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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风协议”

9 月 21 日，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对
媒体称 ：“印度政府已将该国富豪阿尼
尔·安巴尼的商业团队作为国防工业的
合作者。”奥朗德的言论使莫迪政府的官
方口径自我“打脸”。 2016 年印度向法
国达索公司购买了 36 架阵风战机 ，印
度国防部长于去年 11 月坚定地表示 ：

“我从未将安巴尼的名字放入政府性协
议中 ， 也没有把任何商业公司加入协
议。”现在阵风协议问题使莫迪政府陷入
尴尬境地， 反对党借此再次以腐败和裙
带资本主义等问题向政府“开火”。

208岁的慕尼黑啤酒节魅力不减
一年一度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10 月 7 日落下帷幕，这个起源于 1810

年的民众狂欢活动， 已经走过了 208

个年头， 至今依然魅力不减。 根据统

计， 慕尼黑啤酒节每年吸引将近 600

万左右的到访者。

巴伐利亚最热闹的节日

在德国， 慕尼黑啤酒节被称为十

月节， 因为每年的啤酒节都会在九月

底至十月初举行。 不得不感叹于前人

精妙的汉语翻译， 相较于让人摸不着

头脑的十月节， 将德国这一狂欢活动

翻译为啤酒节， 一下子点明了这一活

动最重要的特色———把啤酒喝到爽。

传统的慕尼黑啤酒节在特蕾莎草

坪举行。在这块不到 42 万平方米的土

地上，每年都将涌入 600 多万名游客，

在今年，游客数量比 2017 年又增长了

10%。 现如今的慕尼黑啤酒节已成为

了一场盛大的嘉年华， 各式各样的游

艺设备齐整， 甚至有摩天轮等大型游

艺设备。 不过，啤酒节最重要的设施，

还是大大小小的“啤酒帐篷”。今年，一

共有 16 个大帐篷和 22 个小帐篷。 这

些极具巴伐利亚风情的大帐篷里，整

齐地码放着长椅和木桌， 每个大棚里

面都有乐队不间断地演奏各式各样旋

律明快的乐曲。按照传统，参加啤酒节

要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 记者观察

除了本地人外， 美国游客的数量非常

多，而且非常投入，往往会置齐服饰。

啤酒节期间的座位可谓极其紧

张，即使大帐篷可以容纳数千人，但往

往也一座难求。 很多以“啤酒节”为主

题的旅行团都会提前订好座位， 而几

乎所有的慕尼黑企业都会在啤酒节期

间预订位子， 犒劳辛苦工作一年的员

工们。参加啤酒节的民众，往往会从下

午喝到晚上，酒酣之时，站在椅子上和

着现场乐队欢快乐曲，尽情地跳舞。难

怪人们说， 啤酒节期间是德国人最疯

狂的时候 。 2018 年的啤酒节消耗了

700 万升左右的啤酒，在啤酒节上，一

杯标准的“啤酒节啤酒”大约一升，售

价在 100 元人民币左右， 价格高于市

面上的啤酒。 但配上啤酒节热烈的气

氛，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呼物超所值。

源于 208年前的那场婚礼

慕尼黑啤酒节始于 1810 年 10 月

12 日。 在那一天，巴伐利亚的王储路

德维希与萨克森王国的特蕾莎公主举

行盛大婚礼。 王储的父亲约瑟夫决定

为他儿子的婚礼举行为期两天的庆祝

活动。为了表达国王对其臣民的恩典，

在这两天的活动中， 在慕尼黑的四个

地方向全体平民免费供应饭菜和饮

料。 王国的骑兵卫队还在慕尼黑西南

的一个大草坪上举行赛马活动和射击

比赛，以示助兴。 为了纪念这个节日，

参赛的官兵请求国王用新娘特蕾莎的

名字来命名这个草坪， 从那时起这个

草坪就叫特蕾莎草坪。 由于庆典给人

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地民众

建议 1811 年再搞一次全民性的活动，

以后就每年举办一次。这就是十月节、

即慕尼黑啤酒节的起源。

随后， 慕尼黑啤酒节被慕尼黑市

政府接管，规模也一届胜过一届。 200

多年过去了， 慕尼黑啤酒节也形成了

很多有趣的传统，比如每逢开幕那天，

要举行盛大的开幕式和游行。 开幕式

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由慕尼黑

市市长主持。中午 12 时，在 12 响礼炮

声和音乐声中， 市长用一柄木槌把黄

铜龙头敲进一个大啤酒桶内， 然后拧

开龙头，把啤酒放出来，盛在特制的大

啤酒杯中。市长饮下这第一杯，著名的

慕尼黑啤酒节便正式开始了。

