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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总统办公厅
主任、寡头

梅德韦丘克今年67岁，和
很多乌克兰政客一样，他既从
政也经商，但梅德韦丘克最为
人熟知的，还是他与俄罗斯乃
至俄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二
战时期，乌克兰被纳粹德国占
领，梅德韦丘克的父亲被送进
德军劳改营，上世纪50年代被
苏联反间谍部门逮捕并入狱8
年，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梅德
韦丘克就是在那时出生的。

上世纪60年代，梅德韦丘
克一家回到乌克兰，定居乌北
部小镇科尔宁。高中毕业后，他
在邮局、车站工作过。1972年夏
天，梅德韦丘克考入了基辅国
立塔拉斯舍甫琴科大学，学习
法律。1978年毕业后，梅德韦丘
克在乌克兰司法体系中做了十
几年律师。上世纪90年代初，他
成立了一家法律公司，1990年至
1997年还是乌克兰律师协会的
主席。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政
治生涯。1994年梅德韦丘克加入
乌克兰社会民主党，1997年当选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
1998年到2006年出任该党主席。
但在2001年，他因涉嫌滥用权
力、处事不公等指控被解职。

2002年，梅德韦丘克迎来政
治高光时刻，他追随时任乌克
兰总统库奇马，成为总统办公
厅主任，任职至2005年。据说，正
是那段时间，他与普京相识并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4年乌克兰爆发政治危
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和亲西
方的尤先科针锋相对，最终亚
努科维奇落败。支持亚努科维
奇的梅德韦丘克也因此暂别政
坛，开始经商。他涉足媒体、能
源、资源等领域，建立起一个庞
大的媒体帝国，旗下经营着三
家有线电视台和一系列出版公
司，成为乌克兰的“寡头”。2008
年，梅德韦丘克的资产已有4 . 6

亿美元，在乌克兰富豪榜上排
第57位。

与普京私交惹来
乌克兰和美国不满

然而，拥有政客、富豪等身
份的梅德韦丘克，最大的标签
还是“普京的好友”“俄乌的枢
纽”。他说普京是他的“私人好
友”，两人在多个场合都有合
照，普京还是他小女儿的教父，
普京在索契的宅邸和梅德韦丘
克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中，都留
下了两人的身影。普京曾告诉
美国电影制片人奥利弗·斯通，
自己不时与梅德韦丘克见面，

“我不会说我们非常亲密，但我
们彼此很了解。”

2014年俄乌冲突中，梅德韦
丘克参与了双方和平谈判，是
乌克兰方面协商交换被俘人员
团队中的一员。那一年，他还被
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涉
嫌参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
亚。但梅德韦丘克否认了这一
说法。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认
为，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乌关
系高度紧张，两国的沟通更需
要梅德韦丘克这样有人脉的

“信使”来促成沟通与谈判。梅
德韦丘克曾对媒体说，他乐于
参与有关囚犯交换一类的谈
判，一方面是他愿意看到家人
团聚，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事只
有我能办成”。

2018年梅德韦丘克当选乌
克兰政党“反对派平台——— 为
了生活”政治委员会主席，但一
年后的大选中，他所在政党的
候选人得票仅排名第四，泽连
斯基以一场大胜当选乌克兰总
统。2020年，“反对派平台——— 为
了生活”成为乌克兰议会最大
反对党。

作为反对派领导人，梅德
韦丘克经常借媒体批评泽连斯
基，他拥有的三家亲俄电视台
在新冠疫情期间多次批评乌克
兰政府应对疫情的反应，讽刺
其未能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得疫
苗供应，而梅德韦丘克和家人

们则成为第一批接种俄罗斯疫
苗的乌克兰人。这也令梅德韦
丘克招致乌克兰当局和美国的
不满。

软禁、冻结资产，
喊话“交换”没回应

2021年，梅德韦丘克的人生
急转直下。去年5月，他被指控犯
有叛国罪和协助恐怖主义，遭乌
克兰政府软禁。他的资产也被乌
政府以“资助恐怖主义”为由冻
结，封了他的电视台，并表示这
些电视台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工
具之一”。乌政府还指认他参与
向乌东部武装分子非法出售煤
炭，梅德韦丘克经营的一条石油
管道也被收归国有。

