 个人简历和面试是两个重要的变

量. 恰到好处的表达和表现可提高这两项的加

权系数. 如果你是一个面试者， 那么你要决定

这些加权系数. 例如你要招一个以讲课为主的

雇员， 那么面试的加权系数应该定的大一点. 
如果你要招一个以研究为主的雇员， 那么简历

的加权系数应该定的大一点. 
 
交朋友: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你既是面试者

也是被面试者. 建模， 控制与协调比较复杂， 
有很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概念的发挥. 
 
3  结束语 
借此短文写一点自己将专业研究与生活实践结

合的感受. 大多数自然界现象， 机理描述模型

是定量的. 而大多数人为的社会现象， 机理描

述模型是定性的. 尽管如此， 这两个领域的模

型还是有很多共性.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并非

事事都要定量(否则有斤斤计较之嫌?)， 当然

也不是事事都只是定性(又犯了不认真之忌?). 
因此这里讲的模型与控制的原理与应用， 应该

与人与事和谐， 与时共进. 简单地讲， 如果我

们是研究领域专家， 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能力用

我们所掌握的研究方法去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

遇到种种事情， 这可谓事办功倍， 一箭数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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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英国雷丁大学刘科成教授 
 

杜晖 
 
 

 
英国雷丁大学系统

工程学院及商学院教

授，信息科学研究中心

主任，系统工程学院副

院长，英国计算机学会

资深会员，组织符号学

会创始人之一及现任国

际召集人，组织符号学

及信息系统国际研讨会程序委员会主席，国际信

息处理联合会（IFIP）8.1 工作组成员，国际信

息处理联合会 8.1 工作组 2001 年工作会议程序

委员会主席，多本国际期刊以及信息系统前沿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期刊

与系统协同设计”特期特邀编辑，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复旦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所有上述令人尊敬羡

慕的职位和荣誉很难让你将它们与眼前这位中等

身高，脸庞和身材都显削瘦的中年人联系起来。 

刘科成，男，1957 年出

“组织

生于江苏省江阴

市。

科成就树立了热爱学习，崇尚科学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不能一同前往，刚刚升入初中的刘科

人借书来读。读书成为

了他在劳动之余的一种精

神享受。 

。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都有所贡

献的科学家是他从小的理想和愿望。上小学时，

由于勤奋好学，他每次的考试成绩都在班里名列

前茅，但他却从不满足，每次考试之后都要找出

自己在考试中所犯的错误，找出被扣分数的原因

并将其改正。因此，认真严谨也是他始终能够取

得优异学习成绩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1969 年，中央下发了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

锻炼的通知，当时，由于父亲正承担着

成便随母亲和弟妹来到了位于河南汝南，条件比

较艰苦的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为了陪伴年幼

的弟妹就近上学，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上中学的

机会，重读了一年小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

感到沮丧和失望，相反，他却把它看成了是一次

能够使自己得到良好锻炼的机会。通过参加生产

劳动，帮助母亲照顾弟妹，不仅让他对国家，社

会和家庭有了更多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让

他开始学着独立地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和家庭事

务。用他的话说：“早年的这段生活经历让我学

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根本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它们

为我以后的学术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社会财富”。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一有机会，他就

会千方百计地向周围的

1958 年，由于北京化工大学建校的需要，

父亲携全家来到北京。刘科成的家庭是一个典型

的知识分子家庭。爷爷一辈曾出任过刘家峡水电

站的总设计师，姥爷一辈有三人是常州名医，父

亲是一名大学教师，母亲也是一位医生。“科

成”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寓意长大以后能够在科

学上有所成就，贡献国家，服务社会。 

由于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的影响，小时侯的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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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带着对国家，社会和家庭全新认识

的刘科成返回了北京，并恢复了学业。虽然之前

中断了一年学习，但生性要强的他却并没有选择

留级

平此

时的短暂复出，并部分恢复高中给他带来了意外

憾，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和消沉。因

为在他看来，参加生产劳动能够让他从中学到许

作，具体任

务是为在中科院工作的科研人员管理和传送技术

调试完毕。为了既不影响工

，而是选择直接进入了初二。虽然与其他同

学相比，落下了很多功课，少学了很多东西，在

刚回到学校的头两次考试中，别人都已经开始解

一元二次方程，他却连正负数都不知道。但是，

面对困难，他却并没有退缩，也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赶上并最终超过班里

的其他同学。从此，他开始了加班加点地学习，

一方面补学一年级落下的课程，另一方面，又努

力使自己跟上新学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一

学期后，他终于赶上了班里的其他同学，而一年

后，他的学习成绩就又回到了班级前列。 

1972 年，刘科成即将初中毕业。但是，由

于之前国家取消了高中，因此，初中毕业后的他

将再一次面临失学。然而，幸运的是，邓小

的继续读书机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获得了

仅有的 10%名额进入了高中。进入高中后，由于

深知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他在学习上更加勤奋

刻苦，课堂上老师所讲授的知识这时也已经不能

满足他的需要，他开始经常在课余时间寻找一些

课外书籍来读。后来，在一次去打乒乓球的路

上，他无意中走进了中国科技文献情报中心。一

进入中心，他就立刻被这里收藏的大量书籍吸引

住了，看着书架上一册册摆放整齐的图书，他兴

奋得乒乓球也不去打了，甚至忘记了吃晚饭，看

到很晚才回家。因为回家太晚，他还遭到了不明

缘由的父亲的训斥。但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中国

科技文献情报中心阅览室里的常客。在高中学习

的两年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以优异的学习

成绩毕业，然后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但是，天有

不测风云。1974 年，正当他将以优异成绩完成

高中学业，并满怀信心地迎接高考之际，短暂复

出的邓小平却被打倒了，同时，国家又一次取消

了高考，继续进入大学学习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破

灭。 

1974 年，又一次失学的刘科成插队来到了

北京郊区，尽管他确实为没能进入大学多少感到

有些遗

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社会知识和经验。同时，他也

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得到的学习机会。由于工作需

要，父亲有时会从学校拿回一些外文资料，而这

些资料也就成了他周末或者假期回家时学习外语

的读物。它们总是被他翻来覆去地读，实在没有

新鲜东西的时候，甚至连用于包装资料的，印有

外文的信封和包装纸他也不放过。 

1976 年，出于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向往，以

及之前积累的较好外语和文化基础，刘科成在中

国科学院找到了一份机要通信员的工

资料。从开始这份工作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决

心，自己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但是，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事实却始

终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最大障碍。为了能够学到更

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开始经常在工作之余到单

位的图书资料室去读书，查资料，开始了艰苦地

自学历程。两年后，由于工作非常出色，同时，

学习上也有很大进步，他被单位领导调到了计算

机室，开始从事技术工作。而也恰在此时，中科

院开始开办职工科技大学。刘科成多次找到领

导，申请到职工科技大学学习。在向领导承诺，

一定不耽误现有工作的前提下，1978 年，他终

于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在离开学校四年之后实现

了自己的大学梦。 

但是，在职学习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曾经

有一段时间，计算机室刚购买了一批新的计算机

设备，领导限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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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信息科学及地球观测研究

所进修学习的机会。当时，他已经有了一岁的儿

国际信息管理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

Stam

r 教

到新的国

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

的。

又不耽误学习。他白天安装调试机器，晚上

骑自行车四十分钟到教室上课。九点半下课后，

再骑车返回单位继续工作，一直到凌晨。然后，

在单位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第二天接着工作。宝

剑锋从磨砺出，经过他的不懈努力，1982 年，

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从职工科技大学毕业，其毕

业论文不仅被大学评为优秀论文，而且在读期间

所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还被刊登在了当时的《中

国计算机学报》上。 

1985 年，已经在中科院工作近十年的刘科

成，经过积极争取和领导的极力推荐，获得了前

往位于荷兰的国际地理

per 教授将来荷兰 Twente 大学开办信息管

理专业，并正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报着继续学习

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他主动地找到了 Stampe

授，向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教授被这位积极

进取的年轻人所打动，接受了他的请求。从此，

他成为了教授一生中为数不多，并且是最早的两

个博士研究生之一。四年的刻苦学习之后，1993

年，刘科成学成毕业。他不但继承了导师在符号

学领域多年的研究积累，帮助导师发展了符号学

理论，而且，还完成了题为《信息系统工程中的

符号学》的博士论文。不但取得了博士学位，而

且也成为了在信息管理领域符号学研究的领军人

物。在面临毕业后的工作选择时，刘科成婉言谢

绝了导师希望他留在 Twente 大学任教的邀请，

并向导师表达了他的想法，即要到世界上的其他

国家去传播符号学理论。尽管一开始并不希望自

己的得意弟子离去，但是，睿智的导师最终还是

认同了他的想法，并向他推荐了英国

Staffordshire 大学。 

1993 年，刘科成来到了英国 Staffordshire

大学，成为了大学的一名讲师。刚刚来

家开始从事教学工作，遇

子，妻子也在国内工作。不但有对家人的牵挂，

而且，也肩负着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期望。这都让

他感到，如果不能学有所成，将无颜面对领导、

同事和家人。但是，一方面，由于之前坎坷的学

习经历，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英语学习，另一

方面，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教学模式又与中国有很

大差异，这些都给刚刚走出国门的他带来了难以

想象的学习和生活困难。第一门水利资源课考试

他刚刚及格，这在他以往的学习经历中是绝无仅

有的，也第一次让他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感到无

地自容。但是，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也让他有了动

力，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他夜

以继日，刻苦勤奋，终于在一年后，不但克服了

学习和生活上的所有困难，而且还取得了优异成

绩。拿到了回国服务一年后，继续返回国际地理

信息科学及地球观测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荷兰

皇家奖学金。1989 年，在重返国际地理信息科

学及地球观测研究所两年后，他顺利拿到了硕士

学位。 

1989 年，就在刘科成硕士即将毕业，面临

下一步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在

首先，中国的教育模式与英国的教育模式存

在着很大不同。英国教育鼓励教师与学生互动，

学生通常也很主动和活跃，课堂上经常会随机地

向教师提出各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教师则必

须能够随机地进行剖析和解释。另外，当时英国

的教学方式也正处于转变期，学校要求教师上课

时必须使用多媒体。除了教学以外，大学还要求

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在英国，项目申请人在申请

科研项目时必须有三位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推荐

人。而在当时，刘科成对英国的学术界还知之不

多，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他，以及他所从事的研

究也不很了解。为了能够找到申请科研项目所需

要的推荐人，他开始尝试着向领域内的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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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项目申请书，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做

