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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静赫

“商二代”从政：与叛逆无关

2008年 9月 22日，日本自民党
新总裁麻生太郎在东京自民党总部
举行他当选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麻
生太郎在当天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中以绝对优势击败竞选对手，当选
自民党新一任总裁。

从 2006 年开始，日本首相的座
位呈现每年一换的态势。 2008 年 9
月，当 68岁的麻生太郎就任首相时，
日本国民已经在期待第二年的新首
相人选了。但这位被称为“大嘴”并
且爱看漫画的首相，还是在上任之
时，认认真真地学着日本每位首相在
就任时，用毛笔书法写一句简短的施
政展望。麻生太郎写的是：“风雪育
大树”。

在有限的任期里，对于这位麻生
首相来说，一个月就足以“遍尝人生
四季”。

麻生上任后，日本媒体喜欢把这
两幅照片放一起，一张是麻生太郎检
阅航空自卫队，另一张是他在超市与
家庭主妇谈物价———相差迥异的日
程，就是这位 68 岁首相每天必须的
公务，而他所要面对的远不止这些。
在麻生太郎履职的第一个月里，从高
调赴任，到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激化、
在野党的“逼宫”、国民对解散国会时
期的猜测，麻生内阁“险象环生”。

在一份日媒公布的麻生太郎亲
戚关系图表里，满目全是日本的显赫
人名。

麻生太郎曾祖父麻生太吉是日
本著名的“煤炭王”。后来，麻生家族
产业不断壮大，发展成了跨海上运
输、银行、电力、医院、林业等众多领
域的大公司。其父麻生太贺吉在继承
遗产时，所交遗产税居日本之首。麻
生被称为“算得上是叼着银勺子降生
的人”。

1966 年 8 月，麻生太郎从国外
留学回国，进入家族企业任职，1973
年任麻生水泥公司总经理，1978 年
兼任日本青年会议所理事长，1979
年 10月初次当选众议员，后成为自
民党内一派之首。

麻生太郎首次进入内阁是在桥
本龙太郎执政时期，当时担任的是经
济企划厅长官。2001年，他首次竞选
自民党总裁，但败于小泉纯一郎。小
泉上任后选择麻生太郎出任自民党
政调会长。此后他又先后出任总务
相、外相等重要职位，逐步崭露头角。

2006年和 2007年，麻生连续两
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但先后败北。
2008 年是麻生第四次向总裁宝座发
起冲击，终于如愿以偿。

麻生太郎是公认的“大嘴巴”，以
失言著称。在他上台之初，《纽约时
报》就曾发表评论称其为“爱吵架的
国粹主义者”。麻生太郎的特立独
行，体现在诸多方面。以至于现在日
语中专门有一个词—————“麻生流”
来形容麻生太郎的特立独行、我行我
素。

早在新内阁组成之初，麻生太郎
就将其我行我素展露无遗。2008年 9
月 24日，麻生太郎在组阁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一反常规亲自宣布了内阁
成员名单，按惯例这本应由官房长官
宣布。麻生在新内阁中大胆使用了
34 岁的小渊优子，这位女性成为日
本战后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特立独行的麻生太郎一方面对
在野党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另一方
面，则对普通百姓生活表现出其体恤
民生的温情一面。

麻生太郎的特别还包括他自小
对漫画的酷爱。从政后，他依然是漫
画的拥趸。虽然公务繁忙，但仍然坚
持每周读 20 本漫画杂志。他还曾以
外相的身份，建议日本建立“诺贝尔
漫画奖”，因此被送外号：麻生漫画太
郎。

麻生首相爱漫画，在日本众人皆
知。有观点认为，“大嘴”的麻生太郎
时常“胡乱发言”，与他沉迷于漫画不
无关系。麻生太郎从不避讳自己对漫
画的嗜好，就连在国会辩论时也经常
引用漫画书的“证据”。

在日本的某知名网络论坛上，曾
有人发帖说看见麻生首相在羽田机
场阅读一本日本知名漫画，“首相爱
漫画”一时成为年轻人的热议话题。
由此衍生的对他的昵称“蔷薇麻生”
一词也被收录于词语书籍中。

有评论说，也许正是这种“年轻”
的性格，让麻生太郎虽然在国内政务
上面临着诸多压力，但在外交上却表
现出富有弹性的一面。

2006年 9月，因一场国王支持的
政变而流亡异国的他信，被迫成为回
不了家的前总理。5年之后，比他小 18
岁的妹妹英拉·西那瓦成为泰国历史
上第一位女总理———她也是泰国“最
美的名女人”。

