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纽约曼哈顿岛上，静静的伊斯特河
边，伫立着世人瞩目的联合国总部大楼。
去年 6 月，我有幸被单位派到这里来工
作。第一次站在这座飘扬着一面面成员国
国旗的大楼前，不由得心潮澎湃。

这座大楼高 153.9 米，共 39 层，联合国
秘书长的办公室就在 38 层，那里自然是守
卫森严，需要有特殊授权才可抵达。相比
之下，媒体记者的办公室自由多了，当然也
要持证才能进入。在 3 楼和 4 楼的格子间
里，密集“分布”着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美联
社、路透社、法新社、俄通社、德新社、日本
共同社等约上百家媒体记者赫然在列，中
国的主要新闻机构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
日报、中央电视台也位列其中。

在联合国总部上班，第一件重要的事
情就是办理出入证件。媒体证件分为白色
和绿色两种，白色出入证比绿色出入证权
限高，可出入场所多且不必每次安检，还有
权邀请 5 位以内的访客进入联合国大楼。
绿色出入证就没有那么强大了，持有者必
须从规定的门口出入，每次还要对随身携
带的行李、背包进行细致的检查。出于安
全原因，大部分媒体仅被允许办理 1 张白
色出入证，其他人员只能申请绿证。办理
出入证，要提交近期撰写的三篇以上的关
于联合国新闻的见报稿件，还要提供本人
的护照和签证复印件，还要提供派出单位
近期出具的介绍信。如果介绍信的日期超
过办证时间一个月，联合国相关人员就会
要求重新开具，据说这样做是防止离职的
记者依然拿着原单位的介绍信“浑水摸
鱼”，最主要是防止被不明身份的人乘机钻
了安全漏洞。在经过了好几道程序的严格

审核后，我终于在到任后的第六天拿到了盼望
已久的白色出入证，开始了繁忙的采访工作。

参加新闻发布会是驻联合国记者日常工
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我惊奇地发现，偌大
的联合国，新闻发布会现场竟然只是安理会
会议厅外的一条走廊。几乎每天中午，联合
国都会有一场例行新闻吹风会，通常是秘书
长新闻发言人通报会议讨论的进程或者结
果。遇到重大事件，秘书长本人以及当事国
驻联合国代表也会亲临现场解答记者的提
问。新闻发言人通常西装革履，记者们则身
着便装，携带各种型号的“长枪短炮”，早早地
在这个狭长的“战场”占据有利地形，摆出马
上“开战”的架势。

根据会议或者会谈进展情况，联合国也
会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如果要采访联大
和安理会现场，则需要预约。凡是在会议大
厅举办的重要会议，记者会被安排在会议厅
两边专门采访或者拍照室内。遇到多家媒体
一起上阵，小小的拍照室几乎插不进去一根
针⋯⋯

常驻记者的生活通常是紧张忙碌的，被

记者们采访的官员也经常是严肃认真的。
联合国记者协会圣诞节前举办的一年一度
的颁奖盛典，却让我领略了前任秘书长潘
基文幽默风趣的另一面。为答谢常驻记者
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联合国记者协会每年
在颁奖盛典上颁发“年度杰出记者奖”和

“世界公民奖”荣誉证书和奖金。
2016 年 12 月 16 日，我首次参加颁奖

盛典。一年到头了，终于可以轻松一下
了。活动异常轻松活泼，最开心的是参加
完这次活动不但不用写报道，而且还有抽
奖活动，最高奖项是一辆让人心跳不已的
红色兰博基尼！当晚，CNN 的著名主持人
将晚会气氛调节得非常热烈，然而带给大
家最多欢声笑语的却是潘基文秘书长。

2016年底恰逢潘基文秘书长即将离职
卸任，他带给大家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官话，
而是一段幽默风趣的离任后畅想视频。在
视频里，秘书长不遗余力地“恶搞”自己，令
人捧腹不禁。其中一段是离职后的潘基文
秘书长没有出入证，想进入联合国大楼被
铁面无私的保安拒之门外，真是人走茶凉，

无比尴尬呀！不过这难不倒国际斗争经验丰
富的秘书长，只见潘基文迅速击昏保安，换上
保安服装大摇大摆混入大楼内部。视频中，
他乔装打扮，戴上搞笑的红色毛线帽子，“流
窜”于各个会场，不过他只能坐在代表席上。
还有一段是潘基文秘书长自己演绎的退休后
生活：潘基文特别喜欢《泰坦尼克号》，他竟然
采取P图形式，将影片经典镜头男主角换成自
己的照片，于是该片的经典画面就变成了潘
基文拥着露丝在船头伸开双臂享受海风的场
景。不仅此片，在影片《暮光之城》男女主角
的身后，也出现了帅气的潘基文身影。影片
未看完，现场观众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我在联合国总部上班
朱 旌

