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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比尔!盖茨"家里人习惯叫他特

里# 特里$保罗!艾伦和另一个朋友还在学

校时"就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创业计划%建

立了一家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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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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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街头获

取原始数据"再制作成实时的交通流量图#

在厨房餐桌上多次试验成功后" 我儿

子说服了西雅图市的几名职员来家里观摩

演示# 然而"那天盖茨家的展示却没有取得

预期的效果#

亲眼看到系统运作失败 "特里如何反

应呢) 他一边奔向厨房"一边哭喊着%&妈

妈* 妈妈* 你来告诉他们机器可以用* (

结果可想而知" 那一天特里一台机器

都没有卖出去#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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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还是取得了成功" 虽然对预见微软公司的

巨大成功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件事留下的

教训"可能就是证明了&失败乃成功之母 (

这个道理#

,-./

年 " 特里从哈佛大学二年级辍

学# 激励他这么做的"是他从宿舍打给阿尔

伯克基一家公司的一通电话# 当时"那家公

司已经开始生产世界上第一代个人电脑#当

时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保罗!艾伦"在+大

众电子学, 上看到一篇介绍个人电脑的文

章"便急匆匆地带来给特里看#此前"两人已

经预料到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且知道一

旦成为现实"软件将成为关键部件#

于是"特里给那家公司打电话"向他们

推销软件产品# 公司立即对此表现出兴趣"

从此为特里和保罗打开了创建微软这一奇

妙冒险的大门#

当特里宣布他打算辍学的时候" 我和

他母亲自然都不高兴# 但他坚持认为 "到

哈佛毕业的那天" 这种机会将不复存在 -

并且向我们保证他会回到大学完成学业 #

011.

年
2

月
.

日" 哈佛大学授予特里荣

誉法学博士学位# 特里向听众致辞说%&为

了这句话"我等了
31

年# (说完"他转头看

着我说 %&爸爸 "我答应过你 "我会回来完

成学业# (

也许"这个故事可以为其他拥有好奇心

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些启示#孩子一开始就

需要自由的空间" 去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

家长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限制他们的梦想"因

为你无法想像当孩子以与你期望的完全不

同的方式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时"你将会感

到多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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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参考消息# 威廉$盖茨 文%

自首

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

的生活!

!

月
"#

日下午"他们把一箱假冒的#湾

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

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
$

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只扔

下一句&放心吧"没事' $在国家工商总局的台阶

前"门卫拦住了他% &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

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 $这句话在

纸上或口头上演练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

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现实里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去公安局% $

自首的第一步受挫了%刘曼在接待大厅门口

踱来踱去%终于"一个工作人员出来接访了%刘曼

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

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

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 翻开本子"上

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二号"

!%%#

年年底" 一无所有的湖南男人刘曼在

北京混迹了
&

年后"开始替北京郊区一家冰棍厂

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

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

市和商店"每箱赚一到两元的微薄差价%虽然每天

很晚回到家里"他还是满足地记下每一笔收入%

数字在
!%%'

年出现了一次飞跃% 年初"他试

图向刚认识的郭姓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到

#

万元到
'

万元% 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嘲笑

了他)&一年* 我们一个月都不只赚那么点% $

刘曼至今记得" 自己当时突然 #心怦怦直

跳$%

从此"#二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 #二号$是

假货的代名词%一入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

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

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

(

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

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

功% 假货销售量激增"他赚的钱也在飞速增加%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

的客户这样劝他%

随着
'

月的临近" 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

生意也越做越大%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

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现在的妻

子% 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 在自己开的超

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水饺

!%%'

年"经过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

绍"刘曼入了卖假饺子的行当"并且很快洞悉了

其中的学问%

和冰棍不一样的是"把假冒的水饺卖给批发

商时"必须要欺骗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为此"制作

假饺子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意包装"而且必须

保证口味% 假#湾仔码头$牌水饺"经常使用价格

相对便宜的#三全$水饺来冒充%而假的#三全$水

饺"则可能用更便宜的品牌冒充%

从他的记账本上可以看到"

)

月初的一天"他

卖出了第一批假冒的#湾仔码头$水饺% 货是从别

人那里进的"一共
!#

箱"一倒手净赚了
""&&

元%

第二天"刘曼把
&*

箱假冒水饺送到了大兴"

因为数量多"每箱便宜了
!