至此，英拉·西那瓦，这个出身泰
国显赫西那瓦家族的女企业家，登上
了权势高峰———就像她的前总理哥哥
一样。

1911年起家的西那瓦家族在泰国
拥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无论是经
济还是政治。生于 1967年的英拉是他
信最小的妹妹。显赫的身家和惊人的
美貌，都赋予了她如童话般的名媛形
象。1988年，21 岁的英拉获得清迈大
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士学位后，追随
长兄他信的脚步前往美国留学，在肯
塔基州立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
位。

1991年，英拉学成回国。作为商业
家族的成员，英拉的事业之路早已被
规划好，她直接加入西那瓦家族旗下
的企业，担任西那瓦电话公司的采购
经理和运营经理。1994年，英拉担任了
泰国国际传媒集团子公司彩虹传媒的
总经理，之后又升任该集团副首席执
行官。2002年，35岁的英拉被家族任
命为泰国最大移动运营商 AIS的首席
执行官。2006年，西那瓦家族将在 AIS
的股权卖给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创下
泰国有史以来涉及外资的最大企业并
购案，一时之间在泰国社会引起轩然
大波，并成为反对派攻击他信“出卖”
国家利益的主要口实。英拉随后辞去
在 AIS的职务，改任西那瓦家族另一
企业 SC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

英拉在拥有无限风光的同时，也
受到了质疑，更多人相信是英拉的家
庭背景才使她如此出色———要不然，
也就是个徒有其表的美女。

质疑激励了英拉。她决意拿出令
人信服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在担任 SC
地产公司执行总裁期间，英拉用实力
证明了自己并非等闲之辈。2006年 9
月，在他信逃亡后，作为最小的妹妹，
英拉承担起了拯救西那瓦家族的重
任。她沉着应对家族所处的不利政治
环境，用公司股票市值上涨 101%的成
绩回答了外界的质疑。

2008年 12月，英拉姐姐瑶瓦帕注
册的为泰党，以第一大党的地位在国
会中扮演反对党角色。为泰党力邀英
拉出山担任党主席，但当时英拉拒绝
了。

正当公众认为英拉将继续当她的
魅力女企业家之时，这位 40多岁的漂
亮女士却又开始在为进入政坛进行预
演。2011年 5月初，时任泰国总理阿披
实宣布解散下议院，启动大选进程。5
月 16日，为泰党宣布提名英拉为该党
排名第一的候选人，获胜后将推举英
拉担任总理。自此英拉正式登上政治
舞台。

作为西那瓦家族的后代以及前总
理他信之妹，英拉的参选被视作“代兄
出征”。英拉立即赢得他信支持者的欢
迎，甚至被看做是可以救民于水火的
“白马公主”。

英拉飘逸的发型和竖起食指的姿
势，一时为众多女性竞相模仿，掀起了
一股不小的“英拉旋风”。从竞选活动
拉开大幕的第一天起，英拉就始终在
人气上大幅领先对手阿披实，“期待第
一位女总理的诞生”几乎成为泰国社
会最关注的话题。

2011年 8月 5日，英拉最终以 296
票支持、3 票反对、197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当选为泰国史上首位女总理。从
被为泰党推到前台到成功当选总理，
短短 82天，英拉即登上权力之巅。

相对于哥哥他信的强势，英拉显
得低调、谦逊，并且笑容迷人。在泰国
媒体上，英拉这种标志性的微笑几乎
随处可见。有媒体认为，她的这种低姿
态和亲和力，更容易打消王室、贵族和
泰国精英阶层对为泰党固有的敌意。
与此同时，英拉也被称为“政治菜鸟”，
因为她“一直活跃于商界，几乎从未涉
足政坛”。更有评论直指英拉只是“克
隆他信”。
“你们热爱我的哥哥吗？你们愿意

给她的妹妹一次机会吗？”面对选民，
英拉总是以这两句开始她的竞选演
说。

不管未来他信何时或以何种方式
回归，现在的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是
政坛的主角。

何厚铧是儿时玩伴，妻子是霍
英东侄女，这是给崔世安显赫家世
定义时的惯常说法。

崔世安是崔氏家族在澳门崛
起之后的第三代传人。崔家与现任
澳门特首何厚铧父亲何贤的何家、
马万祺的马家齐名，并称为“澳门
三大家族”。崔世安祖父崔殿明被
称为澳门“建筑大亨”。

