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在思想世界中求索

□本报记者 刘丽娜

想了解和叙述佐利克这样的人物很难，因

为其经历太丰富， 就像从多棱镜中看世界，每

一个视角看到的只是一个侧面。政治家、律师、

金融家、外交家、学者、经理人……在世行工作

的一位朋友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可能更适合

有雄才大略的佐利克。不过，在记者眼里，他更

像一位不断探求的哲人。

佐利克爱思考，讲话时常常会不自觉地闭

眼。 在华盛顿工作期间，记者曾对他进行过两

次专访，参加过其数十次的新闻发布会和公共

活动。不论是面对面的交谈，还是听其演讲，稍

为留心就会发现他的这一下意识举动。

佐利克爱读书， 喜欢与朋友交流思想，分

享新知。

2011

年秋，记者在专访佐利克时，看到

其办公室里，除了装得满满的书架，办公桌上

甚至窗台上都摞满了书籍。 其助手、世行办公

厅副主任福格森对记者说，佐利克最大的爱好

是阅读，其中又以历史为最。

除了从书中汲取思想养分，佐利克更善于

从接触的各种人中获得启示，包括新闻记者。

2011

年秋季世行年会前，记者在采访佐利

克时提到不久前休假刚刚去过的布雷顿森林，

也就是

1944

年设计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

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会议原址。佐利克特别

感兴趣，与笔者就此话题多谈了五分钟。

几天后， 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关于

世行年会前的预热讲话中，

8

次提到“布雷顿森

林”。根据记者的记录，这是其近年来单次讲话

中提到这一名词最多的一次。 会后遇到福格

森，他说佐利克的讲话很可能是受到记者的影

响。因为他确实常常从与国际记者的交谈中获

得启示，并调整自己的讲话内容。

尤其是，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大支柱的

领导人，佐利克正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捍卫者和

改革者。采访当天，他曾非常严肃地对记者说，

他从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 只不

过，这一体系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改革。

据助手介绍，除了读书，佐利克还有一项

特别的爱好———保护老虎。 笔者曾留心细数，

在世行总部大楼的行长办公室内外，总共有关

于老虎或同类猫科动物的照片不下

12

幅。佐利

克还在其任期发起保护老虎的倡议，这在世行

历史上也是首次。 问及原因，佐利克身边工作

人员回答说，这主要是因为佐利克认为老虎处

于自然界生物链的顶端， 如果能够保护好老

虎，也就能更好地保护整个自然与生态环境。

佐利克为人低调，对母亲至孝。 佐利克母

亲曾对媒体说，在

2007

年被布什总统提名出任

世行行长时，她看到电视中的儿子带的那条浅

蓝色领带正是她多年前送给他的礼物。

从阅读中思考，从经验中总结，从实务中

提炼……外交与战略家的佐利克亦如哲人，总

是在思想的世界中求索。

2010

年

9

月

19

日，他在谈到“发展经济学的

民主化”时说，“纵然思想的圣殿常常在生活现

实的袭击下坍塌，我仍然钦佩为搭建真知灼见

的穹顶而做出的努力尝试。 ”

佐利克名言

佐利克善于发明概念， 以思想引领实践。

在国际关系领域，他的许多名言受到广泛关注

和引用。

“利益攸关者”

2005

年

9

月

21

日，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

利克在纽约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努力使中

国成为国际体系中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一词。 他在第二年访

华期间说，他的这一概念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提

供了一种方向感。 他建议中国“在国际体系中

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现代化的多边主义”

佐利克在世行任内一直积极推动他所认

为的新的多边主义 （

New Multilateralism

），或

称 现 代 化 的 多 边 主 义 （

Modernized

Multilateralism

）。 他在

2008

年

10

月

13

日的一次

讲话中说，符合时代的全新的多边体系必须是

一个灵活的网络，而不是一个僵化的制度。 它

必须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相互联系的各个主体

的优势，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营利机构和民

间非政府组织。新的多边体系必须尊重国家主

权，同时又能处理超越国界的问题。 新的多边

体系也必须具有务实性。新的多边体系必须有

助于建立一种共同责任感。必须重新界定经济

多边体系，摆脱只关注金融和贸易的传统。

“第三世界的终结”

