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犯罪推理小说专家，她曾在一个摇滚

乐队的 MV 中客串；她 27岁从政，33 岁担任部

长，41岁成为“最年轻女性领导人之一”……她

就是北大西洋岛国冰岛总理卡特琳·雅各布斯

多蒂尔。 现年 44岁的雅各布斯多蒂尔 2017 年

11 月 30日上台， 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总

理、欧洲最年轻女性领导人之一。

这个只有大约 36 万人口的小国是“性别

最平等国家”， 也曾在金融危机时遭遇重创面

临“国家破产”困境。 雅各布斯多蒂尔上台后表

示，将致力于实现经济、金融、社会和地方建设

等方面的稳定发展。

近期，冰岛受到许多欧洲媒体尤其是德国

媒体的关注，皆因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这个欧

洲小国施行的政策引人瞩目———冰岛对其 36

万人口的 12%做了病毒检测，相较而言，德国

仅对 2%人口做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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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分析犯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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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多蒂尔从 8 岁开始阅读“侦探女

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若干年后，她的硕

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北欧著名犯罪推

理小说家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被英国《卫报》评

为欧洲十大犯罪小说家之一）

的作品。 可以说，

犯罪小说是她擅长的领域。

作为冰岛总理以及欧洲最年轻的女性领导

人之一，这一专长可能对她的现实工作大有裨益。

她半开玩笑地说，“犯罪小说讲的是不要真的相

信任何人。 而这就是政治运作的一般方式。 ”

2008 年金融危机令冰岛陷入“国家破产”

境地。 此后，冰岛发生了一系列道德丑闻、财务

丑闻，令选民深感不满。 许多选民认为，冰岛政

商界的任人唯亲和腐败问题普遍存在。

2016 年至 2017 年 11 月近两年的时间里，

冰岛政府频繁换帅，三任总理下台，直到身材瘦

小、 干劲十足的雅各布斯多蒂尔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台。

雅各布斯多蒂尔是冰岛第二位女总理。 早

在 1980 年，冰岛就选出了女总统。维格迪丝·芬

博阿多蒂尔不仅成为冰岛第一任女总统， 也是

世界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此后她在 1984 年、

1988 年和 1992 年 3 次连任总统。 2009 年 2 月，

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成为冰岛首位女总理。冰

岛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仪式性角色， 总理

在该国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雅各布斯多蒂尔尤其钦佩芬博阿多蒂尔。

“她 1980 年当选时我才 4 岁。 她 1996 年离任，

继任者是一位男性，我听到有个孩子好奇地问：

‘男人也可以当总统的吗？ ’”可以想见，冰岛社

会女性的力量。

雅各布斯多蒂尔 2003 年开始担任政治职

务， 成为左翼绿色运动的副主席，2007 年成为

冰岛议会议员，自 2013 年起担任左翼绿色运动

主席。 2009 年至 2013 年，她出任冰岛教育、科

学和文化部长。

冰岛总理带领两位前总理

管理一个36万人口的国家

希腊总统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

63 岁的希腊最

高行政法院主席萨克拉罗普卢 2020 年 1 月当选希腊总

统，成为希腊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冰岛政府雄心勃勃， 首先是增加

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方面的支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冰岛陷入

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那次危机中，冰

岛三大银行的债务是其国民生产总值

的11倍。 股市暴跌97%，冰岛克朗贬值

一半， 冰岛成为20多年来第一个向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的西欧国

家。 2009年1月，冰岛政府成为全球第

一个因金融危机而倒台的政府。

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女权主义

者和环保主义者， 雅各布斯多蒂尔在

气候变化、 性别平等等方面有着大胆

的政策目标。

2018年，雅各布斯多蒂尔表示，在

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后， 冰岛经济

2017年增长4.9%，失业率降低到2.5%，

经济在前所未有的旅游热潮的支持下

强劲反弹。

在环境方面， 冰岛的目标是到

2040年实现碳中和， 这是一个雄心勃

勃的目标。“这是可行的，”雅各布斯多

蒂尔自信地说，“冰岛有可再生能源，

我们已经领先一步。 但必须再次强调

的是，除非大家齐心协力，否则我们办

不到。 ”

雅各布斯多蒂尔还决心在冰岛进

一步推进性别平等。

过去10年， 冰岛在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性别平等国家排行榜”中，一

直位列第一。冰岛夫妻双方均可享受3

个月的带薪产假，还可以合计休3个月

的带薪产假。

这一北欧国家1961年率先立法，

明令企业男女员工同工同酬。 2017年

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冰岛政府宣布，

将通过立法要求企业或政府机构证

明，无论性别、种族、性取向或国籍，从

事同等工作的员工都能获得平等收

入。 2018年，冰岛政府强制实行男女同

工同酬的法律正式生效， 成为世界上

首个通过立法要求男女薪酬平等的国

家。

但雅各布斯多蒂尔表示， 冰岛并

不是“性别平等的天堂”。“我们在这里

做了很多好的事， 但本届议会中的女

性比上届要少。 我们仍未达到那一

步。 ”

此外， 打击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

是“绝对优先考虑事项”，她将团结政

府机构和各党派，从家庭教育做起。

27

岁从政

33

岁任部长，

41

岁成“第二任女总理”

政坛崛起

面临挑战

和两位前总理合作，恢复民众对政府信任

雅各布斯多蒂尔面临的最艰巨挑战或许是

改变这个北大西洋岛国的政治文化，恢复 36 万

民众对政客的信心。

“我经历了 5 次议会选举，你可以想象

（冰

岛）

政局的动荡。 ”

雅各布斯多蒂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冰岛

政坛发生了很多事，冰岛人不再信任政治家了。

我不怪他们。 但现在我们需要思考， 如何才能

最好地重建人们对政治的信任。 ”