作为崔氏家族之后的崔世安
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富二代———
虽然他的童年时代“非常恬静”。少
年时代，这个生活在深宅大院但喜
欢模仿李小龙的男孩，显得很斯
文，他“个子瘦高，彬彬有礼”。

留美十年后，1983年，26岁的
崔世安返回澳门，创办“崔氏 X 光
医学化验室”。数月后，父亲崔德胜
病逝，甚至没来得及看到崔世安迎
娶香港名门闺秀、霍英东的侄女霍
慧芬。

1988年，他出任澳门排名第
一的慈善机构镜湖慈善会董事、排
名第二的慈善机构“同善堂”值理

兼医务部部长。两年后，镜湖医院
慈善会把旗下另一项慈善事业交
给崔世安：主管镜平学校。

始建于 1948年的镜平学校，
位于澳门“穷人最多”的北区，面向
工薪阶层子女，不收学费。崔世安
充分调动人脉资源，说服当时的澳
葡政府批给学校 5000多平方米的
地，2400多万澳元的建设费和 200
多万澳元的设备费。1997年，中学
部终告落成。如今，镜平学校中学
部已成为与“贵族学校”培正中学
齐名的澳门一流名校。

据一位当年和崔世安在镜平
学校共事的教师回忆，“崔世安经
常出现在位于黑沙环的中学部。他
最喜欢静静地站在学校门口，留意
学生的情况。”在这位教师看来，出
身显赫的崔世安“毫无架子”。

崔世安除了医学慈善事业类
的社团活动，还在商业社团中历
练———这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已经
开始。崔世安的哥哥崔世昌，当时
创立了澳门国际青年商会，他把弟

弟介绍到商会中担任理事，并苦心
栽培。1988年，崔世安成功组织了
国际青年商会亚太区大会，此后，
崔世安的能力得到了澳门商界的
广泛认可，从此接替兄长出任会
长，一举成为澳门跨商业、慈善、教
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新一代社团
领袖。

在澳门社会的独特背景下，崔
世安的社团经验成为他后来从政
之路“难以比拟的优势”。

1992 年，35 岁的崔世安涉足
政坛，以“同心协进会”(澳门的一
个社团)第二候选人的身份高票当
选澳葡政府第五届立法会议员。在
同僚的印象中，崔世安“人缘好”、
“厚道”，但缺乏“惊天动地的提
议”。1995年，崔世安连任失败。

1999 年澳门回归前夕，崔世
安获得何厚铧提名，成为澳门特别
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在任期
间，他成功推行 15 年免费教育。在
考验执政能力的禽流感、非典等卫
生事件中，崔世安均创佳绩。在其

任期内，澳门被联合国授予“健康
城市”称号。

步入澳门政坛的崔世安一向
以“行事低调、敦厚包容”著称。虽
从政多年，但在媒体上鲜少“发
声”。 崔世安从未携妻出席过公
众活动，他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
崔世安被认为“没有世家子弟习
气”、“具有亲和力”。

崔世安的亲和力在其竞选澳
门特首期间充分展示，他时常到街
区听取民意。有人直接对他喊：“崔
生，加油。”还有人对崔世安说：“我
对你不怎么放心。”崔世安则回答：
“我接受你的批评。”

2009年 7月 26 日，唯一候选
人崔世安当选澳门特区第三任行
政长官。

即便到今天，澳门人对崔世安
特首的印象仍然是“低调”，尽管名
门之后与家族利益，也给身肩特首
之位的崔世安带来争议。
“我爸爸只是一个小商人，我

是一个普通人。”崔世安说。

2012年 2月 16日，唐英年位
于九龙塘约道涉嫌违建的住宅
前，大批传媒一早出现在门外，六
部吊臂车，高空拍摄住宅内的情
况，场面蔚为壮观。

这是当日香港屋宇署派员到
唐宅视察违建情况的画面。

这也是过去数月中，因参选
香港特首成为热门人物的唐英年
不得不面对“名人”的烦恼之一。

原本沉寂的唐家大宅被作为
“违建”典型挖了出来，全香港人
都知道了被他称作“挖深了”的
2400平方英尺地库里不但有其公
开承认的杂物房，还包括“健身
室、日式浴池、更衣室、厕所、私家
影院、品酒室及一个酒窖”。

