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致读者

民精神，致力于通过公私合作改善
世界状况的国际组织。它与商界、
政界、学术界及社会其他各界领袖
一道，共同制定全球、地区和行业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秉持全球公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全球议程理事会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

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
自去年我们发布《2014年全球议程展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8年创建了全球议

望》以来，这12个月中世界又经历了一

程理事会网络。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

场更加深刻的转变。

战遍及全球，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联
性，并都有着亟待解决的紧迫性，因此

议程。
作为1971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的
一 个非营利性基金 会，世界经 济
论坛不介入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
利益。

正是在这种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效应已日

需要一个我们藉以加深相互了解、加强

渐式微，但是无就业增长、收入不平等

合作的体系。

现象等其他颇具分量的全球性重要议
题却仍在继续发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我们拥有8 0 个 全球议程 理事会 议 题
组，还有6个应对更广泛、更具包容性
问题的跨界理事会。每个议题组都由

犹存。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目睹了恐

一批知名专家构成，他们不仅具备思想

怖势力经常毫无征兆地发生，仍在顽固

领导力，而且有志为改善世界状况找到

地阻碍发展进步，已经威胁到稳定、和

解决问题的途径。

平与繁荣。技术革新正在不断地加速，
然而自然环境却依旧危机重重。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体现了世界最
顶尖智慧网络—由1500位全球专家

简而言之，要想有效地制定政策，明确

组成的社区—的思想领导力。本报告

一致地推动决策，其难度正在日益加

对当今世界状况进行了全面概述，展现

大。面对这个快速发展、高度互联的世

了各位专家对未来12至18个月的全球发

界，决策者要对全球性挑战迅速做出反

展趋势分析。同时它还概述了全球十大

应，并采用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趋势、各种地区挑战、全球领导与治理，
以及全球领导者们理应关注的诸多新
兴议题。在论坛精神的感召下，我们为
读者呈上了全球议程理事会专家们针对
这些议题所制定的解决方案。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英文版发布
于全球议程峰会期间。本届峰会聚集
了全球议程理事会的各个社区，与阿联
酋政府共同举办，于2014年11月9日至
11日在迪拜召开。我们希望，今年的《议
程展望》报告能够为读者提供有价值
的见解，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当今世界的

世界经济论坛
91–93 route de la Capite
CH-1223 Cologny/Geneva
Switzerland（瑞士）
电话: +41 (0) 22 869 1212
传真: +41 (0) 22 786 2744
电邮：contact@weforum.org
主页：www.weforum.org

重要议题，与我们一起努力改善世界状
况。■

迅速了解全球议程展望

家，阶段性的强劲增长缩小了国家之间
的贫富差距，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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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蒂娜·拉金（Martina Larkin）
世界经济论坛资深总监兼全球知识网络负责人

第四版《全球议程展望》主
要介 绍 全 球 议 程 理 事 会 网
络这个世界顶尖的思想领袖
团体的真知灼见。其数据资
料来自于我们的全球议程调
查，从各理事会成员中获取
广泛的调查样本，并且吸收
了来自全球青年领袖和全球
杰出青年社区这些下一代人
的观点。

本报告分析了我们的专家在未来一年至一

这种全球领导力危机贯穿所有其他议题，

年半内所要关注的十大趋势和世界各地区

在十大趋势中从第七位猛升至第三位。如

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叙述了全球领导和治

果国家及其领导者不愿通过合作和创新的

理概况以及决定我们未来的新兴议题。

方式共同应对挑战，而是本着孤立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论调，固守旧的地缘政治思想

今年的全球议程是在一种更加紧张的全球

行事，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对当今世界的

地缘政治形势下制定而成。随着发生在东

各种挑战需要极具魄力的领导力和勇气，

亚、乌克兰和中东的一系列事件，全球地缘

只有通过商界、政界、学界和公民社会的

政治局势呈现出新的波动性和复杂性。去

进一步合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年居首位的趋势—中东和北非社会紧张
局势不断升温—表现更加突出，甚至蔓