元钱% 这段时间"前

前后后"一共卖出
!'%

箱%

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刘曼却打

起了退堂鼓% 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

网"查自己的罪责%

涉案金额超过
*

万元就有刑事责任了% 刘

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 $

接下来又出了一个小意外"正牌的#湾仔码

头$水饺突然更换了包装% 因为新包装一时没法

伪造"假货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

本已有些退意的刘曼"禁不住几名老同伙的

撺掇决定自己参与到制造的过程中%

制假在悄悄进行%

客户

刘曼他们自造的饺子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

问题% 位于沙河的一个批发商打来电话"告诉他

#有人吃出味儿不对$% 北三环附近的批发商则

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 没过多久"大兴的

客户也把电话打了过来%

假货屡屡被发现"使刘曼开始考虑如何#全

身而退$% 他心里盘算着"

"+'

万箱饺子" 超过
*

万元了"也超过了刑事处罚的界限% 何去何从"

刘曼矛盾着%

刘曼很怀念
!%%(

年 "初到北京的时候 "尽

管身无分文"但在一些安静(有阳光的下午"他

喜欢躺在床上看报纸%闲的时候"他曾把自己写

的小说给一个
#%

多岁的老作家看过%但这并没

有妨碍他继续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

名牌水饺"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 而现在"

看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开始胡思乱想%他

就要当爸爸了%

妻子

刘曼一直没有把自己制售假货的事情告诉

妻子%在妻子看来"自己老公虽然非常辛苦"但很

能干"是一个&正派而体面$的人%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

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

卖假货% 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

钱"奶粉想买国外的% 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

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几个月

前"刚怀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三

聚氰胺事件"也看到过那些孩子%

有很多次"刘曼恨不得立即带着妻子逃回远

在湖南的农村"&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

而这种想法最后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

良知

在一次次挣扎中" 刘曼开始创作自传体小

说"写主人公小龙如何一步步走入制假贩假的深

渊%

!

月
"!

日"刘曼写完了他的小说"下定了决

心去自首%不过"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来之前"

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曾经卖出假冒&湾仔码头$水饺的批

发商那里"向他们赔钱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饺"他

打包放在家里"准备当做自首的证据%

!

月
"#

日这天下午"刘曼稍做收拾"带好证

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出发了% &你是个有良知的公

民% $ 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刘曼送出门时

说%由于属地管理的关系"这次举报被转交给北京

市工商局处理"刘曼仿佛没有听见"一声不响% 过

了一会儿"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良知$这个词向

对方重复了一遍%

%

文中!刘曼"为化名#

!"

!摘自"商界& 张伟 文%

这是关于&逃税天堂$的一组数据)&掌控$着

约
"%

万亿美元资产"拥有
&%%%

家银行(占全球总

数三分之二的对冲基金公司"以及
!%%

万家&基地

公司$,纳税人为躲避纳税而在低税或无税国家和

地区设立的公司-" 全球
*%,

的资金经过它们中

转% 像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这样被国际资本青

睐不已的&小地方$"如今已成为交易量最大的国

际金融地%

了解到如此种种"就不难理解&逃税天堂$为

何会在
-!%

峰会上成为众矢之的了%

名单背后的中法较量

&

月
!

