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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米？你的中文名字不像是出于公务从

名片上正式翻译过来的，应该是个昵称，

想必有异域罗曼史，能否讲讲你的中国缘?

      老米：这到真的只能用“缘“字来解释

了。年轻时我参加很多体育活动，也早在

17岁时就获得了驾照，至此基本没有乘过

公交。那是2001年的一天，因为运动腿脚

受伤无法驾车，迫使我拄着拐杖走进了地

铁，登车就近坐在了靠门口的位置上，坐

下后才发现坐在边上的一位亚洲女子正专

心致志地看着手上的公函，见她满脸疑惑

的样子知道她理解有困难，出于礼貌我问

了声是否需要帮助?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

我从来不与陌生人搭讪，只是觉得作为德

国人，这是举手之劳，但没想到的是，她手

上拿的都是各大学给她的回信，很多针对

外国留学生的条款我也不太清楚，因此都

乘过站了我还没解释清楚信中所要表达的

内容，最后我向她表示抱歉并提出能否待

我回去查后下次约在咖啡馆见面再做解

释。就这样有了接下来的交往，之后不光

帮她解释信函，还帮她训练口语。有趣的

是每次见面她都带着一本绿色小字典，因

此我会在约定见面时提别提醒她别忘了带

上她的“绿色毛选”。

         那在此前你与中国人有过交往，或是

有找个中国女朋友之类的想法吗？

       老米: 应该说没有。只是在1999年去过

一趟新加坡，接触的也只是新加坡人。即

便有过这次新加坡之行，我也没有过要找

中国人交往结婚之类的想法。真正开始与中

国人的交往纯粹是缘与这次地铁邂逅。 

        请问你在与她交往前对中国有所了解

吗？是通过什么途径?

       老米: 认识她之前我对中国就有所了

解，我喜欢看书，除了德国的也看很多国

外的，那天上地铁前就是在书店买书。在

遇见她之前我已看过西游记，还有鲁迅和

王朔的书，因此最初的中国印象是来自于

这些书，当然也有来自德国的媒体报道。

         这几本书从古至今，很有代表意义啊! 

你又是何时去中国亲身体验的? 什么令你

印象最为深刻?

      老米：那是2003年，我终于获得她的准

许，随她回江苏探亲，正是圣诞前，天气很

冷，到了中国才知道长江以南地区冬天没

有供暖。室内也很冷，我女朋友同情我临

时定了一个去海南热带的旅行。这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旅行团的旅游，居然还

在中国。记得带团的导游每天都很紧张地

找我数遍，因为我是团中唯一的“老外“，

千万不能把我玩丢了。

      还有个深刻印象是中国比想象中和媒体

报道的时髦先进得多。这么丰富的饮食文

化，每到一处都有不同风格口味的美食，

酸甜苦辣我都喜欢吃，很是享受。

      你成了中国女婿后没想过去中国工作?  

那样就可以天天享受中国美味佳肴了。

       老米: 这倒是没想过，因为我所在的单

位是德国特有的机构“医疗保险监理联

盟“，是介于医疗保险公司和医院/家庭医

生间；保险公司/医院与政府间，起的是协

调相互间的关系和来往医疗费用核算及医

院建设成本等的控制作用，这类机构中国

没有，因此我不知去中国能做什么?

       目前中国正在加强全民医疗保险及社

区医生等的建设，你认为德国的这类机构

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吗？

         老米: 应该有。我所在的柏林/布兰登

堡分会是柏林首都大区(柏林州+布兰登

堡州，作者注)的最大专业联盟，我在联盟

内是负责柏林和布兰登堡地区的医院投

资，建设和扩建的规划及建设成本控制

等。这对中国大量建设医院会有很大的参

考意义。中国方面也曾派专家团来联盟学

习我们的医疗核算制度，即医院或家庭/专

科医生如何与医疗保险公司结算，我们协

会从中起的是监控和协调作用。我也亲自

给中国来的考察团做过报告，介绍过我们

的机构和德国的医疗体系，介于此，我觉得

中德间这方面还有很大相互学习的空间。

         中德间相互学习，我们大多数听到的

是像德国学习，能否举个例子，德国向中国

学习什么?

       老米:  虽然我们的体制不一样，但各有

利弊，在中国有些自上而下的政策的贯彻

会比我们来得容易。最近我们正在讨论，

医院是否开放，让病人无需通过家庭/专

科医生转账直接进入医院就医，这就类似

中国看病直接上医院，但就我们的体制而

言，很难落实。另外在中国尝试和落实新

的项目比我们快，我们要做个新项目往往

需很长时间，尤其在健康行业，但很多健

康上的项目是等不起的。举例来说，早在

八年前我们就启动了一个跨州的“癌症“

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全国范围内，但进行

得很慢，每一层都要发表意见，从民主到

集中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说每种体制

都有优缺点。

          你对中国的医疗改革有何建议?