八年多以前爆发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至今
影响着世界。在金融大鳄挣扎于惊涛骇浪之中
的时候，几只小虾米出人意料地收获了超常的
回报，美国影片《大空头》真实地还原了这个惊
心动魄的故事。

空头者，从做空中获益者，是金融危机中的
绝对少数。

2005年夏天，房地产市场的统计数据让小
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巴里博士困惑。2001年网
络泡沫破灭，硅谷房价不仅幸免于难，还出人意
料地逆势上扬，实在是个怪现象。好奇之下，他
查阅了主要银行厚达几千页的房贷债券。结果
让他更惊奇：房贷中藏着大量的可调利率房贷，
在几无门槛的优惠利率刺激下，购房者的热情
被点燃了，市场一派繁荣。一旦恢复正常利率，
还贷的压力就陡然增加，违约的风险也会翻
倍。迈克的测算吓了自己一跳：如果违约达到
15%，就会推动次级贷市场倒塌的多米诺骨牌。

做空次级贷！这是个匪夷所思的点子。上
至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下至华尔街的
职场新人，都已经习惯说房贷坚若磐石。

迈克有钱，却没有合适的做空产品可买。
他和银行一起设计了一个信用违约互换产品
（CDS），孤注一掷与银行展开对赌：如果房地产
市场正常或上涨，他付给银行保费；如果房地产
市场下跌，银行按约数倍赔付给他。

迈克顺利地扫了半条华尔街，此时是2005
年12月。迈克不知道，他的创意启发了另外三
路空头。

第一路是德意志银行不得志的小交易员杰
瑞。他从迈克怪异的产品中嗅到了金钱的味
道，可惜他没钱，于是开始游说华尔街的左邻右
舍。摩根士丹利旗下的前点基金听懂了他的计
划。基金经理马克·鲍温向来讨厌华尔街的贪
婪和阴暗，调研房地产市场之后更是目瞪口呆：
一个有百栋房子的小区只有不到4个人居住，
一所房子的户主是一只狗的名字。无需复杂资
料，甚至无需收入证明，买房就像买白菜。他决
定做空。

另一路是来自科罗拉多的棕地基金，是两
个小青年查理和杰米在简陋的车库里折腾出来
的，4年时间从11万美元炒到了3000多万美
元。他们来到华尔街的大银行，朝圣一般地恳
请投行给予他们长线期权交易资格。他们被一
个前台小助理干脆利索地拒绝了，理由是他们
的资金规模只有门槛的十分之一高。垂头丧气
之际，他们无意中看见了茶几上一份做空次级
贷的计划书。苦于没有交易资格，他们搬出了
前摩根士丹利员工本。本深谙游戏规则，握个
手，说几句，棕地基金的交易资格问题就解决
了。然后，他们开始等待收割。

山雨欲来，本该是大风满楼，却是出奇的平
静。定时炸弹就在身边，为什么听不到嘀嗒
声？那些高智商的名校学子呢，那些经验丰富
的江湖老手呢，那些一层又一层的监管和监督
呢，那些嗅觉敏锐的代言社会良心的媒体呢？

可以怪金融衍生品太复杂，让优秀的头脑
聪明的创意成了殉葬品。层层打包之后，蛋糕
的坯子早就被五颜六色的奶油水果掩盖，买蛋
糕的人自然看不出。更可怕的是，做蛋糕的银
行也不再检查，甚至习惯于在数据模型上加盖
层层空中楼阁，至于地基牢固与否他们也看不
到了。只要还有人肯买，赚钱机器就可以继续
运转下去。

那些层层设置的风险控制呢？美联储呢，
一直在给市场吃定心丸。信用评级机构为了生
存，一概绿灯大开。标普的女高管说了句实话：
不给高分？银行就去隔壁找你的竞争对手了。

喜欢爆料口口声声说社会责任感的媒体
呢？华尔街日报的财经记者没细问就拒绝了：
就凭你们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分析，哪
家银行会承认？我才不会为此搭上我的名誉
呢，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活。