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也被
“打扰”，被媒体爆料的“私情”电
邮和照片，暴露了唐英年的“婚外
情”。

遭遇一个又一个“丑闻”的唐
英年成为香港人茶余饭后的“谈
资”。在拥有这等“待遇”之前，唐
英年的著名标签是从政商人。

生于 1952 年的唐英年祖籍
无锡，出身于纺织业世家。据媒体
报道，唐氏家族在 200 年前已在
无锡经营绸缎庄，其后发展纺织

厂，家族名声与无锡另一纺织世
家荣家齐名。

1973 年，唐英年之父唐翔千，
以半岛针织创办人及南联实业董
事身份，把内地棉花引进香港及
返内地投资。后来在上海设毛纺
厂及前往偏远的新疆，开设天山
毛织厂。属于唐翔千的另一个记
录是：他把第一辆劳斯莱斯房车
引入中国。

生于 1952 年的唐英年，祖籍
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他的父
亲唐翔千是前全国政协常委，早
年从上海来到香港创业，开办工
厂经营纺织产品，改革开放后积
极投资内地。

这样的显赫家世，促成了唐
英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富二
代”，因此在其完成学业后参与家
族生意，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1976 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
学文学士学位的唐英年返回香
港，帮助父亲打理纺织生意。他从
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地开始管
理整个家族企业。踏足政界前，唐
英年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
主席。

业界评价，做企业家的唐英
年非常成功。1989 年，唐英年获颁

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 年则被
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
袖。1995 年至 2001 年间，唐英年
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
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及香港赛
马会董事。2000 年，唐英年还获颁
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紫荆星章。

经营企业的实力亦推动唐英
年在踏足政界后一帆风顺。1991
年，39 岁的唐英年成为功能组别
香港立法会议员，开始踏上政坛。
1997 年起，唐英年获前香港特首
董建华邀请进入香港行政会议，
并曾在 1991 年至 1998 年间担任
立法会议员达 7年。他还曾参与
多个政府委员会及公共机构的工
作，包括香港贸易发展局、城市规
划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及电子和纺
织服务业推广策略小组。

2002 年，50 岁的唐英年在其
知命之年正式弃商从政。同年 7
月至 2003年 8月，唐英年任香港
工商科技局局长，参与 CEPA 洽
谈和执行签订。2003年 8月起，任
香港财政司司长。2007年 6月，开
始任香港政务司司长。

在公众的视线中，唐英年的
最大特点是他的笑。几乎在每个

公开场合，唐英年总是笑容满面，
举止和气质显现儒雅之风。前香
港特首董建华曾评价唐英年“透
明、务实、进取”。

2011年 9月 28日，唐英年辞
任香港政务司司长。两个月之后
的 11月 26日，唐英年宣布参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选举。

媒体报道，与唐英年有过接
触的人都称他“脾气好，没架子，
非常亲切，容易相处”。他平时“非
常好客，热爱家庭”。 据悉，唐英
年非常疼爱膝下的四名子女，对
太太亦呵护备至，“常常推掉应
酬，选择与家人相聚”。

而这一切都在其成为特首参
选人后遭到“起底”。

面对纷争和质疑，唐英年笑
看风云。2012年 3月 6日，他开通
新浪微博，23日，他上传 10条港
民对其的鼓励和支持之语，称之
为“寒风中最温暖的声音”。

在弃商从政的路上，儒雅的
唐英年更希望记住这些温暖的回
忆。

2012年 3月 25日，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首轮
投票结果揭晓，唐英年落败。

荫他们是商界的“富二代”，因为出身企业世家，承载着家族期望。
荫他们是政界的“插班生”，因为偏离家族“规划”，转向从政之路。
荫他们是具备企业家特质的现任政客，也是政治舞台上的前企业家。

唐英年
背负“谈资”的特首落选人

唐氏家族在多年前已与荣氏齐名，曾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的
唐英年，50岁时弃商从政

崔世安
低调敦厚的澳门特首

祖父是“建筑大亨”，妻子是霍英东的侄女，崔世安的社团经验成为他后来
从政之路“难以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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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担任泰国最大移动运营
商首席执行官，他信逃亡后，
以公司市值上涨 101%的成
绩力挽狂澜

英拉·西那瓦
“代兄出征”的泰国女总理 麻生家族产业从煤炭到银行

再到医院，是绝对的大户人
家，但麻生太郎仍积极竞选
众议员，直到成为一党总裁

麻生太郎
爱看漫画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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