除了啤酒， 啤酒节上的各色美食

也值得一试。由于需求量极大，啤酒节

上供应的食物往往比较大份， 烹调方

式也以烤制为主，其中有烤鸡、烤鱼、烤

猪肘和烤香肠等。 虽然这些食物看上去

有些粗犷，但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却

是搭配啤酒最合适不过的美味佳肴。

安全问题威胁啤酒节

自 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

国内安全形势每况愈下 。 特别是 2016

年， 巴伐利亚州境内短期内爆发了三起

血腥袭击事件， 也让慕尼黑啤酒节这一

全民狂欢活动笼罩在安全问题的阴影

下。为了保证慕尼黑啤酒节的安全，慕尼

黑政府从 2016 年开始对啤酒节增派了

警力，设下了开包检查等环节。在今年慕

尼黑啤酒节召开之前， 政府官员也直言

不讳地谈到了对于啤酒节安全的担忧。

为了保证啤酒节的安全， 慕尼黑警方动

用了 600 多名的警察进行轮班值守。 加

强了对于背包的检查， 超大型的背包将

被拒之门外。另外，慕尼黑政府还购入大

批智能摄像头，安装在啤酒节场地内，以

此可以比对数据库， 对混入啤酒节的嫌

犯进行甄别。除此之外，慕尼黑市政府还

斥巨资购入了新的移动栅栏， 扩大了封

锁安全区。

尽管如此，德国媒体依然认为，慕尼

黑啤酒节如今并不安全。 根据慕尼黑警

方的统计数据，2015 年发生在啤酒节的

性犯罪案件数量为 21 起， 而到了 2017

年这一数字急剧上升至 67 起。 事实上，

为了保证女性的安全，自 2003 年开始

慕尼黑啤酒节就设立女性安全站，但

是它的位置恐怕有点问题。 据德国媒

体报道， 每年啤酒节都有数百名女性

求助于安全站， 大部分是寻找她们走

散的朋友。不过安全站也注意到，今年

针对女性的暴力有所增加。而且，性骚

扰等冒犯行为的实际数字应该更高，

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遭到举报。

（本报柏林 10 月 10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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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男女平等能实现吗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街头， 经常可以
看到“超级奶爸”们，他们或从手机屏幕
，抬起头来，在宝宝面前摇晃着玩偶；或
正推着婴儿车走，山坡， 里面躺着一个
不高兴走路的孩子。 他们是瑞典几十年
男女平权运动的产物。每年，北欧国家在
全球男女平等排行榜的顶端相互推搡，

前两周， 瑞典人会羞于承认自己落到了
第 5 名。而美国的打分只有第 49 位，其
中带薪产假这一项美国获得了 0 分。 在
男女平权方面，美国应该向瑞典学习。

掌控美国军工业的女人

“最后一个站着的男人”，这是美国
雷声公司 CEO 汤姆·肯尼迪的新昵称 ，

因为他是美国五大国防产业掌门人中唯
一的男性。 7 月，女掌门凯西·沃登接任
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后，

造就了这一局面。女性 CEO 们在军工业
闪闪发光，例如，本期封面人物玛丽琳·
休森在 2013 年接管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以来，该公司股票已经，涨 338%。

5000

英国约克大学研究人员 10 日说，

一个人平均能识别 5000 张脸。研究人

员请多名研究对象在一小时内回忆日

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人， 写下他们的姓

名， 又让他们回忆名人面孔并写下他

们的姓名。 研究人员出示数千张名人

脸部照片， 问他们是否认识。 结果显

示，每个人能识别的人脸数目不一，从

1000 张到 1 万张不等 。 人均能识别

5000 张人脸。

17.5 亿

美国政府 8 日要求联合国国际法

院不受理伊朗提起的起诉，拒绝归还伊

朗 2016年遭冻结的 17.5 亿美元资产。

美国最高法院 2016 年 4 月裁决，美国

政府可以把冻结的 17.5 亿美元伊朗资

产用于赔偿“受伊朗支持”恐怖袭击遇

难美国公民的家属，总计 1000多人。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每逢夏日，来一杯爽口的啤酒，是