日"

-!%

伦敦峰会达成一致"将对那些

不愿合作的&逃税天堂$进行制裁%当晚"经济合作

和发展组织,

./01

-公布了
(

份名单%

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乌拉圭因完

全忽视国际通用税收标准而被列入 &黑名单$"瑞

士(卢森堡(比利时等
('

个国家和地区上榜&灰名

单$% 包括中国,不包括港澳-(美国(英国(德国在

内的
&%

个国家和地区因完全执行国际标准荣登

&白名单$%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认

为香港和澳门也应该列入#逃税天堂$"遭到中国

强烈反对%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人们很难

相信"如果中法两国未能就此达成妥协"那么整个

峰会就会流产%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金融时报/ 援引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描述

说"峰会接近尾声之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法国总

统萨科齐和中国主席胡锦涛拉到一旁"#全体与会

者都看到了这一幕$%

#随后"美国总统扮演了中间人"使中国和法

国的国家首脑就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达成妥协%$

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就是法国放弃将香港和

澳门列入#逃税天堂$名单%

美国给了萨科齐压力"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

只有萨科齐本人知道% 但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

月
"

日晚
""

时左右" 英国首相府的欢迎晚宴结

束"胡锦涛主席从首相府走出"在他身后的萨科齐

满脸微笑地紧追了两步赶上" 与胡主席并肩走出

首相府%

港澳不符合!逃税天堂"标准

什么是#逃税天堂$*

./01

有四大标准来认

定)

"+

对金融或其他服务所得不实行所得税或只

有名义上的所得税" 或将本地作为非居民逃避其

居住国税收的场所0

!+

不能有效进行情报交换0

(+

缺乏透明度"如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不公开0

&+

有

利于外国实体建立没有实质内容的经济活动%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区王景智介

绍"香港没有银行保密法条例"并且有打击避税和

逃税的法规和条款%

#香港回归后已对税制进行了调整"虽然香港

的所得税是
"$+*,

的低税率"但与开曼群岛等
*,

甚至零税率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央财经大

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认为" 一般情况下"#逃税

天堂$当地政府基本不介入经济活动"而香港的经

济完全是在政府的管辖监控权之下运行" 香港政

府的大部分开支还是靠税收" 香港有序健康的经

济形态与#逃税天堂$的特征截然不同% 澳门政府

对于其主要产业博彩业的税收税率很高" 也根本

不存在避税的问题%

打击因为!差钱"

据了解"被
./01

认定的传统的#逃税天堂$

共有瑞士(列支敦士登(卢森堡(西萨摩亚(百慕大

群岛(巴哈马群岛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等
&(

个国

家和地区%

本来这些国家的制度并无不妥" 但是却给了

避税(洗钱(非法转移巨资等违法行为可乘之机%

发达国家因此也呼吁对#逃税天堂$进行打击"但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加大力度是在金融危

机爆发以后%

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说"在相继出台大规

模经济刺激计划之后" 遭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

一些国家不免囊中羞涩"#逃税天堂$ 保险箱中存

有的巨额离岸资金便成为发达国家关注的目标%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参议院的报告估计"因通

过#逃税天堂$逃税"美国每年约损失
"%%%

亿美元

税收%美国联邦政府会计总署提供的报告则显示"

在美国最大的
"%%

家上市公司中"

'(

家在 #逃税

天堂$拥有离岸公司%

-!%

伦敦峰会之前" 美国就已经向 #逃税天

堂$出手"今年
!

月"将瑞士最大银行瑞银集团推

上了被告席"要求瑞银公开数万美国客户的信息%

法德更是竭力推动
-!%

通过决议"制裁拒不合作

的#逃税天堂$%

中国!假外资"将告别好日子

目前"大部分#逃税天堂$都已经做出让步"表

示愿意配合打击逃税%虽然可能仍面临种种困难"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即将出台.禁止利用

税收天堂避税法案/" 如果其他国家跟进效仿"构

成国际合作体系"未来就可以对#逃税天堂$给予

沉重打击%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打击#逃税天堂$力度的

加大"大量披着#外资$外衣的中国企业的命运将

会如何* 蒙牛(汇源(

203

国际(神州数码(光大国

际(安踏体育等离岸公司"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很多中国内地公司

在#逃税天堂$注册"主要是为了方便资本安排"并

且在国内享受对外资的税收优惠% 打击 #逃税天

堂$"对其在国内享受的种种好处"并没有什么影

响%但是由于#逃税天堂$相继修改公司注册法规"

并大幅度提高公司的年费" 这些离岸公司在享受

优惠的时候有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张皓雯 马建国 文%

5

月
06

日下午"原奥运会开幕式独舞+丝路,

的
7

角演员$开幕式舞蹈彩排时摔伤的舞蹈演员刘

岩"在手术后首次面对媒体#

为奥林匹克而受伤

0819

年
.