自己的项目申请推荐人，但不巧的是，第一次的

项目申请书就投递到了一位与自己导师有着很大

学术分歧的教授手里，结果收到了这位教授充满

讥讽的评审意见。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

下，凭借着他在攻读硕士以及博士期间所积累的

坚实学术基础和丰富科研经验，同时，加上他的

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三年后，他不但战胜了所

有这些困难，而且还被评为主任讲师（Principal 

Lecturer），又一年后，被评为科研副教授

（Reader），再一年，被评为教授。这种提职速

度，在英国，即使是现在也是非常少见的，而他

也成为了当时英国在信息管理领域仅有的 13

教授，以及大学计算机学院 120 多位教师中仅有

的五位教授之一。除了担任教授的学术职务之

外，他同时还在大学的计算机学院担任研究生部

主任，组织符号学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等行政职

务。 

2002 年，已经在 Staffordshire 大学颇有建

树的刘科成又为自己确定了新的目标，即将自己

在符号

位

学领域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

去，

同事，沟

研究，在学术上

的相

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抱着这样的想

法，2002 年，他接受了 Reading 大学的邀请，

来到了 Reading 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出任信息管理

科学与工程教授，从而成为当时系统工程学院仅

有的五位教授之一。正如他之前所预料的，作为

传统名校的 Reading 大学，由于地处英国硅谷，

因此，在信息管理的科研与教学领域与当地信息

工业界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为了充分利用大学

的传统声望与地理优势，更有效地将自己的科研

成果与当地信息工业界的实际应用紧密联系起

来，同时推动大学教学水平的提高，他一方面积

极与当地包括 Microsoft， Oracle， 

Airinmar，Dytecna 等信息工业界公司的联系，

探讨和开展相互在科研，教学与应用领域的合

作，另一方面，他又找到学院的领导和

通思想，交换意见，提出并开设了兼顾学术理论

与工业界实际需求的新课程。 

随着刘科成在 Reading 大学系统工程学院科

研与教学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他又发现：大

学的教师通常都是在独立地开展

互沟通和交流很少，互相不了解对方的学术

专长，团队合作少。这不但使教师不能在学术上

相互促进，而且还造成了高水平科研课题申请困

难，跨学科，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2004 年，他开始发起并创办信

息科学研究中心，他为中心确立的目标是：充分

利用大学所具有的专长和竞争力承担来自英国政

府和欧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针对英国以及国际

工业界和市场的需要提供研究生课程；实现从学

术界到工业界的知识传播与转换，为世界经济做

出贡献。虽然愿望良好，但在当时，不仅在学

院，即使是在学校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为

了实现创建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目标，他不断地

与学校和学院的领导，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

沟通协调，并着手草拟各项相关政策和机制。最

终，他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学校，学院，以及各级

相关职能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经过近三年的不断

建设和发展，如今，他所创办的信息科学研究中

心已经成为拥有 400 平米面积，三十余位全职研

究和工作人员以及博士研究生，横跨生物科学，

经济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健康管

理以及建筑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机

构。自中心成立以来，已经承担的来自英国政府

和欧盟的科研项目经费多达 300 万英镑，其中，

由他本人直接负责的科研经费就多达 100 万英

镑。招收的来自英国，德国，葡萄牙，乌干达，

阿联酋，泰国，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的博士研究生 30 余人，已经学成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中国

19                                                                              http://www.cbtta.org.uk/ 



学人风采                                                                                              中英科技贸易协会会刊总第 2 期，2007 年 8 月 

的信息管理学术及工业界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经过中心的不懈努力，Reading 大学与北京

理工大学合作开办信息管理科学研究生班项目已

于 2006 年 9 月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批准，并开

始正式招生。在知识传播与转换方面，中心不仅

已经为包括 National Policing Improvement 

Agency，Thames Water，以及 Mars 在内的英国

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相关的管理及技术培训，而

且，也为包括中国开发银行，中国科学院研

院，中国大学校长访问团，以及中国大学软件学

院领导访问团提供了相关的管理及技术培训。目

前，中心也是中英科技贸易协会指定委托培训机

构。2006 年，为了更好地实现技术与商业相结

合，从而创造更大经济价值的目标，在他的积极

争取和努力下，中心完成了从系统工程学院向商

学院的转换，他同时也出任了商学院教授。 

谈到今后的发展目标，刘科成充满激情地

说：“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将是我

 

究生

今

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为中心确立的长期发

学者，能够在他

今后

学者在英国雷丁大学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

以下照片为盛湘渝文章 风中之树 配图） 

 

 

 

展目标是：将它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信息科学研

究中心；要吸引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中心来工

作；要培养世界一流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让信

息更有效地参与到社会和企业的管理中去，从而

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即，让我们衷心地祝愿这

位始终怀着一颗积极进取之心的

的不懈求知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作者：杜晖博士，北京交通大学讲师，目前作为访

问

工作。 

 
（

 

秋意满树 

夕阳光晕下的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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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谦 

 

    来到苏格兰，

不管您是否是一位

品酒的爱好者，一

定不能错过远近闻

名的苏格兰威斯

忌。位于爱丁堡城

堡旁的苏格兰威斯

忌中心就可以带您

一探它的究竟。 

 
采访：朱丽 翠微

森 亨特 
            苏格兰威士忌中心经理 

“在这个苏格兰威斯忌中心，人们总是感兴趣

于所有关于苏格兰威斯忌的文化和它的历史。

当然我们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威斯忌来给游客们

品尝，相信他们会非常喜欢。但是这里关于威

斯忌的还远远不止于这些，苏格兰制造威斯忌

的历史到现在为止已经大约有六百年了，这确

实可以说是一段非常久的时间了，而且可能比

这个估计的时间还要长” 

 

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酒您是否觉得有些眼花缭

乱了呢。没关系，在这个博物馆里，一位生活

在几百年前的酿酒厂老板将出现在您的面前，

并且以时空隧道的方式带着您进行一次威斯忌

之旅。在这之中他会向您介绍威斯忌的历史由

来，制作过程，当然您还能免费品尝到纯正的

苏格兰威斯忌。而关于这个酿酒厂老板还有这

样一个传说。 

 

采访：朱丽 翠微森亨特 
                 苏格兰威士忌中心 经理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是在去年

发生的。在北方人们常常告诉去到访的游客，

那里有一个酿酒厂的创始人，他的灵魂依然存

在于他的酒厂里。所以每当当地人干活的时

候，他们每天都会为这个老板倒一杯威斯忌。 

虽然这些都是当地的人说给游客听的，他们并

不相信真的有这样一个鬼魂存在。有一天晚上

他们想要还原这个传说， 于是他们决定把酿

酒厂装饰成原来的样子，让游客们呆在黑漆漆

的酒厂中。有人装扮成酒厂老板，也就是那个

创始人的样子，穿着 300 年前老式的服装，在

某一个时刻，当游客们经过一幢古老的房子时 

他们就能看到有一个人影，拿着蜡烛，站在窗

前。事实上，当他们经过时真的看到了这个创

始人的样子，而不是那个假扮的人”  
 

威斯忌这个名字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思是

生命之水。大概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威斯忌是

从何时起源的。有文献记载，在 1494 年，天

主教修士约翰•柯尔，在当时英王詹姆斯四世

的要求下，采购了八箱麦芽作为原料制造出了

威斯忌。威斯忌的生产地区主要分布在四个地

区，苏格兰低地、高地、坎贝尔镇和艾拉岛，

其中高地的斯佩塞地区是苏格兰威斯忌最著名

的产区。传说这是因为当时苏格兰低地的酒厂

地址明显，很难躲避税收官的检查。为了降低

制酒的成本只能在生产中偷工减料，由此低地

的酒厂落下了一个坏名声。而相反的，高低的

酒厂因为易于藏匿，因此酒厂林立，其酿造技

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酿造威斯忌的技

术在苏格兰依然以家族的形式存在着。 

 
采访：朱丽 翠微森亨特 
            苏格兰威士忌中心 经理 

在苏格兰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

果你真的去了解一下苏格兰的酿酒厂，你会发

现很多在这些酿酒厂工作的人，他们即使也在

一些很大的企业上班，可是这对他们来说仍然

是一项家族的事业。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个家

族在从事酿酒业，从祖父、父亲到儿子、女

儿、亲戚，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到这里来  

 

接下来最兴奋的时刻就是品尝时间了。拿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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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纯正的威斯忌时，是一定不能像梁山好汉般

