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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历史和政治——— 一个恢弘而逻辑自洽的世界———

世界是部金融史
□ 陈雨露 杨栋

人和吞食者
□ 刘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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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杨猛地刹住了刚开
动的车，在方向盘上方挥着
双手喊道：“有意义！当然有
意义！！难道你想在后半生像

那些人一样穷吗？你想挨饿和流浪吗？”
“我甚至连活下去的兴趣都没有

了。”
“使命感会支撑你活下去，这些黑暗

的日子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的财
富给了我们这种使命。”

“财富怎么了？我们没偷没抢，挣的
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们的财富推动
了社会前进，社会应该感谢我们！”

“这话你对哥哥文明说吧。”朱汉杨
说完走下车，对着长空长出了一口气。

“你现在看到了，我们不是杀穷人的
变态凶手。”朱汉杨对跟着走下车的滑膛
说，“相反，我们正在把自己的财富散发
给最贫穷的人，就像刚才那样。在这座城
市里，在许多其他的城市里，在国家一级
贫困地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在这样做。
他们带着集团公司的全部资产：上千亿
的支票、信用卡和存折，一卡车一卡车的
现金，去消除贫困。”

这时，滑膛注意到了空中的景象：一
条由一颗颗银色星星连成的银线横贯长
空，哥哥飞船联合体完成了解体，一千多
艘子飞船变成了地球的一条银色星环。

“地球被包围了。”朱汉杨说，“这每
颗星星都有地球上的航空母舰那么大，

一艘单独的子船上的武器，就足以毁灭
整个地球。”

“昨天夜里，它们毁灭了澳大利亚。”
许雪萍说。

“毁灭？怎么毁灭？”滑膛看着天空
问。

“一种射线从太空扫描了整个澳洲
大陆，射线能够穿透建筑物和掩体，人和
大型哺乳动物都在一小时内死去，昆虫
和植物安然无恙，城市中，连橱窗里的瓷
器都没有被打碎。”
滑膛看了许雪萍一眼，又继续看着天空，

对于这种恐惧，他的承受力要强于一般人。
“一种力量的显示，之所以选中澳大

利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明确表示拒绝
保留地方案的国家。”朱汉杨说。

“什么方案？”滑膛问。
“从头说起吧。来到太阳系的哥哥文明

其实是一群逃荒者，他们在第一地球无法
生存下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这是
他们的原话。具体原因他们没有说明。他
们要占领我们的地球四号，作为自己新的
生存空间。至于地球人类，将被全部迁移
至人类保留地，这个保留地被确定为澳
洲，地球上的其他领土都归哥哥文明所
有……这一切在今天晚上的新闻中就要
公布了。”

“澳洲？大洋中的一个大岛，地方倒挺
合适，澳大利亚的内陆都是沙漠，五十多亿
人挤在那块地方很快就会全部饿死的。”

“没那么糟，在澳洲保留地，人类的
农业和工业将不再存在，他们不需要从
事生产就能活下去。”

“靠什么活？”
“哥哥文明将养活我们，他们将赡养

人类，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将
由哥哥种族长期提供，所提供的生活资
料将由他们平均分配，每个人得到的数
量相等，所以，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一个
绝对不存在贫富差别的社会。”

“可生活资料将按什么标准分配给
每个人呢？”

“你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按
照保留地方案，哥哥文明将对地球人类进
行全面的社会普查，调查的目的是确定目
前人类社会最低的生活标准，哥哥文明将
按这个标准配给每个人的生活资料。”

滑膛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笑了
起来：“呵，我有些明白了，其实嘛，哥哥
的方案对人类还是很公平的。”

“什么 ？你 竟 然 说 公 平 ？！你 这
个……”许雪萍气急败坏地说。

“他是对的，是很公平。”朱汉杨平静
地说，“如果人类社会不存在贫富差距，
最低的生活水准与最高的相差不大，那
保留地就是人类的乐园了。”

“可现在……”
“现在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在哥哥

文明的社会普查展开之前，迅速抹平社
会财富的鸿沟！”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
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
样的生活而发动战争。伯罗
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

