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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上的“夫妻档”

克里斯蒂娜今年69岁，出生在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拉普拉塔市，
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受父母影响，克
里斯蒂娜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但有
意思的是，她的父母政见不同，母亲是
庇隆主义支持者，父亲则反对庇隆主
义。所谓庇隆主义，是指上世纪40年代
担任阿根廷总统的胡安·庇隆提出的

“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口
号，他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工人
阶级的政策，但后来也因经济问题和
高度腐败被推翻并流亡海外。

要说克里斯蒂娜，就不得不提一
个人——— 她的丈夫、已故阿根廷前总
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上世
纪70年代，克里斯蒂娜就读于拉普拉
塔大学，先是读了一年心理学，而后改
学法律。更重要的是，她在1973年结识
了同在这所大学读书的基什内尔。两
人一起参与了很多政治辩论，当时的
阿根廷正处于政治激荡期，有很多值
得辩论的问题，比如发动政变的军政
府、流亡前总统庇隆的归来以及短暂
上台执政的总统埃克托尔·何塞·坎波
拉等。克里斯蒂娜深受庇隆主义影响，
20岁就加入了庇隆曾经领导的阿根廷
正义党，开始了与左翼政治密不可分
的一生。

1975年，克里斯蒂娜与基什内尔结
婚，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一对政治搭
档。当时正义党人遭到军政府镇压，婚
后第二年他们搬到基什内尔的老家、
阿根廷南部的圣克鲁斯省，开办了一
家私人律师事务所。1987年，基什内尔
出任圣克鲁斯省省会里奥加耶戈斯市
市长，1989年正义党赢得总统选举，
1991年1月底基什内尔当选圣克鲁斯省
省长，并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连任。

除了帮助丈夫组织竞选活动，克
里斯蒂娜也在政坛崭露头角，1989年
当选圣克鲁斯省议会议员，1995年先
后四次担任国会议员。在此期间，他们
生下一儿一女，儿子马克西莫出生于
1977年，曾任阿根廷众议院执政党党
团主席；女儿弗罗伦西亚出生于1990
年。

“请叫我第一公民”

2003年，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
统，克里斯蒂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她经常与基什内尔一起参加各种
竞选活动，为丈夫助威加油，多次发挥
自己雄辩的好口才，宣传基什内尔的
竞选纲领。有一种说法将她称为基什
内尔的“首席顾问”，甚至有报道说，克
里斯蒂娜就是基什内尔的“灵魂”，基
什内尔的每一个竞选步骤、每一份讲
话稿，都是她敲定的。

基什内尔上任时，克里斯蒂娜没
有坐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上，而是出现
在议员席上，继续担任议员。她不喜欢
被称为“某人的妻子”，“我不是阿根廷
的第一夫人，你们可以叫我阿根廷的

第一公民。”据称，她在议会作风强硬，
不惧攻击，言辞犀利，辩论时能直击对
方要害，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阿根廷政坛，像基什内尔和克
里斯蒂娜这样的“夫妻档”并不少见。
比如，阿根廷首位女总统伊莎贝尔·庇
隆就是胡安·庇隆的第三任妻子。2007
年，基什内尔的任期即将结束，他决定
不再竞选连任，反而是克里斯蒂娜宣
布竞选总统，并得到丈夫的支持。那一
年，她成功当选，从丈夫手中接过权
杖，成为阿根廷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2010年10月，基什内尔突发心脏
病去世，克里斯蒂娜陪伴在他身旁。基
什内尔的去世还引发一次“选票效
应”，当2011年克里斯蒂娜竞选连任
时，阿根廷民众怀念起基什内尔执政
时期经济好转的过往，也同情失去丈
夫的克里斯蒂娜，最终她以大幅优势
成功连任。胜选后的她含泪说道：“此
时，基什内尔与我同在。”