一饮而尽的。 

采访：朱丽 翠微森亨特 
            苏格兰威士忌中心 经理 

  
苏格兰威斯忌中心今年，也就是 2005 年，将

为游客提供普通话的服务，所以来自中国的游

客们在参观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属于他们自己的

语言了。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中国的游客们，也

很愿意为他们提供普通话的导游服务，以便他

们尽量多得了解苏格兰威斯忌。 

解说员: 
 

接下来摇晃你杯子里的威斯忌，你就可以看到

威斯忌的脚了。这是酒滴沿着杯子留下来的，

如果有很多酒滴留在杯子的边缘，而且下滑地

比较快的话，那这种就是存储年限较短的酒。

如果酒滴留下来得不多，而且他们又短又粗，

下滑地很慢的话，那它就是陈年老酒了。 

 

 

无论您是一个旅游者，还是一个爱酒之人，抑

或是一个文化的追随者，如此旖旎的风光， 

如此醇香的美酒，如此浓郁的文化，如此盛情

的邀请，都能成为你驻足的理由。说不定，你

也能像宋代的晏殊那样，一曲新词酒一杯，冒

出创作的灵感， 在这异域风情中自醉了。 

现在这个看起来是年份比较短的酒，你可以看

到有很多很多的酒滴沿着杯子留下来。接下来

我们来闻一下它，请大家把嘴微微张开，这样

可以让酒的香气进来，充满你的嘴。这闻起来

是一种比较甜的酒，而且有些果酒的味道，你

可以闻到苹果和香蕉的味道。 

  

 接下来你们可以品尝一下它了，可惜的是我不

能加入你们的行列了。否则的话我就得一天喝

很多的酒，该喝醉了。干杯吧！ 

（此文为凤凰卫视欧洲台《欧洲印象》栏目已

拍摄脚本）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游客能够了解苏格兰威斯

忌，这个博物馆还将开设普通话的导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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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律律律】】】送送送非非非杨杨杨兄兄兄之之之香香香港港港   
 

吴斌 

    昨天收到揭兄自香港来的电邮和电话，很

久没有联系了。声音没有变，感情更没有变。

他还透露，又要当爹了。为他高兴。特翻出旧

诗，登于此。(摘自我的诗文集《海外篇》) 

 

【七律】送非杨兄之香港 

 

非杨兄（名揭春雨）学就即港。初识兄以诗

文，感其才。后客宿寒舍，晨夕相处，其长厚

质朴，霁月光风，益斌甚多。初识时曾戏言一

句“今生有幸识春雨”。此别离在即，遂完其诗

以赠。 

 

弃辖衡门秋复回，【１】 

余樽再使共君开。 

今生有幸识春雨，【２】 

故日凌虚感旧台。【３】 

天上几曾酬倦旅， 

人间何处不留才？ 

者番咏得香江水， 

寄与浮云万里来 。【４】 

 

注： 

【１】汉陈遵会宾客，曾闭门将客人的车辖投

到井里，留客之心可见（出自《汉书@陈遵

传》）；《诗经＠衡门》有“衡门之下，可以

栖迟”。衡门，借指陋室；至离日，兄客居已

期年。 

【２】杜甫《秋述》言：“秋，……多雨……

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

以“新雨”“旧雨”代新知旧交。 

【３】海外经历，冷暖自知。听非杨兄述求学

历程，总想起苏轼《凌虚台记》：“物之废兴

成毁，不可得而知……相寻于无穷”，及至“盖

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４】此去合家团聚，天伦之乐，事业有成。

小弟当万里之外，以待佳作。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英国） 

 

这首诗后曾被国内外多家杂志转载过，前不久

还得了个网络奖，见 (也给他们作个广告) 

‘《诗词歌赋》第二届原创文学作品大赛评比

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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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斌 

 

    从去年十一月起，在伦敦的皇家艺术博物

馆（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题为“盛世华

章”（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 - 

1795）的大型展览，展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

－大清王朝康雍乾三朝盛世期间的有关数百件

国宝级的物品，通过丰富的展品、翔实的史

料，向观众展示了那历时１３０余年间，中国

在政治、宗教、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领

域，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十一月

初，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和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共同为展览

的开幕剪彩，并一同参观了展览。今天是展览

的最后一天。 

今年初，我们专门去伦敦，看了这个展览。在

买票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下，看一遍大概用

多少时间，被告知要一个半小时。正值午后，

又离中国城比较近，我们就先去吃了顿饭，没

想到犯了个错误。再回来，竟花了三个小时还

没有看完，最后展览收场，我是被工作人员再

三要求给“请”了出去。好在，在我的恳求下，

工作人员网开一面，让我进到 shop 里买了本

儿展览和展品的介绍图册（很厚一本，价 30

英镑），还算有点儿安慰。 

我对每一个展品和其详细英文介绍都仔细观

看。绝大多数展品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很

多是从未向外界展示过的，难怪我在北京都没

见过。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展

览。感受良多，有许多收获，以后有时间再详

细介绍。这里只说一个感受和一个趣闻。 

一个感受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如此巨幅的宫

廷画卷。中国的宫廷画，或者说带有西方绘画

技巧的中国宫廷画，其发展本来就为时不久，

画家也就那么几个，比如朗世宁、王志诚、徐

杨等，作品也不多，基本上集中在康雍乾三

朝。因而外人见到的也不多。这次，我看到遮

住展厅半壁的巨幅人物事件画，和展台玻璃内

长几十米但尚未完全展开的宫廷画卷，实感开

了眼界。而且画法融合了中西方的特色，非常

有意思，比如人物形态逼真细腻，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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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段辉煌，在后来的船坚炮利的侵扰

下，早已离我们远去了。明天展览也要结束

了。我们的下一个“盛世华章”什么时候开始

呢？ 

是西方的特色，而众多人物中，皇帝的形态则

比其它人物大一号，却是中国的特色。 

一个趣闻是，我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和大水法的

图画下，看到一段英文解释，其中一句说：

“┉┉which is the last view of ... before it was 

burned down by French and English in 

1860┉┉”。我看了以后，不禁莞尔。在英国

展览，他们有意把自己放到法国人之后。如果

到法国展，法国人大概也会把英国人放前面

吧？不光彩的事，现在谁都往后躲了。 

另外，我还发现对有一些展品的翻译的错误和

解释的不正确等等。 

总的来说，办这个展览，筹备上，肯定花了不

少时间。感谢主办单位，为我们再现了中国封

建王朝中，版图最大、国祚最长、盛世最久、

综合国力最强的一个王朝的辉煌时代。 

 

 
曾飚 

 

    2005 年 9 月，我去都柏林。飞越大西洋的

飞机上，我不停地在翻看孤星系列中《都柏

林》分册，其中反复地提到爱尔兰人的文学成

就和说话风趣的特点，以至于我都觉得自己一

下飞机，所有碰到的爱尔兰人都会和我不停说

笑话，逗我开心。在都柏林的一个星期里，我

每天都去一家不同的书店，几乎都会发现有专

门的架子介绍爱尔兰，尤其是爱尔兰人的国民

性，简而言之，苦中作乐。  

仔细想想，在英国的书店里，你也总是能够找

到一个专门介绍英国的书架，甚至在每个城镇

都会有一些介绍自己历史，人物书籍和相册，

我把它视为一种地方志传统，其中对英国国民

性 Englishness 的分析占了很大的比例。看来

关心自己，是每个民族不能够免俗的趣味所

在。  

《观察英国：英国人行为的潜规则》是

2005 年英国本土畅销的通俗学术作品之一。本

书的作者 Kate Fox 博士长期从事社会考古学

研究，运用个案观察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有效

地防止了过于偏颇的批判或者盲目的夸大。同

样是观察分析国民性的事情，角度和方法的不

同，也常常能够折射出作者的价值观和心态。

五四以来，“国民性”概念舶来中国，积弱积

25                                                                              http://www.cbtta.org.uk/ 



文学沙龙                                                                                              中英科技贸易协会会刊总第 2 期，2007 年 8 月 

