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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拳王,更是斗士
在许多人眼里，他不仅是称雄拳坛十余年的

“拳王阿里”，还有着拳坛之外的另一面：为非洲裔
美国人的平等地位奔走呼号、公开反对越南战争、
出任联合国和平大使、也曾参与有关帕金森氏综
合征的慈善事业。

民权斗士 ▲

1967年3月29日，阿里与黑人领袖马丁·路
德·金出席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提问。

阿里是世界拳击历史上首位三次夺得重量级
拳王的运动员，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运动
员”之一。而对许多人来说，阿里也是知名的社会
活动家。

上世纪60年代，阿里曾倡导为非洲裔美国人
争取平等权利。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前美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安德鲁·扬在缅怀拳王时说：“阿里给
予全世界人以骄傲，受欺辱的人们和有色人种能
够与他产生共鸣。”

曾与阿里共事的体育经纪人唐·金说：“穆罕
默德·阿里的精神，就像（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一样，会一直延续下去。”

和平使者 ▲

阿里生前多次活跃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事务
的舞台上，尤其关注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

1980年，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特
使，阿里曾访问5个非洲国家；1990年，为寻求15
名美国人质获释、推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阿里曾
飞抵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参与斡旋，受到国际舆论
盛赞；1998年，阿里出任联合国和平大使；2002
年，他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平使者的身份访问阿富汗，旨在为阿富汗战后重
建赢得更多国际关注和援助。

抗病勇士 ▲

阿里点燃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主火炬的时
刻，再一次让世人看到了这名帕金森氏综合征患
者的坚强意志。

阿里1981年退役。退役后第二年，他被确诊
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症状包括说话困难、肌肉僵
硬、动作笨拙。医生判断，阿里患病与头部屡受撞
击有直接关联。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阿里的
头部遭受了近3万次重击。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缅怀拳王的声明
中写道：“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他勇猛地活跃在
拳击场上，同时鼓舞着年轻人、同情有危难的人、
用坚强信念和幽默来应对自身面临的健康挑战。
能在白宫为他颁发‘总统公民奖章’、看着他点燃
奥运圣火以及与这样一个经历过辉煌和磨难的人
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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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本周

□刘晓波

再有两个月，巴西里约奥运会就要精彩绽放，与

里约奥运同样热闹的还有巴西的政坛。

今年 5 月 12 日，巴西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通过对

罗塞夫总统弹劾案，罗塞夫被强制停职最长 180 天，

副总统特梅尔出任代总统，人们寄希望他能够为巴

西政局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却大失所望。特梅尔就职

还未满月，计划和审计部长先后卷入石油公司腐败

案，曾经靠全面起底罗塞夫涉腐案上台，如今自己两

名内阁成员深陷丑闻，也颇让他头疼了。

还有更让他头疼的事。接连发生的贪腐案对临

时政府的形象造成严重打击。透明国际已经暂停与

临时政府对话，巴西参议院对其竞争对手罗塞夫弹

劾投票的情况也出现了重要变化。

根据弹劾程序，巴西参议院将就弹劾罗塞夫举

行三轮投票，前两轮投票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而在

最关键的第三轮投票中必须有超过三分之二参议

员，也就是至少 54 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将其正式罢

免。从首轮投票情况来看，支持弹劾的参议员人数

刚刚超过三分之二，但据巴西媒体报道，最近两周

里，已经有至少两名原先支持弹劾罗塞夫的参议员

表示将重新考虑立场。罗塞夫能否最终被弹劾前景

不明。

特梅尔的失望表现也让罗塞夫的命运有了转

机。经验丰富的劳工党敏锐抓住“战机”，以违反了

政治道德和巴西宪法为由，要求特梅尔政府的 10 名

内阁部长辞职。未来几个月，特梅尔领导的临时政

府如果再出几个“害群之马”，必然会导致民怨沸腾，

不排除会有更多原先支持弹劾罗塞夫的参议员“倒

戈”。一旦支持弹劾的票数不到三分之二，那么罗塞

夫 将 复 职 ，巴 西 政 局 也 将 开 启 新 一 轮 的 洗 牌 和 博

弈。②10

大反转

□本报记者 赵文心

1944年 6月 6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
迎来了最重大转折点。这一天拂晓，盟军士兵，冒着
法西斯德军的炮火，登上法国诺曼底海岸，开辟出欧
洲第二战场……经过随后近一年的鏖战，德国法西斯
彻底灭亡，欧洲人民得到解放。

