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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英国卫生部近 6 年的杰里米·亨

特 9 日被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任命为新的

外交大臣，接替当天因“脱欧”立场分歧辞

职的鲍里斯·约翰逊。亨特上任后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呼吁：“是时候支持我们的首相

达成‘脱欧’协议了——时不再来……”

值得一提的是，杰里米·亨特算是一名

中国洋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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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上市 雷军身家达156亿美元

埃尔多女婿改当财长

中国女婿任英国外交大臣
因与首相“脱欧”立场不同，英国脱欧事务

大臣戴维·戴维斯8日辞职。接替戴维斯的多米
尼克·拉布为坚定“脱欧派”，而新上任的亨特则
是特雷莎·梅的亲密盟友。按美联社的说法，亨
特支持妥协版的“软脱欧”。

对于“脱欧”，亨特的立场历经从支持“留
欧”到支持“脱欧”的转变。2016年英国举行“脱
欧”公投前，亨特是“留欧”阵营一员；但他2017
年10月告诉伦敦广播公司电台，在“脱欧”问题
上他已转变观念，部分原因是欧盟在谈判中显
现的“傲慢”让人失望。

路透社报道，亨特上个月公开指出，空中客
车等大企业要因“脱欧”转移就业岗位不合适；
相反，这些企业理应站到特雷莎·梅身后，支持
她为离开欧盟做成一笔好买卖。

亨特9日在推特上写道，在英国“历史的关键
时刻”获任外交大臣是“巨大荣誉”。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亨特在上任后首份声明中说，支持首相
基于6日政府内阁就设立“英国-欧盟货物自由
贸易区”等达成的共识与欧盟谈判“脱欧”协议。

英国和欧盟希望于10月达成“脱欧”协议，
以便留出足够时间，让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议
会在明年3月29日英国正式“脱欧”前完成对协
议的表决。

路透社评述，亨特是英国国民保健制度
（NHS）确立以来任期最长的一位卫生大臣，经
受住了医生罢工、公众抱怨等诸多挑战。法新
社也说，主管“因难管理而声名狼藉”的国民保
健制度近6年，亨特为自己赢得声誉。

亨特2010年至2012年曾任英国文化、奥林
匹克、媒体与体育大臣。其间他因与传媒大亨鲁
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走得太近”而被戏称为

“默多克大臣”，一度面临辞职压力，但2012年9月
内阁改组时他却意外被“提拔”为卫生大臣。

今年早些时候，亨特在英国政府预算普遍
削减的背景下为国民保健制度争得200亿英镑
（约合1748亿元人民币）的额外资金，被《卫报》
赞为“伟大幸存者”，甚至称他有意成为首相。

路透社认为，此次亨特在两名内阁重臣接
连辞职之际临危受命，可能改变特雷莎·梅内阁
官员“脱欧”立场的平衡。

至于媒体一度质疑的特雷莎·梅能否安然
度过危机，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编辑劳拉·库
恩斯伯格分析，如今大多数内阁高官都是曾经
的“留欧派”，特雷莎·梅的未来取决于欧盟对英
国“脱欧”方案的反应，以及请辞的戴维斯和约
翰逊的下一步举措。

不过人红是非多，2015 年亨
特因为一句“像中国人一样去工
作”的口号引发了众怒。

在保守党大会期间，他发表
讲话，呼吁英国人应该像中国和
美国人一样努力工作，而不仅仅
是享受福利。

他说：“我的妻子是一位中国
人，如果我们英国想在接下来的
几十年里成为最成功的国家之
一，首先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我们能像亚洲人和美国
人那样努力地工作吗？”

近 10 年来，中国的发展日新
月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
发展却略显缓慢。两国发展的差
异，相信亨特这位中国女婿也是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的这
种担忧，大部分英国人并不买
账。

亨特的这番言论一石激起千
层浪，成为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
头条，更是引起不少争议。

最终，还是时任英国首相卡
梅伦忙着出来打圆场。

卡梅伦解释说亨特的言论被
“误解”了，他只是希望英国能成
为“21世纪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时过境迁，如今卡梅伦早已
退场，亨特则成为英国政坛的中
流砥柱。

据英媒报道，目前英国保守
党内对亨特非常看好。如果梅姨
在 2019 年英国完成脱欧之后辞
职，那亨特有望被推为头号继任
者。

未来，他很有可能接替梅姨
成为未来的保守党党魁，甚至英
国首相。

新平

亨特现年 51 岁，家中长子，
在伦敦西南城镇戈德尔明长大，他
家世显赫，祖父是陆军准将，父亲
亨特爵士是英国海军上将。他本人
也是青年才俊，毕业于英国牛津大
学马格达伦学院，拥有政治、哲学
和经济学学位。亨特毕业于牛津大
学，与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他的
前任约翰逊是同时期校友。

2005 年进入议会前，亨特从
事过管理顾问工作，并在日本当过
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因此能说流
利日语。他进入政坛前的从商经历
很成功，曾创办公共关系机构和教
育出版社，并依靠出售企业股份成
为百万富翁。