贫的大环境，导致了中国知识阶层更多地着眼

于批判自己民族的劣根性，针砭人心，奋发图

强，时至今日，近乎偏执的矫枉过正，下猛药

式的批判依然是一种潮流。  

然而同样是讲潜规则（Hidden Rules），

《观察英国》即使是深夜一路读下来，也不会

心惊肉跳，看不到鲁迅先生笔下狂人眼中的

“仁义道德”字里行间的“吃人”，也没有吴

思先生的《潜规则》对轰轰烈烈的中国历史和

尔虞我诈的社会交往背后那套阴郁城府的洞

察，也许更多是反映了作者作为英国人所体现

的英国性的之一：自我嘲讽。  

学术，却并不学术腔，这是 Kate Fox 的

文笔魅力。在开篇的序言中，她自我嘲讽自己

早上 11 点跑到酒吧喝杯白兰地，一个是犒劳

自己，为了观察英国人在碰了陌生人后说对不

起的人次，自己已经撞了一个上午的行人，精

疲力竭；其次是壮胆，因为接下去要干一件更

加罪恶的事情，回到火车站去插队，看看英国

人的反应如何。插队？按照 Kate 的研究，这

是严重违反英国社会潜规则的行径，几乎是令

人发指的罪恶，在英国什么都需要排队，这算

是英国性的国粹“费尔泼赖”一个表现。但是

除了在酒吧。在酒吧，酒客都是挤到柜台，伙

计凭着自己的记忆，给各个人在脑子里已经排

好了号。  

酒吧是英国社会的缩影。在英国，酒吧常

常是一个社区社交的公共场所，无论乡村还是

城市，周末时分附近居民聚到一起聊天开玩

笑，喝酒侃大山的地方。可以这么说，英国的

酒吧就是中国成都的茶馆，广州的茶楼。整个

英格兰大约有超过 50，000 家的酒吧，四分之

三的英国成年人是自己社区酒吧的常客，按照

他们说法，那是“我的酒吧”，自己的第二个

家。我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快 20 年的朋友，成

家立业，娶妻生子，骨子里还是喜欢曲艺，中

国趣味，一次喝酒的时候，也禁不住对我说，

待了这么久，也慢慢体会到我的酒吧的滋味

了。  

Kate 对酒吧的钟情，有了大量的篇幅介

绍。作者通过观察研究，提出了三个跨文化的

规律，第一，在任何一个文化中，任何喝酒饮

茶的地方，都是有着自己规则的特定区域；第

二，任何喝酒饮茶的地方，都是社会成分混

杂，与外面世界的运行规则不同；第三，喝酒

饮茶的首要功能是促进交流。醉酒就是一种比

较夸张的交流方式。按照作者的说法，酒精对

个人行为的影响，是受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影

响，而不是化学作用。在英国，醉酒是与反社

会行为相联系，相反在地中海或者拉丁文化

中，醉酒常常意味着是交流的和谐。在英国，

过于沉默的传统和强大的社会规范下，醉酒成

为一个发泄内心阴暗面的有效方式，通过耍酒

疯形式表现出自己的强大一面。最有趣的 2006

年新年第一件大新闻就是英国第三大党自民党

党魁查理斯，迫于党内压力，承认自己长期酗

酒，是个酒精依赖者，结果两天后宣布辞职。  

《观察英国》能够在 2005 年的英国，引

起关注，也许和这个岛国日益强调自己的“多

元文化”潮流有关。首先大量旅居英国的外国

人是该书的热心读者，比如我。其次在保守人

士的眼中，“英国性”正在越来越多的移民，

旅游，教育市场化和国际贸易的冲刷下，逐渐

失去了往日耀眼的光彩，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以至于极端敏感，郁郁寡欢。以极端保守的不

列颠民族党为例，他们一个典型的姿态就是攥

着一个英镑，大喊 Pound，Pound。77 伦敦地

铁爆炸之后，某保守党议员也对穆斯林喊出

了：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滚出去。  

这样的心态，也许能够为作者总结的英国

性的核心性格作注脚：社交紧张（Social 

Dis-ease）。Kate 通过观察总结到，这是一种

英国人普遍的失调症状，类似于临床上自闭症

和社会性应激反应的综合。当英国人碰到不如

意的社会情境，要么过度礼貌，保持沉默，极

度保守，要么就是野蛮粗鲁，大喊大叫，诉诸

暴力，前者是著名的“英国式保守”，后者是

臭名昭著的“英国流氓”。而治疗这一切的药

方就是：酒吧，谈论天气，游戏，宠物，乡

村，家庭……  

关于这本书，32 开，400 多页一口气读完，也

就一两天。全书就分成两章，内容分成言语分

析和行为分析两部分，很多细节值得咂摸。如

果回到书名的“潜规则”本身，我想翻译成中

文，也许会有点让读者稍稍有些失望，没有厚

黑，看不到可以用于改造国民性的指导，多少

是有些书斋里的琐谈而已。不过正是这样的

潜，慢悠悠的心情，也许能够更加把自己看得

清楚一些。  

（《观察英国：英国人行为的潜规则》

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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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 
 

     如果喝茶也是一种泡吧，我的经历分成三

段：家乡，北京和布里斯托。 也是小时候茶馆和鼓词的经历多了，那时候我

看起来有些老成，如果不是高考，我想自己一

定会在家乡安安静静地一直老成下去，而且很

享受。以后的生活状态变化，好似南方的笋。

等到我跑到北京之后，外面的一层老壳被剥下

之后，性格中更嫩更新鲜的一面，就展现出

来，加上年少的无拘无束，以至于有些不羁的

感觉。 

 
童年茶馆 
 
老家在南方，小城中一座山，叫做西砚山，普

通人不知道这么文雅的名字，直呼其“西

山”。山上有座“四贤亭”，小孩子不知道这

名字的由来，加上方言读若“死泥停”，颇有

些暮气。的确，这里的访客都是老人家，聚在

一起喝茶、下棋、听鼓词。偶尔迸发出来的童

声，那就是跟着爷爷上山的小孙子，小孙女。 

 
第一年被送到了北京附近的昌平县，校园叫昌

平园，为的是照顾燕园这个“园”字系列。这

个校园，是当年要搞东方莫斯科大学圈的，地

圈了，人却走了。等到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号

称是北大分校。 

 
我也在其中。 
 
鼓词是老家的一绝，温州话很多小的分支，只

有瑞安话唱出来的鼓词，字正腔圆，最为悦

耳。这个与瑞安话的音韵有关。鼓词我爱听，

那些唱鼓的人脸都是肥圆的利害，有点像歌手

孙楠或者韩红。我坐在台下，常有上去揪一把

或者打一巴掌那闪亮的肥脸的冲动，可能是小

孩子恶之本能的表现。 

 
第一年实在安静得很，荒园里面什么都没有。 
 
即使酒想喝好点，我也是每次周末跑到昌平县

城，在北方的小饭馆里，门口的风被透明塑胶

的门帘挡住了，屋里热气腾腾，桌上摆着糖

蒜，混着小二和普京，外加醋溜土豆丝、京酱

肉丝、孜然羊肉等家常菜。  
 然而嵌在我脑子里的，还是那亭里悬挂着四贤

的肖像。肖像下面石条凳上，常常独坐着一个

或几个老头，左手搭在手杖柄上，右手抓住手

杖，一直滞看着亭外，一看就是一下午。 

想不到，第二年，军训又回在昌平。埃了一星

期，我实在受不了军队食堂的饭菜，把自己的

眼镜给弄坏了，请假外出修眼镜。我凭着一点

记忆，又跑到昌平县城，大吃了一顿烤肉，喝

足了啤酒。 
 
亭外是买橄榄的挑子，卖瓜子、灯盏糕、绿甘

蔗、甜蔗的推车。当我注视这些过久，开始流

口水时，突然一铸沸水高冲到茶壶，热气升

起，就模糊掉了眼前的一切。 

 
1996 年的北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酒吧出现了。

 
这差不多就是我最初的茶馆回忆，姑且是泡吧

的开始。 
 
少年酒吧 
 
二十多年前没什么酒吧，即使在九十年代中

期，我们只有卡拉 OK，没有酒吧。我曾果断

地向朋友预测，1996 年家乡将会出现酒吧，而

且很赚钱，要不我们也开一家？事实确实如

此，我猜对了，却没有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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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南墙和五道口，出现了很多酒吧。五道口