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
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梅德
韦丘克在2月28日逃脱软禁，一
度失踪。但在4月12日，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宣布抓捕了梅德韦
丘克，13日又扣押了他和妻子
的154件资产，包括55套房产、26
辆汽车和一艘游艇。此外，梅德
韦丘克在25家公司的股份也被
扣押。如果受到审判，他或将面
临15年刑期。

梅德韦丘克本人还被拿来
交换被俘人员。泽连斯基12日
发出梅德韦丘克身着迷彩服、
头发散乱、戴着手铐的照片，并
提议用他交换被俄罗斯俘虏的
乌克兰人。18日，梅德韦丘克又
在视频中出镜，这次身穿黑色
卫衣，整个人利索了很多，只是
胡子有些花白，他提出用自己
交换被困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克
兰人。

4月1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
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拒绝了
泽连斯基用梅德韦丘克交换被
俘乌方人员的提议。同一天，俄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梅
德韦丘克不是俄罗斯公民，跟
俄罗斯没有任何后台关系。他
感谢了梅德韦丘克这些年来为
组织被扣押人员交换所作的工
作，称克里姆林宫将密切关注
梅德韦丘克的命运，并呼吁欧
洲政治家也保持关注。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第91天，完成第91次
马拉松，准备跑第92次。”4
月17日，46岁的雅姬·亨特-
布勒尔斯莫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晒出比赛装备。她将
在18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这场比赛将是她连续92天
跑完的第92个马拉松。与其
他选手不同，亨特-布勒尔
斯莫的装备中还有一个假
肢——— 21年前，她的左小腿
因病截肢，现在她正努力创
造一项正常人都没挑战成
功过的纪录。

从今年1月17日开始，
亨特-布勒尔斯莫每天跑
一个马拉松，计划连跑102
天，创造世界纪录。她之前
的目标是100天内跑100个
马拉松，但今年4月，英国
女子凯特·杰登连续101天
跑完101个马拉松，创下世
界纪录之后，亨特-布勒
尔斯莫就把目标调高到了
102天跑完102个马拉松。

截肢后爱上马拉松

难以想象的是，2001
年患病前，亨特-布勒尔
斯莫并不是个喜欢运动的
人。她出生和成长在南非，

“小时候在学校，为了逃过
田径训练，我都躲在浴室
里”。2001年，和丈夫旅居
荷兰的她被诊断患有一种
罕见的骨癌尤文氏肉瘤。

“总听说别人患上癌
症，想不到这次竟然是我
自己。当他们告诉我时，我
以为做个手术或者化疗就
能治好。但问题是，那个肿
瘤在我骨头深处，紧挨着
神经。如果癌细胞扩散，很
快就会到肺部。”

亨特 -布勒尔斯莫
说，当专家告诉她需要截
肢才能治愈时，她惊呆了。
一 切 进 行 得 很
快，一个月内她
就完成治疗，甚
至还没来得及好
好思考。

手术后，她
花了好几年才接
受自己已经截肢
的事实。“我只想
继续生活，努力
忽视那些已经发
生的事。我总是
穿着裤子，也不
会告诉别人我是
个截肢的人。”是
跑 步 改 变 了 一
切，当看到丈夫
完成几次超级马
拉松后，亨特-布
勒尔斯莫也想尝
试一下。“那些跑
马拉松的人看起
来很高兴，脸上
带 着 一 种 满 足
感，我也想试试。
大家都跟我说，你不该做这个，但
我就那么固执：‘凭什么我不能？我
就要试试看。’”