这其实是个危险的合谋。直到2008年春
天，泡沫嘭的一声破灭。空头们在血雨腥风中
收割，也经历了一场心灵风暴。

迈克证明了自己，却没有感到幸福。他记
得当初在交友资料里写道，我是个医学院学生，
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用，还有14.5万美元的助学
贷款要还，我不懂得与人交往。很快收到了未
来妻子的回信，她说我就要你这样的。他知道，
妻子看重的是他的坦诚。他在等待胜利的时候
也不得不与无边的盲目贪婪交战，黑暗吞噬了
他最珍视的坦诚，他关闭了基金。

华尔街的银行开始大规模裁员，查理和杰
米第一次有机会趁乱混进办公室。平台上空空
荡荡，完全没有了他们此前想象中的霸气。面
对华尔街的哀鸿遍野，他们笑不出来了。

马克依然愤怒。他知道，危机是教训，却并
不意味着脱胎换骨。华尔街此时为自己的贪婪
欺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后依然能绑架政府，
靠纳税人的输血缓过气来。

当成就的脚下踩着千万人的悲伤，胜利也
就镶上悲伤和茫然的黑边了。单纯的悲伤与复
杂的胜利，哪个都不好过。

楼摇摇欲坠

心惶惶难安
池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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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黑衣黑裤衬托着挺直的腰板，看不到
皱纹的脸掩盖住实际年龄，黑色的大手和手指
粗壮有力。“我叫弗朗西斯·凯雷。”他握住我的
手，黑色的眼睛闪烁着真诚的亮光。

1965 年，弗朗西斯·凯雷出生在布基纳
法索南部炎热的萨赫勒。布基纳法索是世界
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只有四分之一成年人
识字，凯雷的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中有五个
是文盲。村里大多数人都把上学看成是浪费
时间的事，做村主任的父亲有眼光，全村人集
资把凯雷送去学校读书。凯雷非常珍惜上学
的机会，在学校里表现出色，被推选到一所省
会职业学校继续求学。在接受完木匠和细木
工训练后，他开始找工作。

后来他得知德国有一个提供大学奖学金
的机会，他幸运地被录取了。凯雷当时刚满
18 岁，只能说摩斯语、比萨语和法语，不会一
句德语和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凯雷成了
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在非洲家乡和欧洲新
家两个世界之间穿梭。

为了建立起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他花
了十数年的时间，在布基纳法索培养人们对
教育价值的重视。在布基纳法索，几乎有一
半的人口年龄在 16 岁以下，教育机会尤为重
要。他说：“我想把更多知识带回我的国家，
让人民也可以从我的成功当中获益，造福他
们。”凯雷的愿望正在一个一个地变为现实。

位于布基纳法索南部平原的冈多，那里
没有任何中等教育机构，气候条件也十分复
杂。凯雷为当地设计了一所小学，他利用被
动式的制冷策略，如地下管道传导空气、绿化
种植、烟囱效应、双层屋顶及双层立面，在夏
季热浪中创造出适合当地孩子们学习的室内
环境。凯雷开创性地将传统的建筑材料和当
代建筑技术相结合，浇筑墙全部是由当地生
产的黏土和骨料制成，仅用了 10%的水泥，
不仅省时省力，还更加环保。在降水稀少的
非洲，雨水非常珍贵，雨水回收也作为考量因
素。最终这座建筑因为通过使用基本的施工
技术实现优雅和简洁的设计，获得了拉法基
豪瑞可持续建筑设计大奖赛第三届全球金
奖。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凯雷？他说：“每一次
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问一下自己的
初心是什么，我的初心就是对于他人的爱，对
于我社区的爱。”

弗朗西斯·凯雷：

走出非洲
回报家园

陈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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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臂享受海风，还在影片《暮光之城》里露了一脸

世界上最贵的牛肉是日本肥牛。无
论 怎 么 排 名 ，松 阪 牛 名 列 前 三 毫 无 争
议。近日，笔者到日本三重县松阪市，采
访了老资格的养牛专业户栃木治郎先
生，了解了日本极品肥牛是如何养成的。

84 岁的栃木先生从事肉牛生意 60
多年了。笔者穿防护服、换高筒胶鞋、戴
橡胶手套的时候，栃木先生将牛棚周围
洒满了消毒水，并在一塑料箱中备好半
箱消毒液，清洗鞋底后随他进入牛棚。
老人拆下 3根立柱后，将一头圆润丰盈的
黑牛牵出了牛棚。种牛的脑袋极小，四
肢很细，更映衬出其肥厚圆润的身躯。