今年的报告中特别推出了全球领导力指

延到了加沙、伊拉克和叙利亚，我们将在有

数，来检测2015年全球领导力在哪些方面

关地区挑战的章节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存在缺失，以及领导者怎样才能重拾公众

自2010年议程展望报告问世以来，健康产

信任。在众多颇有趣味的结论中，我们发

业对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经跻身十

现，人们对商界领导人的信任度是其对宗

大趋势，我们将在有关健康趋势的章节中

教领袖的2.5倍多。由此可见，传统价值领

具体探讨这个话题，并将特别聚焦目前的

域发生了大规模动荡，主要是公民社会崛

埃博拉危机。

起成为最受信赖的利益相关方。报告结果
显示，交流与合作仍是最至关重要的领导

但最受关注的还是经济困境，特别是不断

能力，但同时领导者必须从全球视野出发

拉大的收入差距和持续的无就业增长。

看问题。

收入差距拉大这个议题最初出现在我们的
《2011年全球议程展望》中，是最受低估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影响我们对未来

的议题，但如今却高居十大趋势之首。这

展望的积极发展趋势：科学技术领域持续

两种社会经济趋势正在导致一个危险的循

创新。包括未开发的深层海床在内，新资源

环：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和缺少就业岗位

领域的成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能源和

使得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日益加深，同时抑

矿产。人类控制DNA结构的能力和新的脑

制了消费性支出，进而拖累发达经济体的

部研究预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将出

增长。

现令人振奋的新机遇。

正当世界各地经济体制更好地实现了一

在未来数月中，全球议程理事会将共同努

体化的同时，全球政治体系却出现了日益

力，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想法和建议。世

严重的碎片化。抵制全球化的行动愈演愈

界经济论坛致力于将他们的成果整合成为

烈，甚至出现了倒退回民族主义和地区主

众多活动，包括即将召开的2015年瑞士达

义的现象。这种经济和政治结构分离的现

沃斯年会，确保其进入全球决策程序。

象值得重视，它既创造了一个更加互联互
通的世界，使各种各样的冲击得以迅速蔓
延，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无人掌管的世界。

在此，我们向全球议程理事会的所有成员
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并特别鸣谢为报告各
章节做出贡献的主要作者们。■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十大趋势

2014年
十大趋势
2015年的世界主要趋势是什么？
认清今天面临的挑战，我们就能
共同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阿尔·戈尔（Al Gore）
世代投资管理合伙公司共同创始人兼主席
新型治理架构跨界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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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趋势

未来一年，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不

排在榜单第四位的是全球安全问题激化

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持续加剧的地缘战略

将威胁各国及社会的稳定。从加沙暴力再

紧张局势、不可持续的地球自然资源利用

起，到俄罗斯插手乌克兰事务，再到“伊斯

模式，当然，还有气候危机。

兰国”高举叛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占据

收入差距拉大

了2014年大部分时间的新闻头条。虽然各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要求其全球议程理

方为平息这些冲突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几

事会成员利用他们的见闻、知识和经验，

乎可以肯定的是，
“地缘战略竞争激化”

挑选出他们认为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对

和“民族主义情绪加剧”这两种彼此关联

世界影响最大的问题。这些通过全球议程

的趋势将在未来18个月内继续牵动世界的

调查收集而来的见解，最终将形成十大趋

神经。

持续的无就业增长

势，也就是对我们这个共同世界中存在的
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预测。

经济和环境是主宰今年榜单的两大主题。

领导力缺失

这两个重点领域密不可分。长期的经济繁
列在今年榜单之首的是收入差距拉大。由

荣离不开环境的可持续性。我们现在已经

于全球富人仍在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

看到了短期经济思维和无节制利用地球资

累财富，中产阶级处境艰难。在当今美国，

源的后果：邻国之间的水资源纠纷、气候变

最富有的1%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四分之

暖带来的更频繁和恶劣的极端天气事件、

一。过去25年里，最富有的0.1%人口的平

全球森林乱砍滥伐现象持续、快速酸化的

均收入与普通公民相比增长了20倍。这一

海洋、被侵蚀的表层土壤和衰退的农业生

趋势在去年的《全球议程展望》报告中排

产能力，以及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令人担

在第二位，而今年升至榜首。

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去年报告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失