老外多，而学校南墙的霸比龙，生意也巨火，

我记得啤酒好像是 15 块一小扎。不过，霸比

龙张扬的舶来“酒吧”形象，永远遭到对面胡

同小饭馆 15 块钱一大盘本土孜然羊肉的挑

战。 
 
同学之间有什么话，不能放在中国饭桌上讲，

非要跑到背景音乐嘈杂的酒吧喊呢？ 
 
后来有位高中同学暑假来看我，都是在无所事

事的夏天。我带他去罗杰斯玩，那个美国风味

的连锁餐厅，颇有点高档意味，坐在临街的大

玻璃前，我们喝酒吃牛排。现在俨然中层干部

的他，还常常说起说来，那时候去这样的酒

吧，还是有些不同的。 
 
是啊，贵，不划算是我对酒吧潜意识的看法。

然而，尝鲜的念头，又会让自己好似眼下“5
日欧洲 6 国游”一样的，每个酒吧都坐上一

坐。 
 
1999 年前后，三里屯已经名声渐起了。我也去

过几次，但是因为我出门不太认路，常常打

的，来回交通费常常花去不少钱，很是不值。

另外，我的确很不喜欢那个地方，酒贵，人也

杂，似乎都还鼓吹着自己洋背景和坎坷故事，

路上碰到人追着要你给身边的女孩子买花，洋

得有些太中国。 
 
我看一个报道，据说一家酒吧老板是个早期海

龟，文章特别介绍，他总是给客人一个热情的

拥抱，还说在国外都这样，咱们中国人也习惯

习惯。就是这个“拥抱”的噱头，让自己陡然

有了一种极其腻味的感觉：都是“兄弟我在外

国”的故事，没几个人在真正喝酒。 
 
还有后海。2003 年离开北京的时候，后海已经

火得不得了了。之前，后海偶尔在《精品购物

指南》、《找乐》这样的都市攻略指南中出现

一点，还算是一个有些生涩新手，想炒作自

己，太张扬，脸还会红一把。到了 2003 年，

后海已经文化符号了，以至小北京、非北京、

捞北京、漂北京、耗北京、留北京的人都会出

来说几句，唯独听不到的，就是后海老北京的

声音。 
 
布里斯托小酒馆 
 
很偶然的原因让我来到了布里斯托。这是英国

历史上大城市之一，18 世纪的黑奴和烟草贸易

非常发达，现在也是一个重要城市，很多伦敦

人爱这里买房产，颇有些老派的有钱人遗风，

酒吧非常普及。 
 
我在布里斯托看国内博客，有位叫大仙博主常

常谈洋酒和酒吧。有时候，按照他的文字，我

到了酒吧会对比着喝。他说的也不全对，常常

高估了酒的文化意义，对我，只是不错的饮

料。 
 
英国的 club 和 pub 分得比较清楚，前者像娱乐

场所，可能叫“夜总会”或者香港人说的“夜

店”，后者有点类似国内的茶馆。两种地方，

我去的比较多，而且酒吧本来是英国人生活自

然习惯，省去了国内的做作和模仿味道，我终

于可以坐下来喝酒了。 
 
第一年爱去 club，同学去，我就随着去，还可

以跳舞。这里的酒类都比较有限，非什么特

点，瓶装啤酒国际牌子多，比如百威、喜力、

虎牌，其他就是简单的威士忌、劲酒

（gin）、vodka，都是大路货，也没什么有特

点的鸡尾酒，有时候随便兑点可乐或雪碧。这

让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国内有品位人士常常讥

讽中国人拿雪碧兑威士忌的风尚，颇有点喝酒

也要看出文化底蕴的意思。 
也许与我去的都是很普通的 club 有关，没见过

大场面，据说伦敦高等的 club，一个 shot 的威

士忌 275 镑。这样的价格是不是算有一种文

化。 
 
后来我就爱去 pub 了，因为觉得跳舞没有意思

了。Pub 几乎在英国的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一

家，好似国内居民区的聚会场所，比如《东北

一家人》中的“达达杀猪菜馆”。我曾经租住

的隔壁是家叫 Red Lion 的 pub，每个周末都是

这条街上的邻居。有一次我十点半的时候，想

喝酒，超市太远，踌躇了半天冲到隔壁买了一

品脱，盛到自己的杯子里带回家来喝。因为 11
点 pub 就打烊了。 
 
除了这样的公共“小酒馆”，也有一些更加大

众一点的，在闹市间。不管怎么样，中午吃个

不贵的午餐，加上半品脱 Ale，休息到两点回

到实验室，感觉挺不错的。如果约上人，谈谈

事情，气氛更加轻松一些。 
 
在这样的气氛中，我慢慢体会着不同的 ale 好
处。Ale 是英国本地啤酒，酿制过程与欧洲大

陆不同（欧洲大陆啤酒就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啤

酒口味，但是德国、比利时啤酒很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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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关键差别是英国 15 世纪前没有 hop
（蛇麻草），Ale 采用麦芽快速发酵而成，发

酵程度比欧洲大陆的啤酒要透，后来从荷兰输

入了 hop，进行调味，不同的 ale 常常有不同

的调味植物。 

当一场酒过去了很久，也许让你回忆起来的线

索更多，因为任何一点点下酒菜都会提醒你某

次喝过场景。Ale 没有下酒菜，它有的是黄色

的灯光、突然迸发出来的欢笑，地毯特有的气

味。 
  
这也许是衰老的表现，因为那些童年的“茶

吧”，不需要什么背景的添加，甚至都不用喝

茶，只要透过那一阵沸水的雾气，仿佛一切都

回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些调味植物的缘故，我喝起来感

觉 Ale 好像小时候喝过的凉茶。那时候，夏天

老家很多地方，特别是交叉路口放上一个大茶

桶，旁边放着杯子，过路人骄阳下走的渴了，

可以免费喝，有什么夏枯草、板蓝根之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Ale 好似茶。  

也是这对 Ale 莫名的口感，让我分外喜欢 pub
的氛围，一个人或者约几个朋友，在 pub 里面

喝酒聊天，常常成为对周末，特别是周日下午

的一种渴望。 

 

 
因为酒量的关系，我不是那种特别能“干拉”

的人。大多数酒，有酒菜才可以多喝，比如黄

酒需要油豆腐、大闸蟹，啤酒需要酱牛肉，或

者现在的葡萄酒可以带上橄榄、奶酪、火腿

片。只有 pub 的 Ale 比较的清爽，度数一般在

4 度左右，没有下酒菜之虞。 
 

  

 
盛湘渝 

 
 
    剑河上的 PUNTING 历来是个受人喜爱的

活动。友人从国内来，于是去荡舟。有人说如

果到了剑桥，不去剑河撑船，那就不算来了剑

桥，好象我们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似的。在这里

呆久了，有点象个本地人显宝的样子，剑河一

定非要拉去感受一番，要不然主人心里都觉得

遗憾。 
 
剑河 (RIVER CAM)，可能是我心里最秀美的

一条水，她决不可和中国的大江大河相提并

论。我觉得，把她称为一条水，比一条河更恰

当。她就是一条千百年守候不变的水，守候着

河岸几百年的古老砖石，几百年依旧妩媚的杨

柳，岸边的水鸭和天鹅。守候着智慧，灵气，

先人的魂魄，阳光，月光，雨露和风霜。  仿
佛有圣灵的宠爱，她走过地老天荒，却依然清

澈见底，幽静婉转。如果说她是一块美玉，浸

过时间的润泽，她通体透亮，晶莹剔透。初秋

的剑河，沉静中不失俏皮，她安然的笑容，迷

人而富有魔力。 
  
就这样上了扁舟。坐在水中，我再次打量熟悉

的两岸，风景依旧如画，我什么也不想说，只

是随舟漂流，品味人在水中行的微妙滋味。流

动的水，流动的舟，流动的河岸，流动的心。

这时候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想。几年

前去过美国的康桥，麻省理工和哈佛的校园也

有它的漂亮，那是一个比小小的剑桥大许多的

城市，但是没有剑桥摄人心魄的魅力。历史的

沉淀，你看不到，却可以触摸到。 
 
在这条水路里游走，直至天色渐暗。华灯初

上，岸边的酒吧透着温馨的光芒。人们享受着

生活的点滴，谈笑风生。远处有星星的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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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的剑河笼罩着一层神秘，扁舟也渐渐稀

少。剑河上一座座桥与日光中的倩影大不相

同。它们肃穆而暗影浮动。这条水的风渐渐含

着凉意，毕竟入了秋。一轮明月，皎洁地爬上

枝头。潺潺的水声清晰可闻，象幽幽地咏叹着

的小夜曲。 
 
收了扁舟，回眸再望剑河水，水面波光粼粼。

夜剑河，缎子一般柔滑的水，秋意盈盈，含情

脉脉。 

 
杨柳依依隔秋水 

 

 
克莱尔桥 (CLAR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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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湘渝 

 

 

在生存的过程中，植物比动物少受磨难吗？动

物又比人物少些伤痛吗？如果是这样，在我告

别世界的时候，我想变成一棵树。不用冰冷的

墓碑，只是在埋葬我的地方种一棵树，可以在

树上挂一个小牌，写着我的名字，或者什么也

不写。我会化归泥土，哺育这棵树，而生者对

我最好的纪念(不纪念也没关系)，就是照顾好

这棵树，我的生命将以另一种形态延续。如果

许多人这样，大片的荒山野岭还可以被绿树覆

盖，岂不一举两得。 

    可能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树，有多少树就有

多少人。随处可见的树，千姿百态的树，象落

入视线的芸芸众生，有几棵可以让你记住，印

象深刻呢？ 
  
记得见过的最大一棵树是在五月的 ELY，不经

意发现的通幽处，有一棵硕大无比的绿树。当

时有点呆住了，仔细阅读了树前的说明，上面

写着："The Tree Council in Celeb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has designated THE LONDON PLANE Of ElY 
one of Fifty Great British Trees in recognition of 
its place in the National Heritage ， June 2002， 
supported by National Grid."  原来这棵数叫 
THE LONDON PLANE，在当今女王 50 周年

登基庆典时被命名为英国五十大树之一。另有

一块牌子写着：" The London Plane， 
Plattanusacerifolia， planted late 17th Century， 
considered the finest plane tree in Britain， 114ft. 
High 26ft. Girth"。 它已经至少三百多岁了， 
高有 114ft (约 38 米)， 腰围 26ft (约 8.7 米)。
大树茂密非常， 神采奕奕。 

  
变幻无穷的风景，就在树下。风过的时候，树

叶颤动着幽幽的回声。大树什么也不说，它微

笑着， 它的回声，引起轻轻的共鸣， 远远在

风中荡漾开去...... 
 