这一天被当时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
威尔称为“最漫长的一天”。整个战役，盟军共伤亡
12.2万人，其中美军7.3万人。回顾整个二战，美国在
这场战争中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以自身
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援了中、苏、英、法等世界各国的
反法西斯战争，在当时的世界，美国俨然是正义的捍
卫者。

时过境迁，今日的美国又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世界
面前呢？二战结束后，铁幕拉开，美苏进行了近半个
世纪的“冷战”，之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
超级大国。但这个超级大国给世界带来的不再是和
平与稳定，而是霸权与混乱，回首“冷战”结束后的这
二十多年，美国并没有放下冷战思维，到处寻找“对
手”，打着“保护人权”、“建立民主”的旗号，不断地在
世界上制造“战乱”，从科索沃到伊拉克，再从利比亚
到叙利亚，今日美国的所作所为无疑与二战时相差
甚远，很多时候，不惜扯下伪装赤裸裸地维护自己的
霸权。

近年来，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政策，打着所谓的
“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将矛头直指中国，拉帮
结派，不断制造事端。其实质无非是放不下冷战思
维，把中国看成有能力挑战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
处处遏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惜将日本这
一二战策动者推向遏华的前台，使整个东亚沉浸在
不安定的氛围中。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欧洲，当下的难民危机已令
欧洲各国头疼不已，而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
美国在中东地区发起的“颜色革命”以及2003年发动
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成为内战连
年的灾难之地，大量难民逃亡欧洲，让欧洲各国难以
招架。

最后，我们再次回望72年前的那场诺曼底登陆，
以及那场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当年美
国所起到的作用，历史自有公允的评判。但这并不
意味着美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部用心都是基于
和平和稳定。为了自己能长久地独霸全球，美国正
在很多本不该它伸手和介入的地方指手画脚，说三
道四，甚至不惜赤膊上阵，教训所谓的“持不同意见
者”。这个世界本就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把自己
理解的所谓“正义”强加到别人乃至所有人头上，恰
恰与正义渐行渐远。②10

美国与正义
渐行渐远

拳王阿里的中国情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6月3日深夜报道，世界拳坛传奇

人物、“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当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家医

院去世，享年74岁。

对于中国拳迷和关注阿里的人来说，阿里和中国有着一份独特

的渊源。他曾访问过中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还与中国功夫巨星李

小龙有撇不开的联系。

穆罕默德·阿里
身高：1.90米
体重：99公斤
出生日期：1942年1月7日
出生地：美国肯塔基路易斯维尔
原名：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
职业生涯战绩：56胜5负37次KO，22次获得拳王称号

阿里与邓小平的神秘“结缘”

1979年，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应国
际管理集团亚洲分部的邀请来到香港，
他计划中的行程有一站是北京。当时
香港与北京之间还没有直通航线，阿里
一行先到广州，准备从那里飞往北京。
当时刚下过一场大雪，他们的航班被取
消。

阿里一行下榻在广州的“东风宾
馆”，正考虑放弃北京之行。第二天，国
际管理集团的一位官员突然接到了国
家体委一位老友的“神秘”电话：“我们
诚恳地建议你们能够来北京，有一位重
要人物想见你们。”

直到会见之前，阿里才知道那位
“重要人物”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这位名叫艾佛里的国际管理集团官员
一直致力于与中国体育界的合作，他后
来回忆说：“当时，我还不理解邓小平先
生接见阿里的真正寓意。我记得他谈
笑风生，谈吐轻松而且诙谐，气氛非常
愉快。事后多年，我才明白了中国领导
人的高明用意。原来邓小平先生是通
过拳王阿里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重要
信息：中国希望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
至关重要的。”