不过，她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假肢。她先是试着用自己走
路用的假肢跑步，发现不行，“戴
着这个假肢跑步又重又累，我只
好搜索跑步用的假肢，第一个跑
步假肢花了我1万美元。”她也不
知道该怎么跑，周围没有戴假肢
跑步的人，更没人在网上分享心
得。“最难的是让大脑信任这个忽
然粘到腿上的外来物体，这和用
腿走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
努力把它放到地上，确保自己不
会摔个仰面朝天。”

当终于跑起来时，亨特-布勒
尔斯莫很快爱上了这项运动，感受
到了自由，“跑步改变了我的生活，
帮我接受了自己是个截肢者的事
实，给了我自由的感觉。我爱上了
在跑步过程中不断挑战极限，激发

更大的潜能”。她也不再介
意自己的残肢，还很乐观地
拿它开玩笑，比如她最喜欢
的一件T恤上写着“僵尸把
它咬掉了”。

5公里、10公里……她
不断增加每次跑步的距
离，2016年完成了第一个
半程马拉松。之后她又完
成了芝加哥马拉松比赛，
甚至开始跑一些超长距离
的超级马拉松，挑战极限。
2020年，亨特-布勒尔斯莫
打算跑一次100英里（约合
1 0 6 . 9公里）的超级马拉
松，因为新冠疫情，她就在
跑步机上尝试。“我发现从
未有截肢者在跑步机上试
过跑100英里，于是我想试
下。”最终，她用23小时38
分钟完成挑战，“我就是那
种想做什么就去做的人，
当我完成时，那种感觉太
棒了”。

先跑完今天的再说

开始连续102天跑102
个马拉松的挑战，这意味
着她每天醒来都要面临着
一个马拉松赛程。迄今为
止，无论刮风下雨，她都完
成了，每次平均用时5个多
小时。亨特-布勒尔斯莫
现在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吉尔伯特，大多时候在自
家附近的路上跑，偶尔也
会在家里用跑步机。

这当然是一个很痛苦
的过程，尤其是前两个星
期。对于戴假肢的亨特-
布勒尔斯莫而言，每天截
肢处与假肢的摩擦是最让
人担心的。她每天跑完后
都要冰敷、按摩截肢处，第
二天还要坚持下去。“你必
须和痛苦和解，现在我对
疼痛的忍耐力很高，一步
一步来就好。”

亨特-布勒尔斯莫也
崩溃过，有一次
跑到24公里时就
感 觉 撑 不 下 去
了，边跑边哭。

“当时心态彻底
崩了，脑子里想
的都是‘我做不
到！我当时到底
怎么想的？’”最
后 她 用 的 方 法
是，把马拉松分
割成一个个小目
标，“只要跑到下
一个1英里就好，
然 后 再 跑 1 英
里”。只要跑完今
天的行程，她就
不再想明天。亨
特-布勒尔斯莫
在跑完第31次马
拉松后说过，“如
果我想起来还剩
7 1 次马拉松要
跑，那压力就太
大了。”

亨特-布勒尔斯莫在社交媒
体上记录每天的进展，丈夫和两
个女儿还有粉丝们都支持着她，
一些人还把她作为榜样。“有人给
我发来信息，说他刚跑完5公里，

‘本来不想动，但想到你正在做的
事，我就出了门。’这太让我高兴
了。”但也有批评声音，第35天时，
因为把马拉松赛程分成两部分
跑，于是有粉丝质疑，亨特-布勒
尔斯莫干脆重新跑了一次——— 也
就是说，那天她相当于完成了两
次马拉松。这次波士顿马拉松也
很有意义，是她本轮挑战中参加
的唯一一场赛事，意味着她的成
绩将得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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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布勒尔斯莫和女儿

维克多·梅德韦丘克：

普京的“好友”
乌克兰的“筹码”
最近，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维克多·梅德韦丘克成了俄乌冲突中一个令人关注的

名字：他4月12日被逮捕，乌克兰方面提出用他跟俄罗斯交换被俘人员；18日梅德韦丘
克又在视频中露面，向俄罗斯喊话，想用自己交换被围困在乌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
尔的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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