栃木先生告诉我，松阪牛的子牛选
用日本黑毛和牛。松阪牛专门选用母
牛，出栏体重最大不过 700 公斤。牛在
刚出生时是散养的，半岁之前吃牛奶，半
岁后开始喂食青草、饲料。10 个月之后，
仍喂食子牛饲料，但从此不再喂青草。

20 个月时，体格基本成型，进入育肥程序。
关在圈里的牛很少出来，饲料也改为育肥用
的专用饲料。主要内容是大麦、豆粕、麦麸、
玉米粉，每天早晚两顿，各 2.5 公斤，辅以切
得短短的干稻草和当地纯净的自来水。

诀窍就在这些饲料的配料比例上。笔
者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小黑板，记录着两组饲
料配方比例，可以看到正在育肥的两头牛饲
料配方比例明显不同。栃木先生称，这是根
据不同牛的食欲和性格调配的，完全靠个人
经验，诀窍也就在这里。如今，同一天出生
的两头牛，30 个月龄时体重竟差 50 公斤，一
头 520公斤，一头才 470公斤。

牛羊畜类向来以绿草喂食，松阪牛为何
不喂食青草？栃木先生说，松阪肥牛以肥瘦
结合，瘦中漂肥，白如霜降，味道绵甜，入口
即 化 为 特 点 。 如 果 喂 食 青 草 ，日 语 称 为

“菜”，那就真成了“菜牛”，油脂成分会变成
黄色，从此与“霜降”无缘，档次评级与柴牛
归为同类，也根本卖不上价钱。

松阪牛在出栏时有严格的级别分类。
根据其品质、味道、安全性、品牌影响力等
10 多项指标，核定出不同等级。当地的行
业组织松阪肉牛共进会每年都有肉牛评级
拍卖活动，根据牛的体型、肉质、健壮程度评

选出“松阪肉牛女王”等前五名优质牛，拔
得头筹者自然拍卖出好价钱。能够参加评
比的前 50 头牛都将给业主带来可观收
入。栃木先生自豪地说，1992 年、1994
年、1996 年自己养的肉牛曾经 3 次夺得冠
军，拍卖到 3000万日元和 1000万日元。

栃木先生说，想拔头筹的确需要下一
番功夫。首先，牛的形状要美观。他从 10
个月就开始给牛角整形，用结实的红布条
将牛角缠住并使其向内弯曲生长，长大后
牛角如月牙般漂亮。其次，育肥后期由于
大量进食，牛的消化功能下降，会给牛喂食
啤酒，促进了牛的消化，也使肉质更美。为
了疏解牛被困栏中的心情，也会为其播放
音乐，进行按摩。为获得更好的肉质，“特
产松阪牛”养到 40个月才出栏竞拍。

数十年来，松阪牛的养殖规模始终保
持 在 12000 头 左 右 ，每 年 出 栏 不 过 400
头。松阪牛遵循着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上世纪 90 年代“疯牛病”事件发生后，每一
头松阪牛从出生后就佩戴了耳环，10 位数
的号码记录了每一头牛从血统、出生日期、
养殖户姓名、饲料搭配、健康管理，到屠宰
后的 DNA 鉴定、流通渠道等全部信息，保
证了牛肉的绝对安全和品牌纯正。

2017 年 1 月 5 日-8 日、13 日-15 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

作的大型舞剧《孔子》在美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

院和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开启双城巡演。

作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打造的高端文化交流品牌“中华

风韵”系列演出之一，舞剧《孔子》将孔子的情怀与思索融于春

秋时代恢弘的历史背景中，通过“玉人舞”“幽兰操”“采薇舞”

等精妙舞蹈编排，串联起孔子参政进谏、周游列国、危困绝粮、

弦歌幽兰、晚年归鲁、删改《诗经》、撰写《春秋》等线索，探寻其

内心“仁、礼”思想的丰富内涵，奉献了一场中国古典美学的视

觉盛宴。 （穆 雯）

日本极品肥牛是怎样养成的
苏海河

民族舞剧《孔子》惊艳美国

牛在刚出生时是散养的，半岁之前吃牛奶，半岁后开始喂食青草、

饲料。10个月之后，仍喂食子牛饲料，但从此不再喂青草。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见证了许多重要

历史时刻

栃木治郎和他的松阪牛。

凯雷（前立者）在北京演讲

精美的熏香舞

☞
观众起立鼓掌

☞
☞ 孔子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