如今，环境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引

业长期持续，此次也以“持续的无就业增

起全球关切。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岔路

长”的提法升至第二位。我们的经济也许

口，一个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人类文明的健

在增长，但就业岗位的提供远远跟不上经

康和活力的决策期。2015年，世界各国将

济增长的步伐。对于很多人来说，形势相

在巴黎就下一个全球气候协议展开谈判。

当紧迫。公众对政府应对举措的不满，在

形势已迫在眉睫，但我仍心怀希望。

地缘战略竞争激化

代议制民主式微

发展中国家环境
污染严重

随后的“领导力缺失”和“代议制民主式
微”两大趋势中得到反映，二者都表明公

我想重申的是，尽管摆在眼前的各种难题

众与管理他们的权威机构之间的联系脱

来势凶猛、影响广泛，但我们必须拿出勇

节。

气和合作精神来面对它们。后面的几页内

恶劣天气事件频发

容由一系列讨论组成，这些内容突出指明
了十大趋势的核心威胁以及其中蕴含的机
遇，并探讨了一些可供努力的方向。只有认
清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才能了解那些可

民族主义
情绪加剧

能会在将来出现的问题。■

水资源压力增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一
个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人类文明的
健康和活力的决策期。

健康产业
重要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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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全球各地的经济都在加速增长，
但
中，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是个
是诸如贫困、环境恶化、长期失业、政治不

大问题；在美国，持此观点的人接近80%。

稳、暴力和冲突等深刻挑战依然存在。
这
20

政治领导人也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我们

2008-2012

有国家都有影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常常只掌
握着不到10%的财富。因此，这是一个需
要全世界共同应对的普遍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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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而沦为冲突的廉价牺牲品。
这反过来又会

更灵敏的领导层以及更有效的决策。有些

降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削弱社会团结

国家通过逐步落实一系列注重公平、以人

和安全、纵容不公平获取和利用全球公共

为本的政策以及法律和项目计划，在解决

资源的行为、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打击

造成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

5

进展。

我们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与建设和平社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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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有效消除不平等，各国应有一套综合
会的希望。
无论是在发达
0
议程，
从社会、经济和环境角度，包括从
国家还是发展
人们获得教育机会、医疗服务和各种资源
根 据 皮 尤研 究中
中国家，最贫穷
的一半人口常常
的公平性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提高实
心2 014 年全 球态
只掌握着不到
效，还要有分类的、高质量的、更透明的数
度调查的结果，在
ሯਠধჿĻεقຘاgεำࣉ೮g
ோूׂތබĩ-(S]HYLKV()([RPUZVU;7PRL[[`HUK,:HLaĪ୕ĭ
10%的财富。
据，以便让投资和资源流向最需要它们的
接受调查的7个撒
ρ

定为2015年最重要的趋势。它对全世界所

国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充足的资源、反应

ٍ
ݛ

二位的问题，被我们全球网络的专家们认

步。但是要想大规模地做到这点，需要多

ઢ

个在去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中排在第

的。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特别是年
轻人，最终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公民权，从

֍

士、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成为受害者。这

缘群体的生活模式，支持了他们的发展进



致机会不平等，使女性、少数族裔、残障人

忽视不平等问题的固有危险是显而易见

৮

平等又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它会导

配正趋于平衡，有效的资金援助改变了边

15

վ

这个问题影响更广泛也更复杂，而收入不

比如在卢旺达、巴西和墨西哥，资源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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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之一。

已经看到一些国家采取了更有效的政策，

且往往与不平等状况密切相关。

ϗ

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规划”的联合国秘书
长特别顾问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可持续发展”
议题组副主席

些问题在本报告中的很多地方均有体现，
1980

参考数据

巴拿马城商业区旁边的博卡拉
卡哈（Boca la Caja）贫民窟
© 路透社/卡洛斯·哈索
（Carlos J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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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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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ᄤٻ

