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克尔
欧洲“铁娘子”

2014 年，60 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迎来其政治生涯
的巅峰时期。她不仅带领德国走出金融危机和欧元区
债务危机，而且在调解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此外，在对待美国雇佣“双面间谍”刺探
德国情报事件上，默克尔强硬的态度也在德国大快人
心。而德国男足在巴西世界杯夺冠，更使默克尔居高
不下的人气再次高涨。

不过，目前德国国内却传言默克尔将提前辞职，有
人猜测她要竞选欧洲理事会主席甚至是下一任联合国
秘书长。看来这位“铁娘子”的志向并不仅仅局限在德
国国内。

波罗申科
乌克兰新总统

2014 年 6 月 7 日，亿万富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
奇·波罗申科正式就任乌克兰总统。

现年 49 岁的波罗申科被誉为乌克兰“巧克力大
王”，2009 年出任乌外长。今年 2 月，乌议会罢免时
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并决定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波
罗申科随即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获胜。

波罗申科填补了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基辅权力
真空，但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如今，波罗申
科面临着平息东部武装冲突、改善经济形势、摆平国
内政治争斗，以及在向欧洲靠拢的同时如何协调与
俄罗斯的关系等一系列棘手难题。

英拉
泰国前总理

2014 年 5 月 7 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英拉在 2011
年下达的一项人事调动命令涉嫌违宪，滥用职权罪名
成立，随即总理职务被解除。

现年 47 岁的英拉是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最小
的妹妹。2011 年 8 月 8 日，英拉正式担任泰国第 28 任
总理，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2012 年 6 月，英拉
兼任泰国国防部长一职，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国防
部长。

下台后的英拉官司缠身，但媒体对这位“美女总
理”的关注度不降反增。10 月下旬，英拉和他信飞抵中
国旅游，所到之处备受瞩目。

莫迪
印度新总理

2014 年 5 月 26 日，纳伦德拉·莫迪在首都新德里正
式宣誓就任印度第 15 任总理。

现年 64 岁的莫迪曾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
他在任 12 年间，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每年都以两位数速
度持续增长，这帮助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今年的
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莫迪经济学”也被印度国内外
寄予厚望。然而面对当前印度贫富悬殊、官员腐败以
及宗教和民族状况复杂等困难局面，莫迪将面临巨大
挑战，包括他能否成功地将古吉拉特邦的经验在全印
度复制，能否顺利推动税制、央行、私有化等多项改革
从而拉动经济发展。

●● ●● ●● ●● ●● ●●

环环 球球 2014年 12月 30日 星期二
责编 胡延征 胡春娜 美编 刘竞

12~13

第 1294期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举行
本报珠海讯 12 月 20 日，由光明日报社和珠海市委联合主办、中国电信

集团公司支持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
中宣部、外交部、中联部、中国记协、广东省委宣传部等有关领导，及包括河南
日报在内的全国约 50 家媒体的领导和代表出席。论坛推选出了 2014 年“十
大国际新闻”和“国外十大焦点人物”。

“中国国际新闻论坛”1999 年由光明日报等媒体共同发起成立，其宗旨
是提高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水平和加强媒体间相互交流与合作，此前已
连续举办了十五届年会。16 年来，论坛在扩大中国媒体影响力、传播力和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国际十大新闻 国外十大焦点人物

主场外交赢各国赞誉
“一带一路”成“世界议题”

5月 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中国上海

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

观，得到了与会领导人的普遍赞扬和支持。

10月24日，中国、印度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11月 8

日，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11月 10日至11日，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的亚太经

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进

程并确定相关路线图，批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地区的长

远发展和共同繁荣勾画了新愿景，注入了新动力。

俄美欧博弈乌克兰危机
制裁与反制裁轮番上演

2月22日，乌克兰议会宣布总统亚努科维奇“自动丧失职权”。自2013年

11月以来，乌克兰因政府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爆发危机，政局持

续动荡。

3月16日，乌克里米亚全民公决赞成加入俄罗斯。随后乌东部顿涅茨克

等地区纷纷要求独立，乌政府军与乌东部民间武装流血冲突不断。7月17日，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途经乌克兰时坠毁，使乌克兰危机雪上加霜。