许多人的选择。 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啤

酒品牌有很多。 国外的有百威、喜力、

嘉士伯、麒麟等，而中国的青岛、燕京、

雪花也是蜚声中外， 更不要说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啤酒。 看起来啤酒

品牌很多很分散， 但实际上全球啤酒

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产业。 据美银美

林的报告显示， 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啤

酒生产来自于三家行业巨头， 包括百

威英博、喜力和嘉士伯。其中百威英博

更是巨头中的巨头 ，2016 年以 1070

亿美元成功收购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啤

酒公司南非米勒后， 其全球市场占有

率超过 30%，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超

级巨头的地位。

百威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啤酒品

牌，价格亲民。 在美国，百威更是被称

为蓝领的啤酒。 但这样一个平民啤酒

品牌的背后， 却站着一个世界啤酒业

的巨无霸———市值 2100 亿美元的百

威英博。

从中文名上看， 百威英博似乎是

由百威和英博两家公司合并而成。 但

实际上 ， 百威英博的英文全名为

Anheuser-Busch InBev SA （简称 AB

Inbev?， 这个名字来源于四家著名的跨

国啤酒集团， 分别是美国安海斯-布希

（Anheuser-Busch， 简称 AB， 百威是其

旗下最著名的啤酒品牌?， 比利时的英

博 （ Interbrew? ， 巴 西 的 美 洲 饮 料

（AmBev? 以及南非米勒 （SABMiller?。

从这一复杂的名字也能看出， 百威英博

的历史就是一部世界啤酒业不断并购壮

大的历史。

美国安海斯-布希创立于 1852 年，

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该公司

曾是美国最大的啤酒生产商， 其最著名

的品牌百威在美国乃至全球畅销百年。

而百威英博名字中的百威即来源于百威

啤酒， 也可见百威品牌的影响力之大。

2004 年， 安海斯-布希收购了中国著名

的哈尔滨啤酒等， 也是中国啤酒市场上

的重要参与者。

比利时英博成立于 1987 年，由比利

时两家最大的啤酒生产商时代 （Artois?

和皮德博乌夫 （Piedboeuf? 合并而成 。

值得一提的是 ， 时代啤酒成立于 1366

年， 迄今有 600 多年的历史， 是欧洲历

史最悠久的啤酒之一。 1995 年和 2002

年英博又分别收购了加拿大酿酒商拉巴

特和德国啤酒制造商贝克。

巴西美洲饮料 （AmBev? 成立于

1999 年，由巴西两家最大的酿酒商南极

洲 （成立于 1880 年 ?和布哈马 （成立于

1886 年?合并而成。

南非米勒啤酒 （SABMiller?的前身

是成立于 1895 年的南非啤酒厂，从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公司在国际上不断并购

扩大。 1999 年，它成立了一家新的控股

公司 SAB，并将其主要上市公司迁至伦

敦证交所。 2002 年，SAB 收购了米勒啤

酒（Miller?，成立了 SABMiller。 在被百威

英博收购前， 南非米勒是世界第二大啤

酒生产商。

进入 21 世纪后， 在国际资本的运

作下， 世界啤酒业并购速度加快， 进入

了 “大鱼吃大鱼 ” 阶段 。 2002 年 ， 比

利时英博以 112 亿美元并购巴西美洲饮

料， 成立新的英博， 该公司是当时世界

第一大啤酒生产商。 2008 年， 安海斯-

布希以 520 亿美元收购英博， 成立百威

英博。 2016 年， 百威英博更是以 1070

亿美元的天价， 收购南非米勒啤酒。 最

终诞生了如今的巨无霸百威英博。 有意

思的是， 虽然百威英博的英文全名中还

有米勒的名字， 但在英文简称和中文名

却无此痕迹。 对此， 南非米勒的主席有

些失望地表示： “百威英博已经为收购

公司支付了全价， 他们怎样处理公司都

可以， 他们爱叫什么叫什么。 人生就是

这样的， 无所谓。 ”

