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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评

谁为“任性”买单

历史上的本周

“中国飞人”横空出世
□王昺南

2004年8月27日，在曾经诞生过无数古希腊英雄的
爱琴海边，中国英雄刘翔在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
赛中“封王”，成为中国田径项目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会
冠军。

那一年，我们记住了刘翔。在这之前，他只是上海滩
上一个为青春痘而苦恼的大男孩，而一夜之间成为集万千
宠爱于一身的超级英雄，不仅是妙龄少女，就连晨练遛弯
儿的老太太也都跟风般迷上了这位俊朗、阳光的大男孩。

从卡尔·刘易斯到迈克尔·约翰逊再到阿兰·约翰逊，
奥运会短距离赛跑项目一直是黑人独步天下，从不是中
国人的舞台，甚至不是黄种人、亚洲人的舞台，直到刘翔
出现。

12秒91！刘翔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打破了欧美人
在110米栏项目上的长期垄断。事实证明，这个阳光的
追风男孩并不是昙花一现式选手，在随后的两年实现了
集世界纪录、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
毫无争议地成为当时世界男子110米栏第一人。

在雅典夺冠后，在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能拿世界冠军
时，刘翔思索了几秒回答：“因为，我是刘翔！”

掷地有声、充满自信的六个字。刘翔这毫不掩饰的
张扬，或许就是国人喜爱他的原因。在有“运动之王”之
称的田径比赛，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世界冠军，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的不是谦虚、客套，而是尽情的释放，释放我们
积蓄已久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飞
人”。

关于刘翔，当时网民的评论可以清楚地诠释他的伟
大。

一名上海的网民说：“他是上海的骄傲”；之后，一名
中国的网民说：“他是中国的骄傲”；随后，来自日本、韩
国、新加坡的网民说：“他是亚洲的骄傲。”

这位男孩，开朗，自信，真实，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强大
又不断突破的成绩之上。

2004年的夏天，刘翔带给我们一个希腊童话，明媚
如午后阳光，温暖又鼓舞人心。②24

□王文齐

财政资金是国家的“钱袋子”，也是纳税人的血汗

钱。花这些钱，可来不得半点含糊。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就为此初尝了

“苦头”。

第一件事是想给爱妻布丽吉特争个“名分”。马克龙

上任后，计划设立“第一夫人”这一官方职务，并承诺该职

务不会让公家掏一分钱工资。不料，这一计划却在国内

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民意的强烈反对。因为，虽然布丽吉

特不要工资，但“第一夫人”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室、员工和

安保人员，相关费用从财政预算中支付，每年大约需 45

万欧元（约合 357 万元人民币），这与马克龙的廉政改革

背道而驰。再加上他力推的“禁止官员雇佣近亲为自己

工作”这一法案刚刚通过，就提出要确定“第一夫人”的法

律地位，疑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也

让他遭到了国内左、右翼政党的“夹击”。

马克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仅“收获”了

超 31.6 万人签名的请愿抗议，自己的民意支持率更是从

5月当选时的 66%跌至 36%。

第二件事是自己的“面子”问题。马克龙在上任头三

个月，在化妆方面竟狂砸了 2.6 万欧元（约合 20.2 万元人

民币）。如此高昂的费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够买数十

年的化妆品了。在国家经济起色不足，就业机会减少的

困境下，马克龙对自己的“颜值”投入如此“大手大脚”，招

致了不少不满和批判。

民意面前，马克龙不得不“服软”，“第一夫人”的法律

地位告吹，自己的化妆费用承诺以后也会削减。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马克龙的“挥霍”到美国总统

特朗普那里怕就只是“毛毛雨”了。

一直以来，美国特勤局的日子都苦不堪言。因为特

朗普住所多、家庭成员多且爱好参与各种活动，千余名负

责白宫安保的特勤局特工累成“加班狗”。更惨的是，频

繁的加班让他们本年度拟发的工资及加班费还提前被耗

光了。

仔细想想就够累的。特朗普政府有 42 人需要特工

处提供安保，其中 18 人是特朗普家族成员，而奥巴马政

府时期，特工处只负责保护 31 人；特朗普几乎每周都要

去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等地的“家”，就职总统

以来，佛州他去了 7 次，新泽西州高尔夫球俱乐部去了 5

次，纽约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去了 1 次。“烧掉”的钱更

是不计其数。特朗普每次去佛州海湖庄园的差旅费就

要耗费大约 300 万美元，更不用说他的儿子们去英国、

阿联酋等国出差，女儿女婿滑雪度假，等等，这些都有

特工的“鞍前马后”。疲于奔命、入不敷出，越来越多的

特工选择了辞职。当然，这一笔笔巨额开支，美国民众

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也许该有人提醒二位总统，今日的“任性”挥霍看似

是纳税人买单，到最后付出代价的恐怕还是自己。②19

金砖机制：全球治理中的耀眼力量
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一步一个脚印。10年来，在金砖五国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茁壮成长、日趋成熟，成为全球治理中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

多国专家学者认为，金砖机制在走过的第一个10年中硕果累累，不仅造福五国

人民，而且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金砖合作进入第二个金色10年之际，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下月在