随即，俄与美欧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始角力，美欧重点对俄能源、金融和军

工领域实施多轮制裁，俄则在食品等方面实施反制裁。制裁与反制裁给俄和

部分欧盟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其中，受美欧制裁和国际油价下跌等多

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俄卢布汇率跌幅已达五成，成为全球跌幅最大的货币，

给俄造成巨大压力。

马航客机杳无音信
合作机制亟待加强

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在飞往北京的航线途中失去联系，

机上共有包括154名中国同胞在内的239人。随后，先后共有26个国家展开海

空联合搜救。

由于相关信息不断变化，多国联合搜救行动先后在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及

有关陆地、南印度洋展开。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根据卫星分析

数据，可以判定MH370客机在南印度洋“终结”。马航也称机上乘客无生还可能。

但相关国家并未放弃搜救。10月6日，澳大利亚宣布重新启动中断4个月

的水下搜索行动，随后公布了最新调查报告，推测客机可能在燃油耗尽后以螺

旋下降的方式坠入南印度洋。目前搜索仍在继续。然而，搜救过程中出现的

若干信息隐瞒和协调缺乏，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国际救援合作和沟通机制有待

加强。

“伊斯兰国”迅速崛起
奥巴马无奈授权空袭

６月10日，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为主的反政府武装

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即先后攻占提克里特等重镇。短短几日，

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便被占领。6月 29日，“伊黎”宣布建立“伊斯兰

国”（IS），宣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伊黎”由“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与叙利亚极端组织“胜利阵线”于2013

年4月9日合并而成，利用叙利亚内战、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

迫不得已，8月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美军对IS实施“针对性”空袭，

美国宣布与IS处于战争状态，来自26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承

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IS。

阿里巴巴“火爆”上市
互联网经济创新未来

9月 19日，中国互联网巨鳄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阿里巴巴

每股发行价68美元，成功募集资金高达218亿美元，一举成为美国史上规模

最大的IPO募股。以当日的收盘价计算，阿里巴巴市值已超过2285亿美元，

超越“脸书”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

阿里巴巴此次赴美上市，可以使公司更加透明、国际化，在全球市场上的

声誉信用度、认可认同度都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进一步实现阿里

巴巴的长期愿景和理想。

作为信息网络化时代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阿里巴巴的发展壮大

只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以互联网为支撑和主体的信息经济将会在

开启未来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

10月 29日，美联储宣布结束被称为“无限量宽松”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

策，明确下一步政策重点将转向加息，意味着美联储实施的大规模非常规货

币刺激政策退出。

自2008年 12月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联储先后推出三轮

量化宽松政策，总共购买资产约 3.9万亿美元。在注入数万亿美元流动性

后，过去几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速仍然保持在2%左右水平，并未出现经济学家

期待的深度衰退之后的大幅反弹，也远低于危机前3%的历史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之力并不强劲，金融市场仍存风险，国际贸易还

在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出现广泛且同步的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深度调整阶

段；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并不同步，因此各国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速度

也不尽相同，这可能对经济波动和增长造成影响。

“菲莱”成功登陆彗星
太空探测崭新里程

11月 12日，欧洲航天局“罗塞塔”彗星探测器携带的着陆器“菲莱”，在彗

星表面成功着陆。这是人类首个成功着陆彗星的登陆器，而“罗塞塔”则是人

类首个近距离环绕彗星飞行的航天器。这是人类太空探测史上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

“罗塞塔”彗星探测器于2004年 3月发射升空，经过历时10年多、总长超

过64亿公里的太空飞行，于今年8月 6日按计划成功进入距离彗星“丘留莫

夫－格拉西缅科”约100公里的轨道。“菲莱”成功着陆后，“罗塞塔”探测器将

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追踪彗星，一直到彗星接近太阳（时间约为2015

年 8月），考察在此期间彗星发生的变化。“菲莱”则开始对彗星地表的密度和

热性质进行观测。

全球油价大幅下跌
市场走向亟待研判

今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从每桶100多美元的高位持续下跌，跌穿每桶56

美元至5年多来新低，引发市场恐慌，令欧美股市大幅波动。11月27日，石油

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决定不减产，加速了油价下跌。欧佩克的前三大产油国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已先后下调了向亚洲出口原油的官方售价，原

油市场进入价格战。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今年油价下跌的主因是全球原油供过于求。一方面

过去几年的高油价影响了石油供给与需求预期，各大产油国加紧生产；另一

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抑制了原油需求。此外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实现

了更具经济效益的使用，如美国页岩油产量提高也是油价下跌的重要推手。

油价暴跌不仅给全球经济带来重要影响，也让国际关系走势备受关注。

埃博拉疫情来势凶猛
全世界携手成功抗击

12月 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承认西非埃博拉疫情正在缓解，12月 2日

正式宣布西班牙疫情结束。至此，埃博拉疫情发展轨迹初现“拐点”。此轮埃

博拉疫情于今年2月在几内亚爆发，后迅速横扫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

国家，传播速度之快、牵涉国家之多、感染和死亡规模之大可谓史无前例，近

乎达到失控状态。

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西非地区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后，美国、西班牙等相继确诊本国首例埃