月
0.

日晚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离

第一次带观众彩排只剩下
5

天了# 当晚
9

点
0:

分"

音乐响起"+丝路,幕启"刘岩翩跹出场"空中的&飞天

女(被托在那片&电子薄纸(上纵情舞蹈"飘曳的衣裙"

长长飞舞的彩绸"靓丽飘逸# 按规定动作"刘岩将从

&电子薄纸(上腾跳到另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是活动

的"由一辆可行进的车子制成"由人工在下面推行#可

是"当刘岩开始起跳到这个平台时"左脚刚刚踏上"右

脚还未赶到"平台却提前动了# 刘岩脸上的灿烂笑容

还未收拢"便仰天从近
5

米高的平台上摔了下去*

在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出具的一份 &情况

说明( 上是这么写的%&由于车台操作失误" 提前撤

出"造成独舞演员刘岩从近
5

米高空踩空$坠落"严

重受伤"并为此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

爱让我感到温暖

说起受伤当日的情况" 刘岩仍有些不愿回忆#

&这个现在也不能去追究谁的责任"但的确那一天车

台是很快的"速度是相当快# 我踩到车台上"它太快

的话"会有惯性"会把你悠倒# (

摔下车台的刘岩当即昏倒"&我疼得全身是汗"

衣服都湿透了"但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当天我最

近的人第一时间已经知道我接下来面临着什么"我

的生活将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 但当晚他不会告诉

我"而且马上我要进手术台# (

当人们提到她的任央视导演的新婚丈夫郎昆

时"刘岩一再表示"这是私事"想给自己留下一点空

间# 不过她也承认"因为家人的关心"现在的自己很

幸福"心里恢复了温暖# 在刘岩受伤的那段时间"丈

夫郎昆工作再忙也天天去医院看望和陪伴刘岩#

我坚信我能够重新站起来

刘岩透露" 现在自己仍不能站立" 每天进行
6

个小时的恢复疗程# &在每一天的康复过程当中"我

都告诉自己"我的腿部一定能恢复#至于最终是不是

能恢复到理想的状态"能不能像以前一样跳舞"我充

满信心"但是又不抱特别高的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心

态留点空间# (

刘岩表示"她不会放弃舞蹈这份她热爱的事业"

&我仍旧会在舞蹈上出自己的一份力"可能已经不是

舞台表演"但我想参与一些包括文字$理论方面的工

作"参与创作# 接下来会给学生上课"还会出一本自

传体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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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的导演姜伟并非新人"他执导

过 .青鸟的天空/(.浮华背后/(.让爱做主/"也

曾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浮华背后/等热播

剧的编剧"目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潜伏/

的另一个执行导演付玮就是他带的研究生% 姜

伟评价自己的作品没有矫饰和自得" 他告诉记

者"由于
!%%&

年起广电总局限制警匪剧在黄金

时间播出"便出现了谍战剧这一变种"过去只有

在#冷战$时期"表现#北约$和#华约$时才有这

种类型% .潜伏/就是一部披着谍战外衣的情感

悲喜剧%

.潜伏/的特点是没有一颗#闲棋$"每个人物

都栩栩如生" 有几位是以往影视剧中少有的形

象%余则成对上司恭顺隐忍"心思百转千回"对左

蓝和翠平有情有义0站长深谙为官之道"身处乱

世明哲保身0李涯作为国民党死忠派特务"明知

大厦将倾"还在溃败之前献上#黄雀计划$"为在

大陆安插特务积极准备0中统雇员谢若林是情报

贩子"他做生意不仅为了钱"更为一份#成就感$0

不问时事的晚秋一心想当余则成的小妾"哀怨地

说自己这个偷心贼是不偷"只惦记%

在姜伟的作品中"灰色是主色调%#一个正面

人物"就没有很小人的时刻吗*拿到道德框架中"