跨国啤酒集团的出现， 改变了全

球啤酒业分散的局面， 有利于这些巨

头们共享销售渠道， 获得更加廉价的

原料啤酒花和大麦 ， 提升企业的利

润。 比如， 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时代啤

酒和墨西哥著名的科罗娜啤酒， 如今

在中国的电商和超市中都能买到， 这

都要归功于百威英博的出现。 今年 3

月 1 日， 百威英博公布了 2017 年的

业绩报告， 这也是其收购南非米勒后

的首份年报 。 年报显示 ， 百威英博

2017 年的销量为 6126 万千升， 同比

增加 0.2%； 营业收入 564 亿美元，同

比增加 5.1% ； 净利润为 61.9 亿美

元。 百威英博的各指标全线飘红， 可

谓交上了一份满意的并购答卷。

不过， 以百威英博为代表的啤酒

业巨头们也遭遇成长的烦恼。 经过一

系列的并购， 百威英博旗下如今拥有

近 300 个品牌。如何管理这些品牌，为

它们确定发展方向，并非易事。 此外，

在巨头模式中， 这些跨国公司往往会

力推少数几个赚钱的高端品牌， 大多

数品牌则有可能被边缘化， 最后甚至

消失。假如真的这样的话，未来的世界

啤酒市场或许会就像可口可乐市场一

样被高度垄断。这对消费者来说，会是

幸事吗？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 头顶，飘
着一撮黄毛的丁丁是我们这一代能够接
触到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卡通人物形象之
一。捧着一本小人书《丁丁历险记》，跟着
小记者丁丁和他脚边形影不离的小狗白
雪，一起探索刚果丛林，潜入埃及古墓，

寻找独角兽号的海盗藏宝图 ， 回到
1936 年日本侵华战争前风云突变的老
，海， 甚至搭乘人类历史，第一艘载人
飞船飞向月球。丁丁，白雪，阿道克船长，

向日葵教授，卡尔库鲁斯教授……《丁丁
历险记》里这些经典的异域世界，构成了
我们童年对外部世界的最初想象。

40年后，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记者，

再一次跟随丁丁回到布鲁塞尔，搜寻他的
创作者、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在这座城市
的历史印记，试图重构这份童真。

几乎不用费力去找， 丁丁仍然生活
在布鲁塞尔的每一个角落。 在市中心大
广场附近，新开了一家丁丁专卖店，全套
的丁丁漫画书， 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语
言版本，玩偶、道具模型、文具、T 恤、纪
念卡、明信片、文具、钥匙串等等，所有的
周边商品，一应俱全，且售价不菲。 一枚
60 厘米长的红色登月火箭， 开价 650

欧元。 《蓝莲花》中我们熟悉的丁丁和白

雪躲在青花瓷瓶里的小雕像，要卖 175

欧元。

但是，在布鲁塞尔，有一种惊喜花钱
也很难买到。走出丁丁专卖店，沿着碎石
方砖铺成的鹅卵石小巷， 在撒尿小童雕
像附近的爱杜夫街，你会不经意地发现，

转角处就是一幅巨大的丁丁涂鸦， 面积
超过 36 平方米， 占据了拐角一堵 4 层
楼高的墙面 。 这幅涂鸦取材于埃尔热
1954 年创作的《卡尔库鲁斯案件》———

丁丁、 白雪和阿道克船长正沿着长长的
消防逃生楼梯走下来。

布鲁塞尔市中心有近 50 幅街头漫
画涂鸦作品， 几乎囊括了比利时近现代
最重要的漫画家作品， 包括我们熟悉的
丁丁、蓝精灵、斯皮鲁、牛仔卢克、卡斯通
等等，如果有时间全部逛一遍，对于这个
在比利时被称为 “第九艺术” 的动漫文
化，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从 1929 年 1 月埃尔热在一份保守
的天主教报纸《二十世纪报》，首次连载
《丁丁历险记》开始，这套漫画系列共出
版了 24 集，被翻译成 90 种语言，在全
球累计销量超过 3.5 亿册。埃尔热和他