这 一 段 跨 国 姻 缘 源 于 2008
年。那时，亨特还只是一名议会议
员，平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他的
公司叫 Hotcourses （热门课程），
创办于上世纪 90 年代，是英国最
大的教育指南出版商。

2008 年，当时在英国留学的
露西亚来到Hotcourses工作，与亨
特一见钟情。两人的感情升温很
快，还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见父母
了！

2008 年圣诞节前夕，亨特带
着露西亚来到萨里郡希尔村的父母
家中，在那里，他正式向中国女友
求婚。“当我带着露西亚在我父母
家附近的小路上散步时，我终于开
口向她求婚，她高兴地答应了。我
们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家人，他们
都为我们感到高兴。”

不过按照中国人的规矩，想娶
露西亚进门，亨特还必须过得了岳
父岳母这一关。

为了征得露西亚父母的同意，

两人过完圣诞节就飞回了西安，和
露西亚的父母一起庆祝元旦。

在家庭聚会上，亨特请准岳
父大人喝茶，还说：“我想以中国
传统的方式请求您将女儿嫁给
我。”

看 着 这 个 洋 小 伙 如 此 符 合
“准女婿”标准，对自己女儿也
是情真意切，露西亚的爸爸认可
了两人的感情。这门亲事算是成
了！

为了庆祝这门亲事，一家人
把喝茶也换成了喝米酒，亨特后
来在博客中写道：“为了庆祝我们
的喜事，我被没完没了地灌着米
酒。”

抱得美人归，亨特开心地向
外界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但
他始终拒绝透露未婚妻的中文姓
名。他说：“我决心把她保护起
来，不让她暴露在公众的视线
中。”

亨特的担心并非多余。在两人
结婚前，一家英国报纸就曾发文刁
难露西亚，说亨特多才多艺、英俊
潇洒，是“完美的丈夫人选”，只
可惜他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中国女
友”。

据说，露西亚在看到这篇报道
后很不高兴，立即打电话给亨特质
问她哪里不起眼了？亨特却借机向
Lucia 表白说，她对他而言意味着
整个世界，并表示将用行动来证明
一切。

最终，两人在 2009 年 7 月完
婚，如今已经有了3个可爱的混血
宝宝。

结婚之后，亨特在政商两界的
成绩都扶摇直上。

首相支持者

“伟大幸存者”

中国女婿的爱情故事

44 “像中国人一样去工作”

生于 1955 年
的敬一丹，小时
候就发现，家里
床 下 有 个 木 箱
子，里边放着爸
爸 妈 妈 的 信 。
1950 年 12 月 23
日，敬一丹的爸
爸在“恋爱第一
封 信 ”中 写 道 ：

“无论那寒风吹
得多么紧，它永
远也吹不开我们

热烈的友情。”
敬一丹重新梳理上千封家书，在新书《那年

那信》里，以“信中信”的方式与四世同堂大家庭
的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从1950年的情
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

父母坚持写信、留信，影响了后代子女。敬
一丹家里的信越积越多，到近年整理时已多达
1700余封。

敬一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年 那信》相当
于是梳理了这个家 68 年来留下的痕迹。在她
看来，家书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代
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事，千家万户的故事
就像一块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
景。

敬一丹说：“回望，连接着昨天、今天、明
天。”家族的故事定格在绿色邮筒和纸面上，跋
山涉水历经寒暑保留下来的信件，是家族的纪
念，亦是一种在字里行间、岁月更迭中的回望。

敬一丹：1700封家书我家的68年

7月9日，香港证券市场“同股不同权”第一
股小米正式挂牌上市。虽然小米是以询价区间
的下限定价发行，但到收盘时，小米股价依然跌
破了发行价，收于16.8港元，跌幅1.18%。对此，
小米创始人雷军表示，最近市场不好，短期股价
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看长期。在盘后的上市庆
功宴上，雷军放豪言：“要让在上市首日买入小
米公司股票的投资人赚一倍。”

10 日，小米高开高走，盘中最大涨幅达
14.86%，最高触及19.34港元，收盘涨幅收窄至
13.1%，收报19港元，成交逾97亿港元，总市值
逾4250亿港元。

随着公司股价的上涨，雷军的身家也水涨
船高。据彭博亿万富翁实时榜单显示，雷军的
身家目前为156亿美元，排名全球第77位，在中
国大陆排名第9位。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9日
在首都安卡拉宣誓就职，任命新一届内阁成
员。他的女婿、原能源部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
克意外出任财政部长。

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后，土耳其里拉对美
元汇率下跌3.5%。

埃尔多安当天在国民议会宣誓就职，稍后
在总统府向数以千计国内外宾客致辞。

大约50个国家的政要出席就职仪式，西方
大国领导人无一到场。

埃尔多安长女埃斯拉的丈夫阿尔巴伊拉克
从能源部长转任财长。曾任美林公司经济学家
的前副总理穆罕默德·希姆谢克获市场青睐，但
无缘新内阁。 本报综合消息

杰里米杰里米··亨特与夫人露西亚亨特与夫人露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