争夺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
邦攫取更多利益。

雅典的目标很远大，但广大斯巴达
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一个国
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
益，一旦拥有力量，它必定想保持先发优
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
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
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两者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
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有人要
求你开放市场，却对你封锁核心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
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
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
撑雅典经济的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
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
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
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
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
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
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
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
的担忧，看在自己未必能打赢的份上，斯

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
心，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
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
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
(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
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区域最高的，无论
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
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
仍有使用)。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
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
开战前，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古希腊、古埃
及地区2000万以上人口。

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也更
能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
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在古代，富强的
国家会逐渐发现，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
会使得生意更赚钱。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
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
前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遗憾的是，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
斯巴达，军事力量却没有压倒性优势。
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7岁开始就接受严酷
的军事训练，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
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带领队伍冲锋
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甚至是国王。

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双
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此后，三天
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得爱琴海域连

海盗都没法生存，何况来往商旅。
“商贾不行”对斯巴达影响还不

大，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对雅典
可就是性命攸关了，没有贸易得来的粮
食，雅典军队就只有喝西北风了。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储备，也为了准

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
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
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当然，这种“海事信贷”还不是今
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而是更类似于
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放贷者可以
获得高达30%～100%的利息，同时也承担
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海船只被大海吞
没，或者被斯巴达人俘获，甚至被贷款
者恶意骗贷，放贷人都会血本无归。不
过，如果贷款人在航海过程中出现意
外，同时也就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唯
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认为贷款人存在欺
诈。

雅典海事贷款多数通过港口城市中
间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马赛利亚
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商品集散地，也
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贷款的场所。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在信息极
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相信贷
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
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陈巨慧

截至7月20日，爱情喜剧片《陆垚知马俐》
自7月15日全国公映以来，票房累计直逼1 . 5亿
元。7月19日，影片主演包贝尔、焦俊艳现身济
南，为该片造势，对相关质疑给予了回应。

陆垚是个极其自卑的人

影片由文章执导，包贝尔、宋佳、朱亚
文、焦俊艳领衔主演，讲述陆垚（包贝尔饰）
在大学重逢幼儿园同伴马俐（宋佳饰），对其
心存好感，但碍于两人“差距太大”，一直不
敢表白。

影片在收获高票房的同时，也遭到不少网
友的质疑：“陆垚暗恋马俐三十三年，都没想
过表白？”“马俐都主动暗示了，为什么陆垚还
在迟疑”……有观众甚至认为，“陆垚备胎似的
爱其实就是懦弱。在爱情上，陆垚胆小得不像

爷们。”
对此，包贝尔回应道：“陆垚是一个极其

自卑的人。因为他太过于自卑，所以才不敢跟
马俐告白。对于陆垚来说，马俐就是一个梦
想，而且是一个远大、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爱
情和梦想变成一体的时候，陆垚每一步都如履
薄冰、小心翼翼。”

开机后“被逼”减肥

7月17日，《陆垚知马俐》上映两天后的深
夜，片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幕后长文，讲述
了电影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导演对细节
的追求和重视。

对此，包贝尔感慨道：“拍戏是很复杂的
工作，需要场景、灯光、美术、群演等多方面
的协调。任何一件事磨难越多、麻烦越多，可
能结果就越显珍贵。文章导演是一个追求细节
的人。电影中宋佳每一场戏的指甲油颜色是不
同的，我的衣服、发型甚至是家里养的几条金

鱼的颜色都要按照导演的要求来。开机第一天
导演就叫停了，因为我们太胖了。于是我在10
天中减了15斤，小花（宋佳）减了10斤。”

拟当导演筹拍“鹿鼎记”

包贝尔透露，自从在电视剧《宫锁珠帘》
中出演大太监苏培盛之后，自己接下来的两年
内接到的剧本几乎全是太监的角色。电影《陆
垚知马俐》上映之后，预计也会有很多与陆垚
相似的角色找他出演。