冰岛独立党主席比亚德尼·贝内迪克松

2017 年 1 月成为冰岛总理，因卷入多宗丑闻而

在同年 9 月辞职。

据当地媒体报道， 冰岛有一项可以帮助犯

人在服刑后消除犯罪记录的所谓“恢复名誉”法

律， 其中一个条件是要有熟人写的担保信。 贝

内迪克松的父亲曾为一名罪犯写过担保信。

“恢复名誉”的做法在冰岛存在较大争议，贝内

迪克松一直隐瞒此事。

事件曝光后， 当时和独立党联合执政的光

明未来党宣布决定退出执政联盟，从而导致成

立仅 8 个多月的冰岛政府事实上垮台。

2017 年 10 月，冰岛议会选举中，独立党获

得议会 63 个席位中的 16 席， 仍为议会第一大

党。 雅各布斯多蒂尔领导的左翼绿色运动和西

于聚尔·英伊·约翰松领导的进步党分别获得

11 席和 8 席。

2017 年 11 月，左翼绿色运动、独立党和进

步党联合组成新一届政府， 独立党主席贝内迪

克松从总理转为出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进

步党主席西于聚尔·英伊·约翰松出任交通和地

方政府部长。约翰松于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担任冰岛总理。

换句话说， 雅各布斯多蒂尔领导着两位前

任总理。

据英国媒体报道， 雅各布斯多蒂尔的友人

透露， 贝内迪克松和约翰松对雅各布斯多蒂尔

“言听计从”。

但雅各布斯多蒂尔拒绝回应，只透露“我很

了解他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她同时表

态，无论丑闻缠身与否，与两位保守派重量级人物

一起组成联合政府是正确的决定。

她看到， 民众非常希望这个新的联合政府

能给国家带来更持久的稳定。“重要的是我们要

努力改变我们合作的方式。”她在冰岛首都雷克

雅未克宣布成立新联合政府时这样表示。

冰岛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落后，需要“进行

系统性改革来恢复信心”。虽然，“让不同的政党

在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文化中一起工作， 是一场

赌博。”她同时提到，冰岛许多左翼人士仍然“对

我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她在议会选举后决定组

建一个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但我真的认为这是

我们重新思考、重塑自我的机会。 ”

政治目标

实现经济增长，推进性别平等

雅各布斯多蒂尔 1976 年出生于

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曾担任银行高管，

母亲是一名心理学家， 两个双胞胎哥

哥都在冰岛大学人文学科任教授。

她同时是一名作家和文学理论

家， 是研究犯罪小说方面的专家。 从

小，家中文学气氛浓厚，她 8 岁开始看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她拥有

冰岛大学冰岛语、 法语的学士学位以

及冰岛文学硕士学位。 她对冰岛犯罪

小说的分析颇有见地， 在业界享有盛

名。

据报道， 在结束白天的政府工作

后，她也会出席文学活动并演讲，两个

小时的内容极富深度，言语风趣。

她喜欢音乐， 制作了一些流行音

乐视频。 冰岛媒体甚至翻出了一个冰

岛摇滚乐队在 20 多年前拍摄的 MV，

其中就有雅各布斯多蒂尔的身影。 她

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起这段往事：“我的

两个朋友叫我去演个角色， 就是跑个

龙套。 ”

她是妻子和母亲， 与丈夫育有 3

个儿子。 大儿子 13 岁，小儿子 8 岁。

雅各布斯多蒂尔感叹：“我们都必

须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 尤其是在冰

岛这样的小社会中。 ”

在出任冰岛教育、 科学和文化部

长期间， 她经常骑着自行车上班。 不

过，自 2017 年上台后，出于安全的考

量，她基本上是由司机接送，乘坐政府

公车出行。

魅力非凡的雅各布斯多蒂尔显然

受到冰岛选民的普遍喜爱， 冰岛多项

民调显示，多年来她一直是该国“最值

得信赖的政治领袖”。

业余生活

客串过

MV

，熟谙犯罪小说分析

欧洲频现女性领导人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默克尔 2005 年当选德国首位

女总理，掌舵欧盟最大经济体，

2018 年赢得第 4 个总理任期。

默克尔现年 65 岁，多次被美国

《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有

权力女性”。

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

索尔贝格 2013 年 10 月

起担任首相，为挪威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

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

格拉

巴尔—基塔罗维奇 2015 年 1 月当选为克罗地亚共和国

历史上首位女总统，也是该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格拉

巴尔—基塔罗维奇曾任职克罗地亚欧洲一体化部部长、

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部长、克罗地亚驻美国大使。

爱沙尼亚总统克尔斯季·卡柳莱德

卡柳莱德 2016

年就职，是爱沙尼亚首位女总统。

斯洛伐克总统苏珊娜·

恰普托娃

恰普托娃 2019 年

3 月当选总统，6 月就职，成

为斯洛伐克首位女总统。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

克森

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

会民主党赢得丹麦 2019 年 6

月议会选举，41 岁的弗雷泽里

克森成为丹麦最年轻首相，同

时也是该国第二名女首相。 丹

麦首任女首相赫勒·托宁－施

密特同样出自社民党，2011 年

至 2015 年在任。

比利时看守内阁首相索菲·维尔梅斯

比利时国王菲

利普 2019 年 10 月任命 44 岁的索菲·维尔梅斯为看守内

阁首相，这也是比利时首次任命女性出任首相。

44

岁的卡特琳·雅各

布斯多蒂尔

2017

年成为

冰岛史上第二位女总理。

雅各布斯多蒂尔决心在冰岛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

雅各布斯多蒂尔去年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

芬兰总理桑娜·马林

34

岁的马林 2019 年 12 月出任

总理， 成为芬兰最年轻总理

和第三名女总理， 也是当时

全球最年轻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