2010

年

4

月

14

日，佐利克在伍德罗·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发表题为 《面向多极化世界，实

现多边主义的现代化》的讲话。 他说，如果说

1989

年标志着“第二世界”随着苏东国家的演

变而寿终正寝，那么

2009

年则标志着所谓“第

三世界”概念的终结。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快

速发展变化的新的多极化世界经济中。 北与

南，东与西，现在是指南针上的四个标志，不再

是经济指向。 “七国集团炉边谈话式的旧有世

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 ”

“新的多极世界要求多极知识”

2010

年

9

月

19

日，佐利克在发表《发展经济

学的民主化》讲话时说，随着经济构造板块的漂

移，经济模式也必须改变。 知识的流动不再只是

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富向穷。 在这个新世界，

发展中国家不只是受援者，而同时也是援助、经

验的提供者。 这已不再是关乎《华盛顿共识》的

问题，新的世界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万灵药，不

是规划蓝图，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丰富的履历

在迄今逾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佐

利克横跨政、商、学三界，做过的全职

工作不下

12

份，粗略计算，平均约两

年半就换一次工作。不久前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佐利克说世界银行已经是

他目前干得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

1981

年从哈佛毕业后，佐利克来

到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为法官

帕特里克·瓦尔德担任法律职员，积

累了法律与行政经验。

出道不久， 佐利克已显露才华，

受到华盛顿高层赏识。

1985

年至

1993

年， 佐利克一直在美国联邦政府工

作。八年间，他曾在财政部与詹姆斯·

Ａ

·贝克财长共事，担任负责金融机构

政策的助理副财长；在国务院担任负

责经济与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以及

副国务卿级别的法律顾问。 他还担任

过白宫办公厅副主任。

1989

年至

1990

年，在东西德国统

一进程中，佐利克是发挥了主要作用

的美国官员。 在

1991

年至

1992

年举行

的七国首脑经济峰会期间，他担任老

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

1993

年至

1997

年，佐利克担任美

国住房贷款抵押机构房利美公司的

执行副总裁， 负责管理低价住房业

务，以及公司的法律、监管、政府与行

业关系和国际服务等业务。

离开房利美后，佐利克在美国海

军学院任教授一年。 之后，他做了肯

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还在高盛公

司短期担任高级国际事务顾问。

1998

年

1

月， 佐利克与人联名向时任总统

比尔·克林顿上书 《美国的新世纪项

目》。

1999

年，佐利克还曾短暂出任华

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2000

年， 在小布什总统竞选期

间，佐利克加入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康

多莉扎·赖斯领导的竞选团队， 出任

外交政策顾问。

2001

年至

2005

年

1

月， 佐利克担

任美国第

13

任贸易代表， 被称为是

“谈判桌上的计算机”。 期间，他推动

了一系列全球、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

谈判，同时确保美国国会支持开放市

场。 佐利克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谈判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2005

年至

2006

年，佐利克担任美

国国务院二号人物的副国务卿，他还

是国务院的首席运营官。 在此期间，

佐利克被认为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

的核心人物。

2006

年至

2007

年， 在加入世行

之前， 佐利克担任高盛国际的副董

事长。

2007

年

7

月

1

日，佐利克正式就任

世界银行行长，成为世行历史上第

11

位掌门人，登上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

座新高峰。

佐利克 “世界的行长”

□本报记者 刘丽娜

2010

年

4

月

14

日上午，当身材修

长、 留着标志式胡须的世界银行行

长罗伯特·佐利克步入华盛顿智库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该中

心主席约瑟夫·

B

·吉尔登霍恩这样

介绍他，“让我们欢迎世界的行长佐

利克先生”，全场听众报以会心一笑

和掌声。

在吉尔登霍恩看来，就任世行行

长不到三年的佐利克，不仅足迹遍布

世界，而且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

秩序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以“世界的

行长”（

President of the World

） 称呼

之，不失为恰当。

正是在

2010

年这次世界银行春

季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预热会上，佐

利克发表了那篇可能载入全球治理

史册的重要讲话 《第三世界的终结

?