多次被指控贪腐

克里斯蒂娜担任总统期间延续了
强硬作风，力推改革，招致反对党不
满。而且，一向视拉美地区为“后院”的
美国，也不愿见到这样一位左翼领导
人唱反调。2009年，克里斯蒂娜在任期
间就曾因涉嫌非法经商被调查。卸任
总统后，克里斯蒂娜陷入多项指控，包
括贪腐、洗钱、非法致富和诈骗。另外，
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后，她的健康状
况出现问题，曾接受过头部外科手术，
还因肠感染住院缺席二十国集团

（G20）峰会。
2015年，阿根廷右翼政治人物马

克里当选总统，左翼政治力量进入蛰
伏期。4年后，克里斯蒂娜宣布与老部
下、前内阁首席部长阿尔韦托·费尔南
德斯组成竞选搭档，自己竞选副总统、
后者竞选总统，借此重回政坛。竞选期
间，他们推出管控金融风险、保障公共
服务、提高民众福利等主张，很快赢得
中下层民众支持。

面对各种贪腐指控，克里斯蒂娜
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指责检方与马克
里政府一起迫害异己，试图借此转移
外界对阿根廷经济低迷的关注，阻止
她东山再起。2019年10月，克里斯蒂娜
与费尔南德斯赢得大选，她成功当选
副总统。

即便如此，针对克里斯蒂娜的各
种指控依然没有停止。就在今年8月
底，阿根廷一名检察官指控她在任总
统期间参与挪用公款、诈骗超过52亿
阿根廷比索（约合17 . 89亿元人民币），
要求判处她12年有期徒刑，终身禁止
其参与公职。

目前，尚不知日前发生的刺杀未
遂事件出于什么动机，是否与这些指
控有关联。但这惊险的一幕，足以给克
里斯蒂娜的传奇人生再添一笔浓墨。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英国新首相伊丽莎白·特拉
斯6日上任后，公布了新内阁名
单，并于7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
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这届内阁
中，副首相兼卫生大臣特蕾丝·
科菲和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
是女性，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
和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都
有非洲裔血统，而且两人分别开
创了各自职位的“第一”：克沃腾
是英国首位非洲裔财政大臣，克
莱弗利则是英国首位有色人种
外交大臣。内阁四大要职没有一
位白人男性，这在英国历史上还
是头一次。其中，最受关注的可
能还是克沃腾，毕竟英国正经历
着4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和处于
衰退边缘的经济形势。

从政的第一步并不
顺利

克沃滕1975年出生在伦敦
东部的沃尔瑟姆福雷斯特，他的
父母在上世纪60年代以学生身

份从西非国家加纳移民
到英国，后来其父亲成
为一名经济学家，母亲
则是一名律师。

克沃滕是家中唯一
的孩子，遗传了父母在
学业上的天赋，他考入
著名的伊顿公学，因成
绩优异而获得“国王奖
学金”。伊顿公学堪称

“首相摇篮”，英国前首
相戴维·卡梅伦、鲍里
斯·约翰逊都毕业于这
所学校，而获得“国王奖
学金”意味着一只脚已
经踏进了牛津大学或剑
桥大学。

在伊顿公学就读期
间，克沃滕还斩获“纽卡
斯尔奖学金”，并确定要
报考剑桥大学。据说，他
参加剑桥大学面试期
间，一位年轻老师在提
问结束时说这是他第一
次给考生面试，自信的
克沃滕对这位老师说：

“先生，别担心，您表现
得很好。”

克沃滕毫无悬念地
考入剑桥大学，在三一
学院就读古典学和历
史，再次以优等成绩毕
业。当时，他已经跻身保
守党智库圈子，不过他
那时想的还是做学术而
非从政。之后他继续学
业，获得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
留学，读完研之后又回到剑桥大
学读经济史博士。博士毕业后，
克沃滕的第一份工作选择做记
者，为英国《每日电讯报》写专
栏，后来跳槽到摩根大通从事财
务分析工作。