        老米: 我们也正在用健康中心的方式

聘请固定医生，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境

况。中国的社区医生类似我们这里的门诊

部，这可以减少医生上门走访的负担，也

减少病人及时就诊的时间，随着互联网及

网上就诊的增加，我相信中国也好，德国

也好均会更好地解决农村偏远地区的医

疗现状。

        非常感谢你的客观评价。祝你和你的

中国娇妻及孩子们在德国生活愉快！并陪

太太常回娘家享受中国美食。老米 (Michael Jacob)  
                                                  
Michael Jacob, VDEK德国医疗
保险监理联盟柏林/布兰登堡
医疗机构负责人 

客居中国系列采访之十七：  我的中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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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19－20日，应卡塞尔大学艺

术学院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

锋教授的学术交流活动，以紧凑而精准的

节奏于近日顺利完成。

      在愉快而轻松的氛围中，彭锋副院长

自北大艺术学院的历史与现状入手，就来

访的初衷及目标，与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

院长Joel Baumann教授、副院长Thomas 

Fröhlich先生、艺术学系中方合作负责人

Stefan Majetschak教授展开广泛讨论。卡

塞尔大学艺术学院这所拥有两百余年历史

的高等艺术学府，不仅覆盖实践与理论全

域，学科齐备，名家辈出，近年来在艺术产

业、新媒体制作、视觉传媒等专业方向也

甚为领先。主宾双方深怀浓厚兴趣，从大

学层面到学院层面，就学术研究、课程共

享、教师互访、学生交换、国际暑期学校、

艺术高峰论坛等宽口径多角度的合作，畅

所欲言。

       作为造访计划的另一核心内容，10月20

日晚7时，彭锋教授在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

讲演厅开讲《Paths to the Real: Processes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一方面，

多元国际化的听众所表现出的良好素养，

无论提问还是对话，无论实践问题还是理

论问题，均充满学术深度与争鸣广度；另

一方面，作为课题所涉领域的专家，彭锋

教授以深入浅出且幽默平易的方式，通过

概念的探讨与历史的梳理，在90分钟内将

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百年复杂而丰富的现

象与思想，呈现地一目了然，观点深刻，分

析客观，由此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不难

理解。针对Joel Baumann先生的提问“正

在发生的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是基于中国

独特文化和现实的当代艺术，是否对西方

产生了影响？”彭锋教授基于其个人丰富

的策展经验，认为已经出现中国当代艺术

影响西方的苗头，例如中国发生的新水墨运

动，对西方当代艺术界产生了局部影响。 

         围绕当代艺术的其他提问，彭锋教授

以一贯坦率犀利的口吻，站在中国学者的

观察角度，以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对当代

艺术家在功利实用性与艺术纯粹性二者

间如何取舍平衡的问题上，提出个人的中

肯看法：“不难发现，许多在艺术学院尚

在读书的学生，因为市场的驱策，将艺术

本身的价值和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淡忘，艺

术生命力无疑受到损耗，这不是中国当代

艺术的问题，而是全球艺术的问题。” 

巴黎大屠杀将改变世界格局

北大艺术学院副院长
彭锋教授赴德讲学

从右至左：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院长Joel Baumann教授、副院长Thomas Fröhlich先生、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教授、艺术学系中方项目负责人Stefan Majetschak教授、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毕明辉教授、卡塞尔艺术学系王卓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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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3日巴黎黑色星期五。这天法国

和德国有一场球赛，法国总统奥朗德也亲

临观看，还有法德两国外长。       

        恐怖袭击之后两小时，总统奥朗德发

表电视讲话，能感觉得出，他的声音都是

颤抖的。采取的措施也是空前的：全国进

入紧急状态，国境关闭，巴黎戒严，警察可

入室搜查，学校关门，巴黎市政府紧急呼

吁民众不要出门，法国进入二战以来最高

战备状态。

          有人称此次巴黎爆炸为法国版的911。

其实，比起911，这次巴黎爆炸虽然死亡人

数少得多，但暴露出来的危险更大、背后

的故事更可怕！这次欧洲面对的，不是本

拉登这种“独狼”或者家庭小作坊式恐怖

组织，而是一个野心勃勃、组织强大、信仰

坚定的类国家式宗教集团——IS!