———面向多极化世界，实现多边主义

的现代化》。 一个星期后，在世行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上，世行率

先实现了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转移份额与投票权的历史性举措，

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份额与投票权上

升为第三位。

2012

年

2

月

15

日， 佐利克发表

声明，宣布在今年

6

月任期结束后

将告别世行。 其继任者的遴选被

认为是

2012

年全球治理重大的事

件之一。

在弹指而逝的五年任期内，佐利

克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高超的外交

与协调能力， 谦逊自律的处事风格，

被世行内外的许多人认为是世行历

史上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临危受命 入主世行

如何改善世行形象， 调整

世行发展战略， 是佐利克上任

面临的首要挑战。 而佐利克本

人的目光远远不局限在世行这

一机构本身。 他把世行的调整

置于更宏大的全球和历史语境

当中。

2007

年

7

月

1

日，佐利克临危受命

入主世行。 前任行长沃尔福威茨因

“女友门”事件黯然提前离职，世行的

声誉受到一定影响，世界经济权重的

变化也使得反映国际经济旧秩序的

机构面临现实挑战。 如何改善世行形

象，调整世行发展战略，是佐利克上

任面临的首要挑战。 而佐利克本人的

目光远远不局限在世行这一机构本

身。 他把世行的调整置于更宏大的全

球和历史语境当中。

从世行角度看，在世界经济多年

相对稳定增长的状况下，世行的国际

影响力有所减弱。 世行建基于二战后

的废墟， 其最初的使命是重建欧洲。

经过数十年发展，世行的主要职能已

转向减贫和发展，其主要途径为政府

间贷款。 而近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给世行提出新的挑战。

从沃尔福威茨

2007

年

4

月发表的

告别世行声明以及他在

2005

年

4

月世

行春季会议上的讲话中可见，当时世

行的工作重心在减贫、在非洲。 “让贫

困成为历史” 是当时世行的核心主

题。 而在佐利克任期内，世行尽管仍

然强调减贫，但真正的主题已经转向

顺应时势的改革。

上任之初，佐利克提出六大战略

主题，分别针对最贫困国家尤其是非

洲国家、脆弱和后冲突国家、中等收

入国家、全球和地区公共产品、增加

阿拉伯国家的机会、 知识建设与学

习。 其目标是推动“世界银行集团成

为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的

催化剂。 ”

在华盛顿专家看来，世界银行是

迄今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复杂的官僚

机构之一， 来自世界各地的

1

万多名

员工有着不同背景与文化，要管理好

这样一支团队难度可以想见。

一位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美国员

工对记者说，佐利克是卓越的政治家

和外交家，但缺乏“发展”经验。 甚至

有人批评他照搬白宫的一些做法，在

某些问题上给世行打上过强的美国

政府印记。

也有人批评，佐利克把一些带有

政治色彩的议题带入世行主要日程

中，使世行偏离应有的轨道。 另外，针

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佐利克

2010

年

11

月

7

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

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应回归某种金

本位制的论点，也引发了大量争议。

不过，在一向强调大历史与国际

化的佐利克眼里，这些批评并不会阻

碍他追求更宏大主题的脚步。

在

2012

年

2

月

15

日发表的离任声

明中，佐利克把自己任内的业绩总结

为三大方面：灵活积极的危机应对举

措，推进世界银行的现代化，以及现

代化的多边主义。

声明说，转型后的世行在全球经

济危机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利用

创纪录的增资提供了

2470

多亿美元，

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增长和战胜贫

困。 此外，扩大资源和推动关键领域

改革，使得世行运行得更快、更有效、

更开放。

根据记者观察，佐利克在世行的工

作令人印象更深的是，他反复阐述的“新

多边主义”，亦称多边主义的现代化。

倡导新多边主义

不能让“多边主义”成为集

体不作为的借口，必须让多边主

义真正地发挥作用。 现代化的多

边主义必须与时俱进。

除了调整世行自身主题，佐利克

着力更多的地方在于他自称的世界

经济秩序重构，他给这一进程选择了

新名词———使多边主义现代化。

5

年前， 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

融危机正席卷全球。

2007

年

3

月，华尔

街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美国次

贷危机浮出水面，而更大的金融海啸

正在不远处酝酿。 当时身处高盛集团

高位的佐利克熟知华尔街的规则，也

深切预感到这场危机可能对美国以

及既有国际秩序带来冲击。

沃尔福威茨的意外离职使佐利

克获得了施展其国际战略的机会。

2011

年

4

月

6

日，佐利克在华盛顿的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说，

“自从

2007

年我来到世界银行后，一

直在提倡实现 ‘多边主义的现代

化’”。 “不能让‘多边主义’成为集体

不作为的借口；我们必须让多边主义

真正地发挥作用。 ”“现代化的多边主

义必须与时俱进。 ”