“虽然演员是一个十分被动的工作，但我
在每部戏里都寻求变化，努力在角色上面赋予
不一样的东西”。包贝尔表示。

娱乐圈里不少演员“演而优则导”，选择
由“台前”转向“幕后”，《陆垚知马俐》的导
演文章便是这样。包贝尔也有这种想法，希望
自己也能当次导演，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据
他透露，他目前正在筹备拍一部由金庸名作
《鹿鼎记》改编的电影。

□记者 陈巨慧 刘一颖 报道
本报讯 7月20日晚，首届“国家大剧院国

际歌剧电影展”在济南百丽宫影城开幕。
本次电影展邀请到5个国家共12部歌剧电影

前来参展。其中，由文化部制作出品的3D歌剧
电影《白毛女》将作为本届展映的开幕影片亮相
泉城。

本次影展由文化部和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
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俄罗斯马
林斯基剧院、法国巴黎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
院、百老汇影城共同协办。

“国际歌剧电影展”落地济南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０日电 由梁咏琪制片，
黄灿灿、严禹豪、罗仲谦等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
《泡沫之夏》将于２１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
自女作家明晓溪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女主人公
尹夏沫在音乐领域的经历与两位男主角欧辰、洛
熙之间的爱情故事。

明晓溪的言情小说《泡沫之夏》共有三部，
受到言情小说迷的追捧，先后改编成了漫画、电
视剧，其中同名电视剧由徐熙媛、何润东、黄晓
明主演，２０１０年播出。

电影版《泡沫之夏》今起上映

在新片《陆垚知马俐》中出演的陆垚遭质疑———

包贝尔：努力赋予角色不一样的东西

7月19日，演员包贝尔（右）和焦俊艳现
身济南，为新片《陆垚知马俐》作宣传。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０日电 中国足协２０日消
息，足协纪律委员会开出６张罚单，其中中超上
海上港队蔡慧康因在“上海德比”中使用隐蔽性
踩踏动作被罚停赛３场，罚款１．５万元。中甲湖南
湘涛队因主场比赛看台暴力事件，被罚进行无观
众比赛１场。

足协纪委会开出的处罚决定称，蔡慧康在７
月１７日上海绿地申花与上海上港队的比赛进行到
９０＋１１分钟时，使用隐蔽性的踩踏动作踩到对方
球员关节部位，决定给予其停赛３场的处罚，同
时罚款１．５万元。同一场比赛中，上港队汪佳捷
在被罚下场后，用脚踹休息室的门致其受损，被
予以警告，处罚金１万元。

天津权健队球迷客场看台被殴事件有了处罚
结果。足协纪委会处罚决定称，在１６日举行的中
甲湖南湘涛队主场与天津权健队的比赛中，有部
分主队球迷在看台殴打客队球迷。湖南赛区被罚
进行无观众比赛１场，罚款５万元。

辽宁宏运队官员王亮和重庆力帆队官员卢卡
斯也受到处罚，前者被认定在１６日辽宁队与山东
鲁能队的比赛中，向场内裁判员方向投掷矿泉水
瓶，被罚禁入中超联赛比赛替补席４场，罚款２万
元；后者则因在１６日河南建业队与力帆队的比赛
中，将球掷入比赛场内，被罚禁入中超联赛比赛
替补席３场，罚款１．５万元。

此外，江苏苏宁易购队在１６日与延边富德队
比赛前，未能按时提交上场队员名单，且未按规
定安排其运动员参加赛后瞬间采访活动，被通报
批评并处罚金４万元。

中国足协开出６张罚单
蔡慧康因隐蔽性踩踏被停赛３场

当地时间7月19日，意大利足协宣布，现年
68岁的吉安·皮埃罗·文图拉取代孔蒂，正式成为
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