ঠ્

ᇗތײТ٬

#1 ۇഇࢥც
#2 ත൴ᆧҮ
#3 ന߾ڦ৮ᆧҮ

#1 Կᄷऄ၄
#2 ත൴ᆧҮ
#3 ന߾ڦ৮ᆧҮ

Т્

ݟঠၣ٬ᇥ

#1ත൴ᆧҮ
#2 ۇഇࢥც
#3 ᄤٻ

#1 Կᄷऄ၄
#2 ಮ৷هᅢ
#3 ۇഇࢥც

企业在推动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方面的作
用再重要不过了。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数
据显示，人们往往认为政府有责任缩小贫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富差距，但政府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消除不平等不仅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机

ಎ౷ҕھᄥൟࣀಮ९ᇗ൦ೊٻލ֭ŀ
ᄥൟࣀಮ९
ᇗᅥй

遇。消除不平等对企业是有利的，因为它
创造了新的消费群体，从而拓宽了盈利和

ᄥಎ౷ҕھ
ᇗᅥй

服务市场，增加了人们特别是女性的盈利
机会。减少不公现象和实现社会包容是各
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需要在从地方到
国家、从地区到全球的所有层面上采取一
致行动。
我们都很清楚日常生活的脆弱性和危险
性，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一个让男性和
女性平等获得体面工作、合法身份、金融

68.7%

3.0%

<10,000

22.9% 13.7%

7.7%

42.3%

10,000-100,000
100,000-1Ϭຫ
ҕھĩ્ჵĪ

0.7%

41.0%

>1Ϭ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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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的包容性经
济环境，以及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够贡献力
量，参与全球、国家和地方治理的社会环
境。为了不使任何一个人落后、让每个人都
能有尊严地生活，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
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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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美国哈佛大学校级教授
哈佛大学是全球大学校长论坛（GULF）成员

“持续的无就业增长”指的是：在经济走

和新兴经济体中开展兴修重要基础设施的

够被人们广泛使用，包括在发展中经济体

大型项目。
ᇥ

普及。
ᇥ

25到54岁的工人一般被认为是劳动大军

自动化技术无疑是影响就业的一个最大

中的骨干，
但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他们的
#1Կᄷऄ၄

因素。
技术也能帮助创造就业，但我
#1 当然，
Կᄷऄ၄

#2 Ⴝᆔ֭ྦྷ؛ᆷ၄
数据就会发现，
失业者所占比例自我有生
࠷େன
而且这一上
以来已经升高超过3个百分点，
#3 ܥ৫Կྕ

#2 ۇഇࢥც
认为这个过程不会水到渠成。
在美国历史

#3
ᆧڱሯ
上，
两位罗斯福总统以及威尔逊总统都曾

升趋势势不可挡。倘若任由目前的势头继

认识到自动化技术带来的挑战，并为此转

续下去，
ঠ્那么从现在起经过一代人的时间

变了联邦政府职能，
以解决中低收入劳动
ᇗތײТ٬

后，很可能会有四分之一的中年人口随时失

者的需求。从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到

出衰退、重获增长的同时，就业率仍停留

去工作。甚至在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力和出

广建电网，从兴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到铺

在原有水平，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所下

口量双双空前增长的国家，
由于快速工业
#1 ۇഇࢥც

这些有影响的措施都促进了
设光纤网络，
#1 Կᄷऄ၄

降。在去年的报告中，
“结构性失业长期持

化以及应用技术和自动化的原因，
最近20
#2 ܥ৫Կྕ

续”被列为第三大最令人担忧的趋势，而

#3 Կᄷऄ၄
年里制造业就业也在逐渐下降。
这是一个

今年失业趋势的排名甚至高过了去年，足

长期的趋势，我们可能会在世界各地、甚至

见这一问题的分量之重和影响之深。
与技术进步相关的转型和裁员，比我们以
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发展得更快，甚
至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让每个人都发挥
有意义的实质性作用，将成为一项极其重
要的任务。不过我认为这种形势也给我们
带来了巨大机遇，我们可以利用目前较低
的贷款成本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在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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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
目前 存 在一 个
#1 ۇഇࢥც
重大机遇，
可利
#2段Կᄷऄ၄
用这
时期来
#3 ᆧڱሯ
弥补基础设施
的不足。