有道德对错0拿到政治框架"有政治对错%任何一

个砝码"搁在其中都有对错%为什么要框他们呢*

你用哪种道德去框他们*

.潜伏/就是这样"当李涯调查余则成反被

殴打时流下眼泪" 当他向站长申辩自己为工作

两年里都睡在办公室" 当他向人表明干事业的

目的不是为钱为女人"只想让#孩子们能好好上

学$"你很难去质疑他那一刻的真诚% 有观众说)

#编剧和导演在塑造人物时都是站在1人2的立

场" 在有限的画面里尽最大可能表现其人性的

一面"我想这点也是.潜伏/能火的另一重要因

素% 余则成只身击毙军统叛徒时"画面多次切换

到那个叛徒的老婆和孩子"妻贤子孝"随着一声

枪响"都结束了% 这样的镜头处理"绝对要比单

一的一枪毙命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 叛徒也是

人"也有家人和孩子% $.潜伏/里没有一个人可

以用简单的对错去判断%

酝酿剧本时" 姜伟说他脑海中浮现的都是

演员辛柏青和朱媛媛夫妇"他俩一文一武"女强

男弱"十分贴合姜伟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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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剧本写

完"朱媛媛怀孕生产"辛柏青要陪伴她% 在尝试

很多演员不合意之后"孙红雷浮出水面% 这个非

传统意义上的间谍吸引了孙红雷" 他在已经接

下另一部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后"准备抽一

段时间去欧洲玩"看到.潜伏/剧本"一顿饭的工

夫"就决定参演该剧% 因为孙红雷的档期很紧"

.潜伏/的拍摄只用了
#(

天% 姜伟遗憾地说)#这

个戏是我最糙的"镜头景别(构图不匹配% 很多

建议(猜疑"还有人说你拍得太细(太慢"从侧面

催促我% $

#有次很深的谈话在孙红雷家里" 他一边谈

一边演"很兴奋"把他的想法演给我看"沟通非常

顺畅%他以前是所谓的硬汉角色"他演得越多"观

众对这种形象越认可" 他越想演余则成这样的

人%对有经验的导演"他以前的戏路不是障碍"他

演怯懦小人物一点没问题% $

#姚晨定得很痛快%1郭芙蓉3能演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好就好在她带来的未知%$姚晨总担心

自己的气场压不过孙红雷"因此初始阶段她痛苦

难当"表示.潜伏/是她拍的最困难的戏%

强调戏剧性的.潜伏/"营造出一个极其逼真

的军统氛围"山雨欲来之前猢狲们的百态"而余

则成"就因在浑水中摸鱼"才能屡屡化险为夷%剧

中的站长叫吴敬中"而军统天津站的站长恰恰也

叫吴景中0也有观众查阅当年历史"附会军统站

的副站长李俊才就是李涯的原型%姜伟说)&吴景

中只是借用了名字" 李俊才和李涯毫无关系"有

人会做极端的推敲"写剧本时会写不下去"会被

真实性所束缚%

身为导演系教师的姜伟总喜欢讲两个层面)

技术层面和情感层面% &我做戏有个简单的原

则+++好看(向上"从不想丢弃这个原则%既然要

向上"就要有积极的主题%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建

立一种有价值的情感"一对有感情的夫妻"人们

不希望他们分开"是因为认可这种关系"再让它

坍塌% 而隐藏在下面的主题是关于信仰% $

上世纪
#%

年代出生的姜伟" 受苏联文化影

响很深%.潜伏/片尾曲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均使用过"原曲叫.神圣

的战争/" 男主角施季里茨想像着红场盛大的庆

祝场面"极其高昂%&我特别讨厌小男人小女人哼

唧"当时坚定地要用这个"可惜没有欧洲嗓和那

么大的合唱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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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孟静文%

!潜伏"的胜算

比尔!盖茨父亲回忆儿子辍学 舞者刘岩的期望

发达国家

翠平!姚晨饰% 左蓝!沈傲君饰% 晚秋!朱杰饰%

余则成!孙红雷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