厦门举行。受访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将开启金砖合作的新纪元，金砖

机制将在全球治理中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走过10年，金砖合作成果丰硕
自从 2006年金砖机制建立以

来，金砖国家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取
得丰硕成果。金砖五国间的合作不仅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树立了典
范，也极大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
——金砖国家在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

权不断增加，有力推动了这些机构的改革，成为国际经
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加速器”。

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制度研究中
心主任拉里奥诺娃表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份额提升，话语权
增加，这是金砖国家合作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

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卡瓦略
指出，金砖国家已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制定者，为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砖五国建立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对话
机制，及时就重大国际地区事务协调立场、共同发声，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和利益，为应对全球性挑战
贡献金砖智慧、提出金砖方案。

金砖国家发出的共同声音不仅能在本机制相关会
议上听到，也出现在其他国际场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刘结一4月18日代表金砖国家在联大“可持续发展目
标筹资问题高级别讨论会”上作共同发言，这标志着金
砖国家首次就重大国际问题在联合国场合共同发声。

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谢钢指出，金
砖国家倡导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推动取消对贸易
和投资的限制，强调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金砖机制
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砖五国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不仅
助推五国自身实现共同发展，更为金砖国家引领南南
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金砖银行开业以来成绩斐然，构筑了稳健发展的
基础。作为今年金砖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金砖银行
非洲区域中心本月17日在南非正式开业。

肯尼亚智库非洲民主与领导力研究所执行主任
科迪指出，金砖机制在南南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
置疑，而设立金砖银行可以说是开辟了南南合作新模
式。

日益壮大，金砖机制顺应大势
金砖机制建立以来，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金砖声音的分量越来越重，金砖机
制日益发展壮大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金砖机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为这一机
制契合五国客观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大势。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任瓦拉普拉萨
德表示，金砖机制的成立打破了世界经济由发达国家
长期主导的格局，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共同发
展开辟了可行之路。“世界经济治理不能一家或几家
说了算，需要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这才是公平、公正
的体现。”他说。

——金砖机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为金砖国
家紧紧抓住发展主线，自身实力不断增强。

10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从

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比重从11%上升到16%，
对外投资比重从7%上升到1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50%。金砖国家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主任卡尔吉认
为，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增长近一倍，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一半，这些都是金砖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作用日益增强的衡量指标。

——金砖机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为金砖国
家处在相近的发展阶段，具有紧密合作的基础。

巴西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罗贝尔说，金
砖机制最关键的作用之一是增进这五个国家在各层
面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方
面展开了合作。

论策厦门，金砖未来更加辉煌
各国专家认为，即将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将有力推动金砖机制在第二个金色10年的发
展。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指引下，具有
强大内生动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金砖机制将继续向纵
深发展，必将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大力量。

卡瓦略说，在第一个10年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基
础上，金砖国家将以厦门会晤为新的起点，探讨进一步
加强合作的措施和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今
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可以在金砖机制中发挥主导
作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走向深入。

探索“金砖+”的拓展模式、扩大金砖“朋友圈”，也
成为受访专家关注的一个话题。专家们认为，“金砖+”
有利于把金砖合作打造成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南南

合作平台，全面提升金砖机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瓦拉普拉萨德说，“金砖+”是非常大胆而又具有创

新精神的举措。要在世界经济舞台站稳脚跟并成为全
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力量，金砖机制就必须具有突出的
代表性和广泛的包容性。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卡拉塔耶
夫表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落
实“金砖+”模式，可使金砖五国和更多伙伴国家的双
边、多边贸易及相互投资更加富有成效。

欧亚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利索沃里克认为，
金砖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大国或发展中国家组织开展对
话，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将增强金砖国家的包容性
和开放性。

巴西

金砖五国

金砖国家资源禀赋、产业结

构具有多样性和互补性，合

作潜力巨大。我们应该建立更紧密

经济伙伴关系，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探

索建立一体化大市场，在

货币金融方面构建多层次

大流通，在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形成陆海空大联通，

在人文领域推动各国人民大交流。”

——习近平

包括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南非，分布于美洲、
欧洲、亚洲、非洲。

五国国土面积
占世界领土面积

26.46%

五国在世界银行
的投票权占

13.24%

五国人口
占世界总人口

42.58%

五国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份额占

14.91%

召开时间

2017年
9月3日至5日

地点

中国 厦门

主题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2017年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

历次领导人会晤

第一次会晤
时间：2009年6月
地点：俄罗斯 叶卡捷琳堡

第二次会晤
时间：2010年4月
地点：巴西 巴西利亚

第三次会晤
时间：2011年4月
地点：中国 三亚
主题：“展望未来，共享繁荣”

第四次会晤
时间：2012年3月
地点：印度 新德里
主题：“金砖国家致力于全球稳定、安全、
繁荣的伙伴关系”

第五次会晤
时间：2013年3月
地点：南非 德班
主题：“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
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

第六次会晤
时间：2014年7月
地点：巴西 福塔莱萨
主题：“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
案”

第七次会晤
时间：2015年7月
地点：俄罗斯 乌法
主题：“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
的强有力因素”

第八次会晤
时间：2016年10月
地点：印度 果阿
主题：“打造有效、包容、共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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