就业状况的改善。
#2 ܥ৫Կྕ

#3 ۇഇࢥც

从总体上看，技术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在那些走着别国工

更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的
ݟঠၣ٬ᇥ

业化老路的新兴经

生活水准就难有提高，更多的人会被甩在

济体看到同样的情

后面。到那时，人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到政

形。机器人和3D打

府已丧失了合法性和公信力，
政治领袖们
#1 ܥ৫Կྕ

印技术的方兴未艾

#2 Կᄷऄ၄
会更加希望借助民族主义和怀有敌意的愤

将会进一步加速这

怒民众转移矛盾，而他们很可能把气撒到

种趋势，因为相对

内部的少数族裔和外部的假想敌身上。这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3 Ⴝᆔ֭ྦྷ؛ᆷ၄
࠷େன

较低的进入成本使

大概也是这些彼此关联的问题有很多同样

这些颠覆性技术能

会出现在其他全球趋势中的一个原因。

参考数据

中国北京一家牛奶厂内正在
工作的员工 ©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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ಲແᄥྡ࠾֭ࣤࡍݛᄥ໋ধ۹ᄍ߾ೊލѕߌŀ
39%

37%
30%

37%

25%

7%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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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ᇥ

ᇥ

20%

18%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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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ঠ્

33%

30%

31%
24%

23%

20%

18%

15%

10%

5%

6%

我想任何人都说不清我们的政府应该采取
ᇗތײТ٬

Т્

什么样的政策。我不知这个时代还有没有

ݟঠၣ٬ᇥ

俾斯麦和格拉德斯通这样的人物能够应对
挑战，改变政府政策以适应时代需求。在

ٙঔࢺݜ
վۇڞഇ

കႽۇഇ

ДԃҊѕ

കႽߌظ

所有重要领域中，必须改变的是教育，这

վߌظڞ

就需要我们的学校、学院和大学发挥协调、

ሯਠধჿĻோႵခࣶᇗྗ୕ಎ౷ง؏נҸལପ

创造和引领的作用，而这是机器无法做到
的。与此同时，它们应减少投入在监督、核

୕ಎ౷െ၄౼ࠫჯұ

算和执行方面的精力，把这些事情交给机
6.6

210

6.4

这个趋势的有利一面在于，那些因为生产

6.2

200

率提高而下岗的人可以腾出手来去从事其

6.0

19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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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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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60

െ၄ĩ Ī

െ၄ಮගĩϬຫĪ

器去完成。
220

5.2

െ၄ቁಮග

െ၄ቁಮගĩჯұĪ

െ၄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4.8
2005

140
2004

5.0

2003

150

െ၄ĩჯұĪ

他领域的工作。比如说，利用这段时期来
弥补基础设施的不足就是一个重大机遇。
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机场、铁路、管道和通
信系统都已破旧不堪；另一方面，我们又
有着有史以来最低的贷款利率、接近历史
最高水平的结构性失业率和各种未利用的
资源。
我从根本上说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更是
一个保持警醒的乐观主义者。我不会凭白

ሯਠধჿĻࡅݛী܅ᆶĩ036Īงࡁਐࣤ࠾࿘ྠĩ;YLUKZ,JVUVTL[YPJ4VKLSZĪĭ୕ᄍ

无故地感到乐观，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骄
傲自满是自我否定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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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缺失
70%