笔下的丁丁， 俨然成为外界理解比利时
文化的一个桥梁。

在布鲁塞尔坐地铁 1 号线，往东抵
达终点站斯托克站 ， 地下站台层两面
135 米长的墙面，，绘有 140 多个 《丁
丁历险记》的人物，其设计和草图绘制由
74 岁的埃尔热一手操刀，这是他 1983

年病逝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公共作品。

如果是想膜拜埃尔热的丁丁死忠
粉， 那么距离布鲁塞尔 30 多公里外的
埃尔热博物馆是必到之处。 博物馆位于
著名的鲁汶大学新城， 一片深林掩映的
深处，简洁、现代感十足的建筑，象征埃
尔热简单直白的笔触。 这里有埃尔热的
全部作品，包括 1926 年为《童子军》杂
志绘制的第一个卡通故事 《托托历险
记》，1929 年在《二十世纪报》，首次发
表的黑白版《丁丁历险记》，有些手稿，
还留有咖啡杯的印渍和埃尔热的宠物猫
爪印。在 2009 年一次拍卖会，，埃尔热
的一页手稿，曾经拍下 31.25 万欧元的
高价。 在这里，你可以带， 3D 眼镜，跟
随镜头体验埃尔热漫画中的异国风情，

可以用丁丁的卡通形象为自己制作一份

电子贺卡， 也可以从大量的资料照片和
历史遗物中静静地回顾埃尔热的一生。

我去的那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博
物馆内参观的人并不多， 一个充满想象
力和幽默感的动漫天堂， 却没有迪士尼
乐园般的喧闹和商业感。 人们在这里不
仅仅是朝圣和致敬，更是对比利时文化、

欧洲社会时局变迁和自身境遇的思考。

英国研究埃尔热的专家迈克尔·法尔曾
说，孩子们从丁丁那里找到的是兴奋感，

曲折的故事和滑稽感， 成年人发现的却
是对社会的讽刺和对未来的预见性。

埃尔热曾说：“相信梦想， 然后把梦
想变为现实。 ”从 1948 年开始，埃尔热
就在构思将丁丁送，月球探险 ， 直到
1950 年出版了第一本 《奔向月球》，比
人类第一次探月旅行足足早了 19 年 。

更令人惊奇的是， 丁丁所穿的宇航服和
头盔， 跟阿波罗 11 号宇航员的装备几
乎一模一样。

在纳粹占领期间， 受制于比利时的
新闻管制， 埃尔热把笔触伸向了远东，描
绘了日占时期的，海，描绘了丁丁和他的
中国朋友与恶霸强权做斗争的传奇。

埃尔热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并不富
裕的家庭， 由于年轻时接受的放射性治
疗导致他失去生育能力，终生没有子嗣，

他也坦言自己不喜欢孩子， 丁丁是他唯
一宠爱的“孩子”。

埃尔热没有出过国， 他在布鲁塞尔
度过了一生， 尽管他笔下的丁丁周游世
界， 尽管埃尔热竭力想在他的故事里营
造一种文化陌生感， 但我们还是能从丁
丁历险记里找到布鲁塞尔的影子， 找到
比利时文化的根源。 《奥托卡王的权杖》

中有比利时皇宫的影子，《七个水晶球》

中可以找到大都会酒店场景，《独角兽号
的秘密》一开场时出现的跳蚤市场，至今
仍每天雷打不动地在贝雷广场开张，那
些随意堆在地摊和桌子，的小古董、旧
货，仍然如同漫画中描绘的场景。

在布鲁塞尔寻找埃尔热， 你当然可
以去布鲁塞尔漫画博物馆， 可以去布鲁
塞尔火车南站，也可以去漫画餐厅，在巨
幅的“登月火箭”下来一份汉堡薯条（可
惜现在已停业）。 但回过头，埃尔热和他
的丁丁， 其中早已渗透在布鲁塞尔人的
血脉中，隐藏在你所看到的草木人情中。

《今日印度》 10 月 8 日

《时代》 10 月 8 日

《财富》 10 月

10 月 7 日， 民众与游客穿上传统服饰在慕尼黑啤酒节的最后一天跳舞狂欢。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