因一代伟人而收中国人为徒

熊朝忠在2012年成为中国拳击史
上第一个世界职业拳王，成了《新闻联
播》里的新闻人物。70岁的拳王阿里
在得知这个中国小伙子夺冠的消息后，
决定收他为关门弟子。12月1日，熊朝
忠前往墨西哥参加WBC成立50周年
年会，他在那里完成拜师仪式。据熊朝
忠的经纪人刘刚表示，虽然因为身体原
因阿里已经不能亲自指导小熊了，但小
熊仍然可以从阿里那里得到受益无穷
的宝贵经验。而且，收一个中国弟子一
直是阿里的心愿。据悉，拜师后，小熊
的身价已经一路飙升至百万元。

阿里能收中国人为徒弟，还有一段
鲜为人知的往事，这当中的渊源还要说
到邓小平。早在阿里到访中国的时候，

邓小平就劝他收收中国徒弟。从此以
后阿里一直牢记邓小平的叮嘱，一心想
要收一名中国弟子。

熊朝忠获得WBC迷你轻量级世
界拳王金腰带之前，有着很深的中国情
结的WBC主席苏莱曼就在与阿里见
面时告诉阿里的妻子，中国有位拳手马
上要获得冠军了，希望能够拜阿里为
师。阿里的妻子兼秘书就把小熊将参
加决赛的消息告诉了他。拳王对于小
熊及这场比赛表示了强烈兴趣，当时就
表示愿意收他为徒。在得知小熊如
愿战胜对手获得金腰带之后，阿
里再次明确了这个意图。这才得
以实现了他一心想收中国弟子的
愿望。

隔空PK李小龙

在美国，李小龙和阿里都是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球的无敌英雄，
一个是扬威世界的功夫皇帝，一个是
称霸拳坛的世界拳王，这两个人尽管
曾处在同一个年代，但是始终没有真
正交手，这对于当时和现代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然而两人虽没
有现实的较量，却隔空PK联系不断。

在2000年12月李小龙诞辰60周
年之际，在美国民间有一项调查颇受
关注，那就是调查李小龙跟阿里谁更
厉害的问题。组织者做了一个假设，
即把李小龙跟拳王阿里同时关进一个
黑房子里面，然后过一段时间打开选
择谁最后走出来。这个假设本来很有
意思，很多人参加了调查，最后超过
65%的人选择李小龙。

而在李小龙生前，总有人试图将其
和阿里“撮合”到一起。当时不少武师
曾以言语激李小龙向拳王阿里挑战。

在很多人眼中阿里是李小
龙最佩服的美国职业拳
手，他叱咤世界拳坛，当时
还保持不败纪录。阿里的
每一次拳王卫冕战，据说
李小龙必收看不可。面对
武师们的“撮合”，李小龙
是这样回答的：“我为什么要
向阿里挑战？这就像拿笔的
人，不可跟操刀的人在一起比文
才和武功的高低一样。”李小龙还表示
道：“按职业拳击的规则，我不是阿里的
对手，若是民间性质的比武，我未必就
会输给阿里！”李小龙的回答让大部
分武师无言可对。不过，仍有几个武
师缠住李小龙不放，他们想借此出出
曾落败局的怨气。直到有一次，李小
龙当着这些武师的面，将一名主动向
李小龙挑战、号称中西部重量级拳王
的黑人打倒，这些人才无话可说。

我知道我要去哪
里，我知道真实的
世界，我不想做别
人让我做的事，我
想做自己。”

——穆罕默德·阿里

1980年12月14日，英国伦
敦，阿里电影自由之路伦敦上
映。 东方IC供图

1964年 5月，阿里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受
到当地人民热情接待。

1996年 7月 19日，阿里点燃亚特兰大奥运
会的主火炬。

1985年，美国拳王阿里访华，与中国的拳击迷见面，在拳击台上切磋。 CFP供图

（本栏内容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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