         IS目前控制的区域为伊拉克西北部和

叙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区域。从面积来看，

这个区域已经超过了英国本土，已不是什

么疥癣之疾，而是快成为了压垮中东的最

后一根稻草。本拉登等老一代恐怖主义分

子很凶狠，但没有什么战略可言，成不了什

么大气候，但IS不同！他们并不仅仅是一

群疯子聚在一起，而是一个有抱负、无节

操、战斗力惊人的伊斯兰激进宗教团体，

有着深思熟虑的信仰，有着明确宏大的战

略目标。本•拉登把自己的恐怖活动视为

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而且认为在自己

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国家。他的组织灵

活性强，由分散在各地联成网络的自治小

组构成。而IS要求拥有疆域，统治国家的

是一个至上而下的结构，它的行政机构分

为行政和军事两部分，疆域也分为不同省

份。IS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回到曾经

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回到那个属于阿拉伯

人的哈里发时代，把碎片化的阿拉伯国家

整合起来，重建覆盖亚非欧、把地中海作

为内海的阿拉伯大帝国。

       法国也是自己作死。本来，那些中东所

谓的强权政治其实是压制极端宗教势力的

防火墙，因为这种极端宗教势力非铁腕强

权无法压制。干掉萨达姆，法国有份；干掉

卡扎菲，法国有份；搞乱叙利亚，法国依然

有份。此次袭击前，法国最头大的问题，正

是那些加入“伊斯兰国”（IS）在前线作战

的法国籍宗教极端分子。据官方估算，大

约有1000名曾加入IS并在叙利亚、伊拉克

前线“圣战”的法国人，已经回到法国或正

在回来法国的路上。还记得卡扎菲覆灭前

绝望的呐喊吗：推翻利比亚，你们拆掉了

挡在恐怖分子和欧洲之间的墙！

      美国肇事，欧洲承乱。因为伊拉克和阿

富汗战争的教训，使得美国根本不敢，也

没有这个能力打击IS,全方面大规模介入

一场新的反恐战争，如果又一次进入长期

持久的反恐泥潭，对于当前美国脆弱的经

济复苏是重大打击。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

最优选择是坐看中东碎片化，变成烫手山

芋，然后再让经济正在复苏的欧洲接盘，

把正在流向欧洲的国际资本驱赶回美国，

而自己则安安心心的落实亚太再平衡战

略，遏制中国的崛起。

        现在法国最麻烦的是，本土人口不爱生

孩子，穆斯林移民由于多子多福的理念，

却生的飞快。法国有欧洲最庞大的穆斯林

群体，约60 0万人——总人口是640 0万左

右，即穆斯林人口比例大约占了1/10。再小

的城市都能看到一大波阿拉伯人, 满街都

是土耳其烤肉店。这届政府当选之时，电

视镜头里挥舞着的是北非阿拉伯国旗。根

据目前的出生率和人口变化，2050年左右，

法国可能会变成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欧

洲面临全面伊斯兰化的处境。

     如果我们不带感情地冰冷地看待大国

博弈，巴黎爆炸，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和

俄罗斯。美国12月要加息，巴黎这么一炸，

等于往欧洲的鱼塘里扔了个炸弹，那些本

来胆小的全球资本，还不四处逃生，刚好

就 进美国资本市场的大 王。美国本来道

指已经呈顶分型结构，即将大幅下挫。巴

黎这事一闹出来，欧洲经济或再次陷入谷

底，航空、旅游行业首当其冲，避险情绪上

升，资产或遭抛售，英镑欧元下跌。今天大

量的欧洲金融资本为了规避风险已经涌入

美国。以小人之心看，老美估计心里偷着

乐呢！

      对俄罗斯，之前美国迟迟不对IS发动

强硬的全方面的打击，终于让普京无法容

忍，主动出击。但俄罗斯经过前期的金融

危机，经济上凋敝，这次普京下令空袭IS，

全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出了很大的风头，

但反恐战争的成本 非常高，俄 罗斯的有

限的财力迅速被耗空。这下IS恐怖分子把

巴黎给炸了，可能会把法国和德国推向俄

罗斯，奥朗德、默克尔会不会携手俄罗斯

联合向ISIS宣战？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

件。倘如此，那么被西方制裁得山穷水尽

的俄罗斯，就会迎来柳暗花明了，乌克兰

等后遗症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了。
    一个911，让美国深陷中东反恐战争10

年。一个11.13，会不会让欧洲和俄罗斯携

手进入中东？倘如此，世界的经济和政治

格局就会彻底改变了。

（网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