博拉病例。鉴于受疫情影响的西非国家并不具备控制此等程度复杂疫情的

能力，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救援。中国政府先后提供四轮总额约7.5

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已经和即将派往疫区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次。

美古关系寻求正常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2月 17日，美国和古巴领导人分别发表讲话，宣布将就恢复两国外交关

系展开磋商，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古巴释放了一名已被监禁5年的

美国承包商和另一名被监禁20年的美国间谍，美国则释放了已被关押15年

的3名古巴特工。美古关系迎来断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大转折。

12月20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发表讲

话，称尽管两国存在较大差异，但古巴愿与美国就任何话题展开对话。他强

调，古巴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美古对立是冷战产物。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一直对古巴采

取敌视态度。1961年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后，美国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

系。1962年，美国正式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塞西
脱下军装的铁腕总统

2014 年 6 月 3 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前军
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以 96.91%的得票率战
胜对手，赢得总统选举。

2013 年 7 月，埃及经历“二次革命”，前总统穆尔西
被赶下台，而军方最高领导人、国防部长塞西成为当时
最具权力和最受尊敬的政治强人。2014 年 5 月，60 岁
的塞西决定脱下军装，以平民身份参选总统，最终高票
当选。塞西上任后面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
恐怖主义猖獗等一系列难题，军人出身的他紧紧抓住
经济建设和反恐战争两条主线，逐渐使埃及社会恢复
稳定。

安倍晋三
三任日本首相

2014年 12月 14日，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在
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安倍也得以第
三次当选日本首相。

安倍生于 1954 年 9 月 21 日，其外祖父是曾任
日本首相的著名保守政治家岸信介。2006 年 9 月，52 岁
的安倍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但一年后黯然辞
职。沉寂 5 年后，安倍在 2012 年 12 月再次当选首相。上
任后安倍极力推行一系列右倾政策，他为刺激经济而射
出的货币宽松、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这“三支箭”也
逐渐效果减弱。在 2014 年底的国会选举中，由于缺乏强
有力的在野党，日本民众只得选择安倍继续执政。

高仓健
“一代男神”离世

2014 年 11 月 10 日，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因病去
世，享年 83 岁。

高仓健于 1931 年 2 月 16 日出生在日本福冈县，
1956 年进入日本电影界。1978 年，高仓健主演的《追
捕》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登陆中国的外国电影，
在中国大陆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一生致力于演艺事
业，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一共拍摄了 205 部电影作品，
荣获各种奖项。高仓健的去世不仅在日本国内，在中
国和韩国也都受到高度关注，西方媒体亦对此进行报
道。“一代男神”高仓健的离世，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记
忆和银幕憧憬。

马拉拉
最年轻的诺奖得主

2014 年 10 月 10 日，因“为受剥削的儿童及年轻人、
为所有孩子的受教育的权利抗争”，17 岁的巴基斯坦少
女马拉拉获得 2014 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历史上年龄
最小的诺奖得主。

马拉拉从 11 岁开始写匿名日记，描述在塔利班控
制地区女孩求学的艰难。她的日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但也遭到塔利班的报复，2012 年 10 月，马拉拉在校车
上遭枪手袭击。幸免于难的马拉拉从此受到国际媒体
的高度关注。2013 年 7 月 12 日，在其 16 岁生日当天，
马拉拉受邀到联合国总部，参加题为“马拉拉日青年大
会”活动。

普京
再次问鼎全球权力榜

2014 年 11 月 5 日，《福布斯》杂志发布 2014
年度全球“最具权力人物”排行榜，俄罗斯总统普
京再次击败美国总统奥巴马蝉联榜首。

受乌克兰局势影响，2014 年，俄罗斯与西方
国家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面对
西方针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普京从容采取一系
列反制措施。硬汉形象使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
不降反升，更帮助他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名人。
不过硬汉普京也有孤独和脆弱的一面，今年以来
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使俄罗斯靠出口石油获得
的外汇收入大幅缩水，也令普京面临巨大压力。

奥巴马
处境艰难的总统

2014 年 11 月 4 日，美国中期选举落幕，共和党继众
议院之后又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有媒体认为，处处
受限的奥巴马政权甚至会陷入“瘫痪”危机。

不过，今年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竭尽所能：联合
盟友对俄实施制裁，出兵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积
极应对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通过出席 APEC 北
京峰会、东亚峰会等重要会议继续深耕亚太再平衡战
略……这一年，美国总统依然很忙。

任期还剩两年的奥巴马今后到底会放手一搏还是
无所作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位举足轻重却处境艰
难的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