2005年，克沃滕打算进军政
坛，以保守党成员身份竞选东布
伦特选区议员，但第一次尝试以
失败告终，输给了自由民主党和
工党的候选人。尽管如此，他却
下定决心从政，2006年成为英国
保守党智库Bow·Group的主席。
担任过这一职务的还有英国前
副首相、曾在撒切尔夫人内阁长
期任职的杰弗里·豪，以及在
2003年至2005年担任保守党党

首的迈克尔·霍华德。
克沃滕或许已经具备了各

项条件，只是还缺乏磨炼。2008
年，他作为保守党候选人竞选伦
敦市议会议员，但遭遇惨败，保
守党也仅赢得3个席位。

与特拉斯同年进入
议会

2010年，机会终于眷顾了克
沃滕，当时萨里郡选区的一名议
会下院议员因丑闻辞职，克沃滕
竞选这一空缺席位获得成功，得
以进入议会下院。巧合的是，特
拉斯也是在那一年当选议员进
入议会下院的。克沃腾曾任议会
下院就业与养老金委员会和交
通委员会成员，还在2012年与特
拉斯、多米尼克·拉布和普丽蒂·
帕特尔合写了一本回顾英国昔
日荣光的书。后来，这几个人都
先后入阁，拉布曾任副首相、外
交大臣、卫生大臣等职，帕特尔
则是约翰逊政府的内政大臣。

实际上，特拉斯这次任命的
“四大要员”，都与其关系密切。

副首相兼卫生大臣科菲
和特拉斯同一年竞选议
员，两人既是政治盟友
也是挚友；外交大臣克
莱弗利在特拉斯担任外
交大臣期间是其副手；
内政大臣布雷弗曼此前
参与了保守党党首竞
选，出局后转而支持特
拉斯。克沃滕和特拉斯
私下关系也不错，他们
两家还是邻居，都在伦
敦东南部格林尼治的同
一条街上买了房子。

克沃滕勇于坚持自
己的想法，不惧得罪那
些提拔他的人。英国前
首相卡梅伦和前财政大
臣乔治·奥斯本曾在克
沃滕竞选议员时给他投
过票，但他不惜得罪两
位“大佬”，在议会下院
开会时坚持降低增值
税，还批评奥斯本的买
房补助政策可能导致通
胀。这样的性格虽然很
难在议会冒头，但克沃
滕站稳了脚跟，2015年
连任议员。

英国“脱欧”期间，
克沃腾是“脱欧”的坚定
支持者，还参加了相关
活动。英国“脱欧”后，他
开始在政府任职，先是
在财政部，之后是“脱
欧”事务部。当时任首相

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迟迟未
能在议会过关、引发政府官员

“辞职潮”时，克沃滕始终坚守岗
位，并在特蕾莎·梅辞职后支持
约翰逊。2019年约翰逊上台后，
任命克沃滕为商务大臣。今年7
月初，约翰逊被大批政府官员辞
职“逼宫”时，克沃滕再次展现了

“忠诚”，没有加入辞职的队伍
中。

值得一提的是，克沃滕的两
位前任里希·苏纳克和赛义德·
贾维德都是印度裔。不过，作为
英国首位非洲裔财政大臣，克沃
滕面临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据
悉，克沃滕上任后已于7日召集
一些银行高管开会，试图掌控陷
入停滞危机的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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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晓莹

9月1日，阿根
廷发生该国政治史
上罕见一幕，副总
统克里斯蒂娜·基
什内尔在自家附
近、众目睽睽之下
被一名男子用手枪
抵住头部，如果不
是枪支因不明原因
未能开火，克里斯
蒂娜很可能被当场
刺杀。事发后，数万
名阿根廷人2日在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举行集会，谴责
暴力，声援克里斯
蒂娜。作为阿根廷
政坛女强人，克里
斯蒂娜拥有多重身
份——— 前第一夫
人、前总统、现任副
总统，也因此风波
不断。

这是2018年11月19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拍摄的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的资料照片。 新华/法新

夸
西
·
克
沃
滕


英
国
财
政
大
臣
首
现
非
裔
面
孔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