  
最熟悉的该是我的后花园的李子树，每年都可

以吃到它好多果子。今年在外的日子多，一个

雨后的周末，才忽然发现满树紫红色的果已经

压满枝头。而门前的李子树，金黄色的果实早

落了一地。 
  
在 BOA 路过时也看到三棵大树，紧紧挨着，

对面的酒吧， 就叫" The Old Ham Tree"，以大

树命名的。最近看到有着秋意的树，橙黄的色

泽，还有夕阳光晕下的静静的树丛。一只小松

鼠欢快的跳来跳去，在树林里自由穿梭。如果

象树一样的无语，无悲无喜，却能参天悟地，

该是一番造化吧。 

 

果实累累李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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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大树 

 

 

 
ELY 的大树， 见过的最大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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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升 

 

    早晨 5:50，

我走出家门。初

冬的英格兰略有

寒意，我把脖子

缩进衣领，一头

钻进车里。 

 

今天又是一个例行的法国之行。我所在的公司

是一家跨国公司，由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

国组成，所以职员在这四国之间的旅行成了家

常便饭。去得最多的国家是法国，因为公司的

总部在那里。为此公司特别开通了专线飞机，

每天一个往返从英国的布里斯托飞法国的图鲁

兹。另外还有同样的专线由德国汉堡飞图鲁

兹，由布里斯托飞汉堡，等等。我工作中最发

怵的就是这出差的活儿。原因有三。第一，我

怕早起 （晚睡晚起是我们全家屡禁不改的恶

习）。而我们飞图鲁兹的飞机是 5：30 至 6：

15 检票，我必须 5 点钟起床。第二，我神经衰

弱，第二天起大早属心中有事，整夜都睡不安

稳，需要两片“安定”压阵。第三，我怕坐飞

机。倒不是怕飞机出毛病，也不怕恐怖分子

（这些事有人担心）我怕的是我自己出毛病如

心脏病发作，在天上急了下不来。 尽管医生

说我心脏没大毛病 (小毛病确实有，心悸)，

我还是自己吓唬自己，每次坐飞机都一手冷

汗，呼吸急促，心脏乱跳。有了这三怕，每次

出差我都像是过鬼门关。但令人无奈的是我的

工作每一，二周就得飞一次。与往常一样，当

我的车开进公司内部的机场，手心就已经开始

冒汗啦！ 

 

机场的检票厅不大，等待检票的队排到门外。

我排在队尾，与熟悉的同事打招呼问早安，紧

张的心情略有减缓。这时我发现前面队中不远

处站着公司英国区总裁。这主儿是公司在英国

的头一号人物，手下掌管着万把人，今儿也跟

我们普通职员一样在瑟瑟寒风中拎着包耐心地

排队。这让我想到若是在国内，象他这种职位

的人，肯定是小轿车直接给送到舷梯下面，前

呼后拥上飞机。而这位老总，同我们一起排队

坐大轿子车到停机场登机。唯一的特殊待遇是

他每次都被安排在第一排座位，服务优先，下

飞机时优先。 

 

我们的这个专线飞行业务包给了一家瑞士的航

空公司，飞机是一架崭新的空客 A319，能坐一

百多人，全部舱位都是公务舱，十分舒适。遗

憾的是这家公司的空姐大部分是“空中大

嫂”，甚至还有年过半百的“空中阿婆”。 

据说有些航空公司有意用这些成熟女性做乘务

员，给人以可靠，安全之感。然而今天给我送

擦脸巾的这位非但没有安全感，反而差点把我

心悸的毛病给勾起来 ：她一脸横肉，毫无表

情，五大三粗的身材把地板压得吱吱怪叫。 

我急忙闭目养神， 好在昨晚的两片安定药劲

还在，很快就昏昏然睡着了。等我醒来时正是

早餐时间，此时肚子正饿得咕咕叫，我很快就

把几道饭菜吃个一干二净。看看周围的同事，

一个个也都是风卷残云。这顿早饭来的及时，

质量也很好，餐具，杯盘都非常讲究，是这一

航线的亮点。 早饭后不久，飞机就开始降低

高度，一块巧克力下肚，再用热毛巾擦把脸，

飞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图鲁兹国际机场。下飞机

一路无话，走进机场大厅迎接我的是几名荷枪

的士兵。眼下正值反恐，法国人真不含糊。排

队等候进关，我注意到士兵中有一位身材极为

娇小的女兵，大头皮鞋比她脑袋都大，冲锋枪

把肩膀压得一高一低。瞧她那弱不经风的样

子，我真担心一但有个风吹草动她能否拉得开

枪拴！  这支枪要是挂在飞机上那位满脸横肉

的空姐肩上倒更合适。这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

妙，看上去不合适，但存在的事情都有其合理

性。说不定那位女兵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外加柔道冠军呢。有读者可能会说，你这人怎

么跟凤凰卫视的窦文涛一样不正经，出门儿眼

睛盯的不是空姐就是女兵。其实我这也是为您

读者着想，要是我只写那一飞机正襟危坐埋头

读报的工程师您读起来能有味儿吗！ 

 

图鲁兹位于法国南部，阳光富足。我伴着冬日

里暖洋洋的太阳走到停车场。这里有一辆专门

送我们去公司的大巴。司机是一位慈眉善目的

法国老人，很少说话，因为不会讲英语。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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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和笑。整天拉一车英国人，却不会说英

文，可真够难为他老人家的。 

 

会议开始已经是上午十点了，与会者除我和另

一位英国同事外，德国和西班牙的同事也是当

天赶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大家都远道而来，见

面后却没有太多的寒喧，很快就进入正题开

会，而且往往一口气开到中午，连口水都没

有。我常常坚持不住，自己包里带瓶矿泉水，

边喝边开会。可最近反恐，飞机上不让带水。

好在这次会议是由我召集主持，提前安排法国

的同事准备了咖啡和饼干。但有一点，法国的

咖啡只管提神，不管解渴。半天会开下来，我

还是口干舌燥。 

 

今天的会议程较多。时值年底，除了正常事务

之外，还需讨论明年的工作计划。领导一个跨

国团队，有两件头疼事。其一是交流问题。虽

然大家都讲英文，但口音五花八门，表达各有

千秋。西班牙的同事说话嘴里像含个球一样打

着嘟噜。更要命的是他要说的意思也像球场上

的球一样前后来回滚动。法国同事说话嘴不张

开，而是像接吻一样撅起来，再加上法国式的

英语发音，听者只能半听半猜。有趣的是他常

常在高速含糊陈词之中嘎然而止，翻翻白眼，

再扭头跟另外的法国人用法语嘀咕一通，然后

接茬再说 - 原来他是不知那句话用英文怎么

表达。德国同事虽然挑着尾音说英文，但表达

非常清晰。只是德国人太固执。第二个问题是

统一认识。四国协作打个比方就如同把四家原

本各自独立的家庭绑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任

何一件事要统一起来都要经过痛苦的磨合。在

这种环境中最重要的工作艺术是策略的灵活

性，是在不丧失原则前提下的妥协。 

 

午饭就在公司的职工餐厅吃。法国人在公司吃

午饭有两个特点(较之英国)：一是很多人喝

酒，二是饭后一定要喝咖啡。餐厅外面有一个

很大的咖啡厅，摆放着齐胸高的圆桌，没有座

位，人们三五成群地围着圆桌一站，及其放松

地聊天儿。咖啡的杯子很小，只相当于我们国

内的一两酒盅，但咖啡极浓。我猜想午饭喝葡

萄酒和饭后喝咖啡有着必然联系是因为一次痛

苦的教训：有一天我午饭时喝了酒而饭后却没

有喝咖啡，下午的会我是半睡半醒着开的，而

且那个下午我还居然做了个报告！我很同情那

天听报告的人。 

 

下午的会 3：30 便匆匆收尾，因为大家都要去

赶飞机。与以往一样，仍有两个议题没来得及

讨论。机场里站岗的娇小女兵不见了，站在她

位置上的是一位胳膊上纹着青龙的大汉。登机

前还有点时间，我溜进免税店挑了两盒孩子们

喜欢的巧克力。飞机起飞之后我翻出会议记

录，埋头整理会议纪要。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在

抓紧时间工作，其实这是我分散注意力，缓解

恐惧心理的方法。我的座位紧靠过道，无意中

我看到一双硕大的皮鞋伴着地板的“吱吱”怪

叫。我知道这是谁，吓得急忙闭上眼睛，调节

呼吸。。。。。。 

 

飞机降落，我一身轻松地走下飞机，直奔停车

场。路上打电话给家里，告诉太太我直接去接

正在上芭蕾课的女儿。接孩子是我生活中一大

快事，特别是今天，因为我的包里装着两盒巧

克力。每当我接上女儿，掏出巧克力，看着她

美滋滋地放进嘴里，那份满足，给个英国地区

总裁咱都不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于英国布里斯托市 

(Br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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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开罗 

张宏伟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转眼之间，我

已经在英国生活八年了。这八年间，欧洲的大

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欧、中欧和南欧的大多数

国家都已经走马观花地游览过了，近两年来，

酷爱旅游的我便开始处心积虑地开辟新的‘战

场‘。2005 年借开会的机会去了捷克的布拉格

和印度的喀拉拉邦，见识了东欧和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印度的别样风情。其中，我在印度喀拉

拉邦的所见所闻，已经在上一期的会刊中有所

记载。2006 年复活节期间，我和太太以及同在

中英科技贸易协会的金钟、姣娜夫妇，一起登

上了飞往另外一个文明古国-埃及首都开罗的

班机，见到了向往已久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

像，也亲眼见证了在历史与现实中徜徉的开

罗。 

 

先简单介绍一下开罗的基本情况。众所周知，

开罗是埃及的首都，有着“世界城市之母”和

“世界文明的摇篮”等美誉。开罗市区及市郊

的人口约一千六百万， 是非洲的最大城市，

也是埃及乃至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

交通枢纽。对于我们这些旅游者来说，一提起

开罗，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金字塔、狮身人面

像和木乃伊了。对于这些名胜古迹，旅游书籍

里面已经有详尽而又生动的纪录，而且面对美

景和奇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此，

我不想过多描述开罗的古迹和景色，而只是想

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行程中的所经历的一些趣事

和花絮。 

 

一、 签证和机场风波 

 

由于我们早在一月份就开始计划行程，所以早

早订好了从伦敦经意大利米兰转机的机票（大

约每人两百二十镑，从利比亚同事那里了解

到，这个价格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了）。酒店也

提前从网上预订好了。从网上了解到，去埃及

需要提前签证，但也可以落地签。因为时间充

足，也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从伦敦的埃及大使

馆下载了表格，将护照、签证费和表格寄去伦

敦的埃及使馆，大约两个星期就顺利拿到了签

证。这下机票、酒店和签证全部搞定，我们以

为肯定万无一失了，可没想到还是遇到了麻

烦。 

 