图为文图拉在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文图拉正式执掌意大利国足

□ 本报记者 王 磊

7月20日晚，凭借尤西雷、王永珀、佩莱和西
塞的进球，泰山队主场4：1大胜杭州绿城队，暂时
领先降级区球队5分，距离第9名只有2分之差。

从之前15轮深陷降级区不能自拔，到最近4轮
连拿10分逃出降级区，是什么让泰山队迅速“还
魂”？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前15轮战
罢，泰山队只拿到两场胜利，奖金累计只有680万
元。而泰山队全队拥有20多名球员，每个人分到手
的并不多。而在对阵江苏苏宁队的比赛中，泰山队
开出千万元重金激励球员，结果球队拿到11轮首
胜。随后对阵石家庄永昌队的补赛，山东鲁能又拿
下一场4：0的大捷，奖金也在800万元以上。

与绿城队的比赛也是一个坎，拿下对手，泰山
队就可以进一步远离降级区。据悉，这场比赛的奖
金也不会低于800万元。单算近4轮比赛，泰山队的
赢球奖金就超过2600万元，几乎是之前半年奖金的
4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最近的比赛来看，散
步的球员明显少了，拼搏的球员多了。

光有奖金激励还不行，还得有一套赏罚分明的
机制。而这个机制的决策者正是德国教头马加特。

一向以“魔鬼训练”著称的马加特并不在乎球
员的名气，只在乎球员的拼搏精神。他一上任就大
胆启用了齐天羽、李松益、金敬道等昔日根本打不
上比赛的球员，只因为他们能跑、能拼。尽管马加
特执教的开局并不美妙，但是连续的不胜并没有改
变他对泰山队进行改造的决心。泰山队管理层也给
了马加特足够的信任。

对于那些不能一心一意为球队服务的球员，泰
山队的做法是，要么进行三停处罚，要么下放预备
队。随着二次转会的开启，一些不在马加特计划中
的球员更是被送走。在这种情形下，不管是外援，
还是国内球员，都有危机感。只有自己努力拼搏，
才不会被马加特弃用。最近几轮比赛，泰山队球员
个个奋勇当先，“步行者”面貌不复存在。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马加特找到了适合
泰山队的战术。马加特接任主教练时就表态，会首
先改变泰山队的后防线。经过几轮的试探之后，马
加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让后腰尤西雷
回撤与吉尔组成双外援中卫，李松益则扮演清道夫
的角色，保护两名中后卫。正是这微妙的改变，让
泰山队的后防线终于稳定了下来，最近4轮比赛，
泰山队一共丢了3球。

尤西雷后撤之后，泰山队前场进攻组织更多地
交给了前腰蒙蒂略。擅长突破又有精彩传中的阿根
廷人也终于找回了昔日梅西替补的感觉，最近4场
比赛，蒙蒂略打入了5球，成为泰山队第一射手。
与绿城队一战，蒙蒂略虽然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他
在中场的组织串联，大大提升了泰山队的反击速度
和威胁度。

此外，泰山队最近一阶段成绩的复苏，也让球
员们找回了自信。与绿城队的比赛中，即便是在无
法攻破对手“大巴阵”的情况下，泰山队球员也并
没有急躁，而是耐心传倒寻找机会。尤西雷的破门
为泰山队打开了胜利之门，而替补登场的王永珀打
入第二球后，让客队彻底丧失了扳回比分的信心。

“还魂”的不只是泰山队的“老臣”，还有被泰
山队寄予厚望的新人。“意大利炮”佩莱和英超神
锋西塞都在这场比赛中攻入了加盟泰山队后的首
球。两名前锋的爆发，也让泰山队球迷兴奋不已。
最近4场11个进球，泰山队美如画的进攻再次回归。

当然，泰山队并未彻底“还魂”，保卫泰山还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下一场与上海申花队一战，将
检验泰山队是否已经找回昔日雄风。

主场4：1大胜杭州绿城，与第9名只差2分———

泰山“还魂”，靠的是钱还是马加特？

□记者 李 勇 报道
7月20日晚，在与杭州绿城队的比赛中，西塞

打入加盟泰山队后的首球。

□CFP 供图
当地时间7月19日，恐怖片《关灯以后》在美国好莱坞举行首映会。图为影片主演、

澳大利亚女星泰莉莎·帕尔墨现身助阵。影片将于7月22日在北美开画。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