在

2008

年秋的几次讲话中，佐利

克又从多个角度对其新多边主义进

行了阐述。 当年

10

月

13

日，佐利克说，

“如果多边体系无法发挥作用， 全球

化可能会成为一座‘通天塔’，各国相

互竞争，出现利益冲突，最终谁也无

法受益。 ”

佐利克之所以下大力气推动改

革多边主义机制， 在于他对当时国

际形势的敏锐把握。 他多次表示，世

界经济的天平正在发生变化， 增长

极正在发生变化， 新增长潜力地区

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权力结构也应

随之而变。

2009

年

10

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召开的世行年会上， 佐利克表示，

“

1944

年，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

代表们抓住时机……为世界经济、金

融和商业关系构

建了一系列规则、

机构及制度体系。

65

年来，世界格局

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前的这场巨变

将再次调整世界

的景观。 ”

佐 利 克 认

为， 符合时代的

全新的多边体系

必须是一个灵活

的网络， 而不是

一 个 僵 化 的 制

度。 它必须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相

互联系的各个主

体的优势， 包括

公 共 和 私 营 部

门， 营利机构和

民间非政府组织。新的多边体系必须

尊重国家主权，同时又能处理超越国

界的问题。新的多边体系也必须具有

务实性，必须有助于建立一种共同责

任感； 必须重新界定经济多边体系，

摆脱只关注金融和贸易的传统。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佐利克设想

的这张复杂的所谓新多边主义架构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适应新的世界

经济发展现实，承认新兴市场与发展

中国家的力量，但同时尽可能保持美

国的权力核心。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在新多边主义思路指导下的世行，其

增资和投票权改革是佐利克任内的

最大业绩。

2010

年

4

月， 在世行的春季会议

上，实现了二十多年来首次普遍增资

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投票权。 当时

186

个成员国批准世行增资

860

多亿

美元，并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在世行的投票权提高

3.13

个百分点，

达到

47.19%

———自

2008

年以来累计

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让投

票权

4.59

个百分点。

耐人寻味的是， 白宫对佐利克

强调的新多边主义采取了低调态

度。 在今年

3

月

24

日，奥巴马总统在

提名韩裔美国人、 达特茅斯学院院

长金墉为新一任世行行长候选人

时，对佐利克五年工作评价说，佐利

克使世行变得更透明， 帮助在诸如

阿富汗等地取得进步， 并为帮助世

界上最贫困社区而筹集了大量资

金。 关于世行的定位，奥巴马强调，

世行的作用关键在于减贫。

“熊猫拥抱者”

在佐利克的办公室里，挂着

一幅他抱着一只中国大熊猫宝

宝的照片。 由于这张照片，他在

华盛顿赢得了 “熊猫拥抱者”的

称号，意指其与中国关系密切。

在佐利克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

他怀里抱着一只中国大熊猫宝宝的

照片。 由于这张照片，他在华盛顿赢

得了“熊猫拥抱者”的称号，意指其与

中国关系密切。

佐利克与中国结缘很早。 在一次

专访中，佐利克告诉记者，早在

1980

年他就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香港学

习生活一年。这让他对中国有了第一

手的感性认识。

2007

年佐利克被确定为世行行

长之后， 最引人关注的一项人事任

命是， 挑选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

毅夫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

济学家。 这是世行历史上首次选择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首

席经济学家， 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

职位的中国人， 显示了佐利克对中

国的关注。

任期内，佐利克对林毅夫的发展

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探索都给予很大

支持，曾举办关于中国在非洲共同发

展的经验研讨会，还发表了《发展经

验民主化》的讲话，希望中国为世界

提供更多有益的发展经验。

而佐利克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还

在于他为中国贴上的那个知名的标

签———“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他强

调世界要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但与

权利相伴而来的是责任，包括增加发

展援助。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对

于世界新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

2012

年

2

月， 在宣布自己将于

6

月期满离任后不久， 佐利克来到北

京，参加被世行人士称为“大思路”