下午两点钟左右，我们搭乘的意大利航空公司

的飞机在开罗机场顺利降落，从机舱一出来，

一股湿热的空气迎面而来。走进机场航站楼

内，机场内的设施陈旧、人群拥挤，我们排在

了长长一个队伍后面等待出关。大约半个小时

左右，我们终于排到了出关的窗口前，把护照

递进去以后，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我们的护照和

签证翻来翻去，然后把护照全部交给了另外一

个工作人员，然后向我们示意我们的护照和签

证需要核查，让我们在旁边等待一下。我们只

好在窗口旁边的长椅上等候。等了足足有半个

小时之后，去核查签证的那个工作人员还是踪

影全无。我们只好再次回到窗口询问还需要多

长时间，那个工作人员伸出五指，告诉我们

‘Five minutes’，又是半个小时之后，护照仍

然没有拿到我们手里，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个工

作人员，他的回答仍然是‘Five minutes’，我们

这下明白了，在埃及，‘Five minutes’并不是一

个实际的时间，只是一个敷衍的回答。忍无可

忍之下，我们开始找所有能找到的会说英语的

工作人员询问，我们的护照在哪里，签证有何

问题，可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几番交涉

之后，终于被告知，护照在一个官员的办公室

里。我们找到了那个官员，护照就在他的桌子

上面，我们询问他我们的护照和签证到底有何

问题，他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需

要核查一下，让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会儿。从他

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一个身穿便装的小伙子

冲着我们做一个数钱的手势，我们这下终于明

白原来他们是想要‘敲竹杠’。我们四个人商

量了一下，一致作出决定，既然已经等了这么

久，我们决不屈服。再次回到那个官员的办公

室后，我们用很强烈的措辞告诉他，如果再不

给出滞留我们的理由并尽快放行的话，我们就

要求和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要求领事保护。

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来自中国的游客不是那么

好欺负的。这次交涉之后，在大约十分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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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回了护照，走出了海关的通道。但是此

时我们已经被耽搁了大约三个小时，使我们对

埃及的第一印象简直差到了极点。虽然他们没

有得逞，但是移民官员如此明目张胆地敲竹

杠，我们还是闻所未闻。一个下马威之后，我

们的心情也变得很低落。好在夜幕将临，接下

来的行程安排里只有就餐和休息，否则带着这

样的心情游览，再美的景色也无心欣赏。 

 

二、 希尔顿酒店 

 

拿了行李从机场出来，眼前是一片人声鼎沸，

很多出租车司机涌上前来，殷勤地拉着生意，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向

酒店驶去。我们入住的酒店是开罗若干家希尔

顿中的一家，位于尼罗河畔 (Nile Hilton)。

进入酒店大堂时，需要经过安检门，保安和警

察像在机场一样，一丝不苟地执行安全检查。

据说由于以前发生过恐怖分子袭击外国游客的

事件，所以埃及政府对酒店的安全保卫工作颇

为重视，还专门成立了保护游客的旅游警察。

机场、宾馆、饭店和风景名胜景点都有穿制服

的警察和不穿制服的便衣负责保卫，在繁华的

街道上还时而能见到牵着警犬、荷枪实弹的士

兵。虽然刚刚踏上埃及的土地几个小时，我们

已经充分感受到旅游在埃及的分量，游客的安

全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旅游者的安全还

是比较有保障的。在随后的几天里，虽然每天

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城市里四处游玩，东

奔西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人身安全担心过

（除了乘车时的交通安全，后面有所描述）。

所以对去埃及的安全问题有顾虑的朋友们，只

要小心警觉，应该大可放心，因为外国游客是

在很周到的保护之下的。 
 

希尔顿酒店大厅装饰得金碧辉煌，服务员很是

客气殷勤，进了房间之后，感觉设施虽显陈

旧，倒还干净素雅，考虑到价格只是欧洲希尔

顿酒店的一半左右，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值得

一提的是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阳台，我们的房间

阳台对面就是开罗著名的解放广场。俯视下

去，广场内的花坛草坪清晰可见，十几条熙熙

攘攘的街道在这里汇集，很是热闹。酒店的顶

层是一个在露天平台上的酒吧，我们卸下行

装，稍作休整，趁着天色还亮，就一起登上了

顶层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开罗全

城的景色。酒店的西侧就是尼罗河，她从北向

南穿越开罗市区，数座大桥横亘其上，酒店坐

落两岸。酒店的正西方向，高高的开罗塔在河

心的一个岛上伫立，酒店的东侧，可以遥望到

远处的多座清真寺，那就是开罗的旧城了。夜

幕渐渐降临，尼罗河畔到处灯红酒绿，不时有

游轮穿梭，游轮上歌舞升平，好不热闹，我们

似乎都已经闻到了烤肉的香味，肚子不由得开

始咕咕叫了起来。 
 

三、 四博士上当受骗记 

 

到了异国他乡，如果不品尝一下地道的异国风

味，岂不是一大遗憾。我们几个人向来都对美

食一往情深，尤其是经历了机场的风波之后，

我们更需要一顿大餐来振奋一下。从地图上查

到，在酒店对面的解放广场附近，就有很多埃

及餐馆。于是整装下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横

穿过了车水马龙的街道，不经意之间，身边多

了一个人。这位自称叫 S 的埃及人，大约有四

十岁左右，个子颇高，稍显瘦弱但是文质彬

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的队伍

之中的，而且很自然地就和我们搭上了话。他

操着一口很流利的英语，很热心地问起我们从

何处来，要到哪里去，需不需要帮忙等等。当

听说我们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的时候，他一点也

不吝啬赞美之词。我们向他询问哪里有埃及餐

馆时，他不失时机地提到，他是在去接他的女

朋友的路上，但是时间还早，所以他有时间领

我们去一个比较地道的餐馆。跟着他三转两转

穿过了几条街道之后，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二

层楼的餐馆，看上去还算干净、素雅，在这里

就餐的人们看长相和打扮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用餐。为了表达对他的

谢意，我们邀请他一起入席，但他坚辞不就，

最后只好给他买了一瓶饮料让他坐在我们的旁

边，一边看着我们用餐，一边和我们聊天。埃

及菜中以牛羊肉为主，烧烤炖伴的做法比较

多，我们在 S 的建议下要了一些烤羊肉、炖牛

肉和新鲜蔬菜的沙拉等。主食是大饼，温热的

饼就着鲜嫩的瘦羊肉和新鲜的蔬菜，十分清香

可口。 

 

S 非常健谈，侃侃而谈埃及的历史和风土人

情，随后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曾经分别在

开罗大学和意大利的一所大学获得过两个研究

埃及历史和考古的博士学位，这不禁让我们肃

然起敬，虽然我们四个人也全都在英国取得了

博士学位，但巧遇一个深谙埃及历史的埃及博

士也不由让我们惊叹不已。Dr S 说他现在在埃

及博物馆从事考古和文物鉴定等工作，还说他

曾经去过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参与那里的埃及文

物展。听说我们第二天就打算去埃及博物馆参

观时，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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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给我们的地址上赫然写着他的大名，和办

公室的编号。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

酒足饭饱，Dr S 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可能已经

把他的女朋友抛在脑后了。又是一个不经意

间，他提起当天是开罗的一个节日，他知道附

近的一个旅游商店有很多优惠，并可以得到免

费的纪念品。由于和他聊得比较投机，看着他

一脸真诚的样子，而且这个店对他又是“顺

路”，我们就欣然应允去那个店里看看。到了

店里以后，Dr S 和那里的老板极为熟识，老板

也殷勤地给我们送上饮料，忙前忙后，我们也

对店里的埃及香水瓶、香精和纸草画颇感兴

趣。Dr S 对这些商品的了解出乎我们的意料，

对每一种香精及其对应的法国香水如数家珍，

也就是此时，我们才感觉出了一丝的不对劲，

但是盛情难却，我们每个人都挑选了几样商

品，付钱出门的时候，才发现 Dr S 并没有要

走的意思，而是和老板一起送我们出了门，告

别的时候又再次提起让我们明天去埃及博物馆

他的办公室找他，他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些不对

外展出的文物。回到旅馆后，我们对这个 Dr S

开始将信将疑起来，但还都是抱着最好的希

望，打算第二天去埃及博物馆核实一下他的身

份。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埃及博物馆向工作人

员询问起是否认识 Dr S 时，没有人听说过，

我们拿出他写的纸条，询问他的办公地址才发

现他写下的办公室号码原来就是埃及博物馆的

门厅。此时，我们心头的将信将疑也就变成了

恍然大悟，我们四个英国博士确实被这个冒牌

的埃及‘双博士’骗了，与他的巧遇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骗局。那天的晚饭四个人大约花了 20

英镑左右，因为是头一天，还没有经验，所以

当时一点也没有在意。第二天才发现在希尔顿

酒店的餐厅用餐的价格原来和那个小店的价格

相差无几，所以从晚饭开始我们就被‘宰’

了。后来的几天逐渐了解到，那天购买的香精

和纸草画等旅游纪念品，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大约是正常市价的五到十倍。粗粗算了一下，

被宰的损失大约几十英镑，虽然这个损失对我

们而言并不惨重，但是这个经历还是让我们哭

笑不得。事后回想起来，虽然吃饭被宰，但是

吃得还算可口，饭菜从卫生上应该没有也问

题，毕竟我们还是吃到了一些正宗的埃及食

品，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至少 S 博士还没有

良心丧尽。至于旅游纪念品，权当是给埃及的

旅游事业作贡献了。我们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

下上当受骗，无惊无险，总要强过豪取抢夺，

所以这次的经历，也变成了我们旅行当中的一

个笑料，每次提起总免不了苦笑一番。如果今

后朋友们又去开罗旅游的话，碰到那个“好

心”而又“睿智”的 S 博士的时候，可千万别

忘了提醒他还欠我们埃及博物馆的一游呢。 

 

四、 沙漠中的金字塔 

 

 
蓝天丽日下伫立在沙漠中的胡夫金字塔 

 

 
守护着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 

 
到了埃及，如果不去游览一下金字塔，就说不

上是到过了埃及。开罗一共有三处对游人开放

的金字塔游览区，分别是吉萨大金字塔

(Giza)，萨卡拉金字塔(Saqqara) 和达舒尔金字

塔 (Dashur)，他们都位于开罗的西南郊，其

中，吉萨大金字塔是最有名、离开罗市区最近

同时也是游人最多的一处。 到了开罗的第三

天，我们包车去游览了所有的三处金字塔。 
 
当出租车向通往吉萨的山路上驶去的时候，拐

了一个弯之后，茫茫沙漠中的三座大金字塔豁

然就在你的眼前呈现，巨大而势不可挡。虽然

大金字塔的图片在网上和电视中见得多了，但

是当她真正在你的眼帘中出现时，还是无法避

免这一刻带来的内心震撼。金字塔真的是令人

叹为观止，在埃菲尔铁塔完工之前的三、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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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胡夫金字塔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物。阳光下，巨大的塔身与披满阳光的沙丘仿

佛浑然一体。下车后步行，踏着滚滚沙浪，渐

行渐近来到高大雄伟的胡夫金字塔前，抚摸着

那一块块饱经沧桑已经严重风化的巨石，闭目

凝思，意念仿佛也飞跃时空回到了上古世纪，

去见证人类的存在与其智慧的光辉。想到整个

金字塔不用一根木头，一颗铁钉，石块与石块

之间大多直接吻嵌，却连薄薄的刀片都插不进

去，当亲眼目睹这仅存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时，心里不由得涌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胡夫金字塔可以入内参观，但是每天只允许

150 名游客参观，由于我们到得稍晚，错过了

上午的开放时间。但是第二大的哈夫拉金字塔

则全程开放，我们得以进入参观。经过一小段

探墓者挖的寻道坑后，进入了狭窄而黑暗的墓

道，狭小到身体简直无法直立，弯曲着身体，

步履艰难的向墓穴纵深走去，不知穿越了多少

米，总算身体可以直立起来了，一条人工筑成

的墓道引我们进入了窒息而黑暗的墓室，墓室

内已经空空如也，只有那残缺石柩，光线简直

暗到极点，只有透过透气孔那微弱的光线才能

看清晰石棺的模样，随手触摸了一下墓室的岩

壁，冰凉而透心。空气稀薄的让人头晕加上前

段 30 来米的墓道，离开墓室到门口这段路几

乎让人感觉步行太艰难了，好在源源不断的新

鲜空气对我们是一种召唤。 
 
狮身人面像 (Sphinx) 坐落在哈夫拉金字塔的前

方，据说其头像是按照哈夫拉的样子由一整块

巨型岩石雕制而成。虽然她的表面也已经斑驳

脱落，但是她依然威风凛凛地凝视前方，表情

肃穆，神态端详。在身后的金字塔和如洗的蓝

天衬托下，她看来有些苍凉，但那种古老的韵

味，又不禁引人无限遐想。 
 
在金字塔游览的一天，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此

行的亮点，我们也久久地沉浸在对古老的人类

文明和不可思议的奇迹的赞叹中。 
 

五、 飞车历险记 

 

有了上次在印度的经历，我对马路上车辆的无

序和混乱的交通应该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

到了开罗之后，我发现这里与印度相比有过之

而无不及。开罗的街道比较狭窄，车辆却非常

多，让拥挤的交通雪上加霜的是交通的过度自

由，以至于交通灯无效、斑马线无效、交通规

则无效。散漫而混乱的交通秩序使这个本以拥

挤的城市更加臃肿。在开罗最繁华的市中心的

十字路口，总是有交通警察来维持秩序的，因

为没有人会看红绿灯行驶。坐在出租车里，怎

一个心惊肉跳了得 -  开车的司机拐弯时不打转

向灯；不管在那个车道想拐弯就拐；超车两边

都随便；眼看着到了十字路口，横叉里明明有

车驶来，可司机根本没有减速刹车的意思，每

一次的狭路相逢，似乎都是两个司机间的心理

战，都在判断对方的勇气和胆量，‘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

最后一刹那间，勇气稍差的对方司机踩了一脚

刹车，我们的车得以全速通过了这个十字路

口，得意的笑容在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司机脸上

展现，可我们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开罗的出

租车司机是从来不打计价器的，因为一来计价

器都是很老式的，可能早已不好用了，二来开

罗人乘坐出租车是不用讲价的，下车时根据大

致的距离，给几个埃镑就是了。但对于不熟悉

情况的游客来说，如果不事先讲价的话，有可

能会挨“宰”，所以刚到开罗的前两天，每次

乘车都不可避免地要讨价还价一番，好在我们

也对此不乏经验。第二天的晚上，我们打车的

时候碰上了一个老实厚道、开车比较稳重而且

英语还不错的出租车司机，此后的几天里，一

直都是他陪伴着我们去各个景点，他非常守

时，约好的时间你总能看到他在那里等待，而

且无论等待多久，他也从不抱怨。虽然他的职

业精神和友善与我们给他的比较丰厚的小费不

无关系，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为我们的旅行提

供的方便，也增加了我们对纯朴与勤劳的埃及

人的好感。

 
 

我们的司机在路边小店享受水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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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的交通拥挤，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街道两旁

停靠的车辆太多了。这使得本来就很狭窄的街

道愈加狭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开罗人停车

是不拉手闸的，因为每个停车的地方都有一个

负责收费和泊车的人。不拉手闸的好处是，泊

车的人可以把车辆随意推动，这样很小的一个

空间可以多停好几辆车，等有的车需要出去的

时候，泊车的人会将周围的车像推箱子一样暂

时挪开，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节省了很多空

间，所以如果你是车主的话，回来找车的时候

发现车移动几十米，可千万不要奇怪。另外一

个奇怪的现象是，开罗的出租车司机晚上开车

的时候不开大灯，只有当没有路灯确实需要的

时候才打开，一旦进入有路灯的街道，马上关

掉大灯，我真地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为了省电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如果是为了省电的话，如

此频繁地开关车灯恐怕反而会减少灯的寿命

吧。 

的很多少男少女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数码相

机，他们会很欣喜地摆出姿势让你拍照。大多

数的埃及人是非常友好的，虽然骗子也很多，

也许这就是贫穷国家的样子。埃及是危险的，

也同时是很安全的，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很平

和友善的，但是极端份子也是层出不穷的。在

这里，你看到几千年前曾经是世界上最进步的

文明，也看到今天比发达国家落后许多的生

活，历史与现实的两相比较对你不由得产生一

种“冲击”。枕着古埃及人遗留的无价历史财

富，当代绝大部分的埃及人却仍然清贫，在历

史与现实撞击中的开罗，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

思考。 

 
虽然开罗的交通看上去如此混乱无序，在那儿

的五天里，我却没有看到一起重大的车祸，看

来除了司机驾驶技术‘高超’外，恐怕混乱无

序中也有一个在司机间‘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默契吧。 
 

六、 在历史与现实撞击中的开罗 
 

 开罗破旧的居民住宅楼 
在开罗逗留的五天里，我们参观了埃及博物

馆，观赏了三处金字塔群，乘坐了尼罗河上的

游艇，游览了开罗老城的多座清真寺，逛过了

开罗最热闹的汗哈利利集市，也亲眼目睹了开

罗城内居民楼的破旧不堪，一幅幅远古时代的

景象和一幅幅现代埃及的生活画面交相辉映，

让人感叹不已。在开罗，与尼罗河两岸的高楼

大厦和星级酒店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大多数的埃及人的窘迫生活，我们在街上碰到 
 

 
尼罗河畔的高楼大厦 

七、 后记 

 

开罗一行历时五天，至今仍记忆犹新，虽然经

历了一些风波和不快，但是损失不大，也就一

笑了之。在那个古老的国度，亲眼目睹了世界

古代七大奇迹中唯一还屹立于世的金字塔，也

亲身体验了在这个在现实与历史的撞击中徜徉

的古城开罗，今后有机会，还要继续埃及的历

史之旅，去著名的卢克索和阿斯旺看一看，也

要去红海潜水去看看海底的奇妙世界。 
 

天真纯朴的埃及少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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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国庆招待会上中国驻英国大使查培新与协会理

事长冯勤等合影留念。 
中国驻英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王葆青与协会理事长

冯勤等合影留念。 
 

 
 
 

中英科技贸易

协会常务理事

会 2006 年 5
月在里丁大学

召开（左图） 
香港驻英经济

贸易处处长林

郑月娥与协会

秘书长吴斌在

2006 年迎春

酒会上合影

（右图） 

 

 

 

协会代表参加

留英专业团体

联合会换届选

举时与英国大

使馆教育处公

使衔参赞王永

达合影（左

图）协会秘书

长张宏伟参加

中国青年科技

工作者协会第

四届会员代表

大会（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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