的

2030

年中国发展战略报告发布

会。 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

推出的这份报告中， 详细分析了中

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包

括人口老龄化、资源约束、环境压力

等， 并对未来

20

年的发展远景做出

预测，同时提出六大改革发展建议，

包括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 推动创

新、促进绿色发展、健全社会保障、

改善财政可持续性、 继续融入全球

市场。

在这次报告会

上及此前记者所见

证的多个场合，佐利

克都在重复着他的

一个重要判断，即中

国经济的发展将对

国际经济、社会和政

治产生长久而深远

的影响。 他说，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

了非凡的经济成就，

年均增长

9.9%

，

6

亿

多人摆脱了贫困。到

2030

年，如果中国的

人均收入从目前的

约

5000

美元提高至

16000

美元， 其经济

规模就相当于增加

了

15

个今天的韩国。

其 实 ， 早 在

1981

年， 世行就完成了第一份关于

中国的综合发展报告《中国：社会主

义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未来

20

年的

发展远景做了预测。 而事实证明，中

国的发展超出了绝大多数专家预

计，创造出所谓的中国奇迹。

“勤学指引人生”

在母亲眼里，这位继承了祖

母蓝眼睛的二儿子最喜欢做的

事情就是阅读，其中最感兴趣的

是有关战争的书，对美国南北战

争更是情有独钟。

1953

年

7

月

25

日， 佐利克出生在

美国伊利诺伊州第五大城市内珀维

尔。佐利克是德国后裔，其父威廉·

T

·

佐利克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朝鲜战争。

1971

年， 佐利克毕业于当地最

好的中学内珀维尔中心高中。 这所

以“红鹰”为标志的中学以优异的

教学和体育成绩而闻名。 该校还有

一项独特之处，号称是全美唯一收

藏有古埃及木乃伊的高中。 不知这

是否影响了年轻的佐利克对历史

的偏好。

2007

年当佐利克被小布什总统

提名为世行行长时，佐利克的母亲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佐利克曾连续两

年担任高中的学生会主席。 “他非常

非常活跃，自己组织竞选，样样事都

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母亲眼里，这位

继承了祖母蓝眼睛的二儿子最喜欢

做的事情就是阅读，其中最感兴趣的

是有关战争的书，对美国南北战争更

是情有独钟。

高中毕业后，佐利克以优异成绩

考入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文

理学院攻读历史专业。

1975

年，佐利

克毕业时获得了

Phi Beta Kappa

社团

成员荣誉称号。 这项以表彰学业出众

大学生为宗旨的荣誉每年仅授予不

到

10%

的优秀学生。 社团的名字源自

希腊语， 意为 “勤学指引人生”（

Love

of learning is the guide of life.

）。 这

句话也成为佐利克一直信奉的人生

箴言。

本科毕业后，佐利克的兴趣由

历史转为法律和公共政策领域，

他先到哈佛大学法学院读法律硕

士（

J .D.

），后于

1981

年在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政策硕

士学位。 一位在哈佛大学的朋友

帮记者搜到佐利克当年的毕业论

文，题目为《公共管理中的战略运

用： 对美国司法部的战略阐述》，

足见当时佐利克已经对自己在不

同专业之所学进行了综合思考 。

告别哈佛， 佐利克开启了其不断

挑战自我的职业生涯 ， 直至担任

世行行长。

如今，佐利克的世行一页即将翻

过，他本人下一步的职业落点谜底尚

未揭晓。 后佐利克时代的世界银行与

他所倡导的新多边主义将如何演进，

仍值得探究。 而佐利克的一句话令人

深思：“历史向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

提供答案”。

新多边体系必须是

一个灵活的网络，而不

是一个僵化的制度。 它

必须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相互联系的各个主

体的优势，包括公共和

私营部门，营利机构和

民间非政府组织。 新多

边体系必须尊重国家

主权，同时又能处理超

越国界的问题；必须重

新界定经济多边体系，

摆脱只关注金融和贸

易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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