60%

54%
50%

50%

58%

56%
52%

58%

53%

47%

48%

43%

44%

43%

40%

30%
2009

2010

2011

族统治和严重腐败等恶疾。比如，根据多
૾ᇡ؛ࣀ

૾ᇡ؛ᆧڱ

个独立研究中心的调查，
绝大多数受访者
֭ಱ؏
֭ಱ؏

2012

2013

2014

通过教育培养出了大批聪明能干的精英，
他们建立起了一家家大公司，向我们展示

认为在中国、
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均存
着创新的激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
ሯਠধჿĻ{୕ο֫ફಱ؏נҸЙ۩|ĩ,KLSTHU;Y\Z[)HYVTL[LYĪ

希扎·沙希德（Shiza Shahid）
马拉拉基金会（Malala Fund）共同创始人兼
全球大使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教育”议题
组专家

在严重的腐败问题。

的“全球领导力指数”中，受访者会把商

֚࣊ൟࣀ൦ږձᄥ֥৷຺ࠗŀ
不管是谁，对这些“地方病”沾染得越深，

界领袖排在仅次于非营利组织之后的第二

86%

能看到它们的例行公事、玩弄政治和无所

个人都被迫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而

作为，真怀疑这些衙门是不是只会拉我们

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有利于统治集团，对

的后腿。

人民的利益考虑甚少。在很多国家，掌握
接受全球议程调查的受访者中有86%认为
当今世界存在领导力危机，比例之高令人
吃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也许是因
为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没能解决近年
来出现的任何一个主要全球性问题。它无
法遏制全球变暖，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方
面也少有作为，而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在北
美和欧洲引发了严重问题。与此同时，中东
地区的暴力形势持续恶化。我们的调查结
果显示，该地区受此问题影响最大，也最
担心这一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遭受
这种领导力缺失之痛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府管理机制历经数
十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深染派系争斗、家

10 |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位。反观我们的政府和国际机构，恐怕只

就越不容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每

ᇥ
ᇥ

16%

14%

制度性权力、能够自行其是的人都是强悍

实际上，在我们的调查中排名比政府领导

的军方领袖，或是像印度的纳伦德拉·莫

人还低的只有宗教领袖。58%的受访者担

֭ൻ٨ᆈಲແ֚
迪那样的激进人士。
然而，随着独立媒体
࣊ൟࣀձᄥ֥
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已经有了民主体验的
৷຺ࠗ

14%
心宗教领袖会滥用他们的地位，
而56%的
ঠ્
人认为他们不可能对解决全球性问题有什

人们会很快丢掉对

么帮助。在我看来，随着恐怖主义的兴起，
14%

这些过度弄权的军

宗教暴力活动近年来愈演愈烈，人们由此

人政府的幻想。

开始对宗教领袖的角色提起警惕，渐渐把

终会 认识 到我们

义和人民福祉而不是财政增长，具有同情

能做得更好。我们

心、勇气、道德和协作精神。

ᇗތײТ٬

8%
Т્
宗教看成是一种私人的事情。
每个人都被迫按
在很多国家已经实
照既定的游戏
ݟঠၣ
8%
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靠什么来重新取信
行了上百年普选制
规则行事，而这
٬ᇥ
于他们的人民？受访者认为领导人应具备
度的今天，为什么
些规则不可避
0%
的素质包括：全球跨领域视角、
长期实证
还在发生着这样的
免地
有利于 统
uಲແvᆵၱЏছਜנҸᇗ൘Ⴐ֭uᄩvތu٬Ӑᄩvᇝўඕ
性规划、较强的沟通技巧，更重视社会正
事情？也许我们最
治集团。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参考数据

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
就欧洲理事会有关经济危机的磋商结
果进行讨论 © 路透社/文森特·凯斯勒
（Vincent Ke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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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60%

54%
50%

58%

56%
52%

50%

58%

53%

47%

48%

43%

44%

43%

40%

30%
2009

2010

૾ᇡ؛ࣀ
֭ಱ؏

2011

2012

2013

2014

૾ᇡ؛ᆧڱ
֭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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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ൟࣀ൦ږձᄥ֥৷຺ࠗŀ

86%
֭ൻ٨ᆈಲແ֚
࣊ൟࣀձᄥ֥
৷຺ࠗ

ᇥ

16%

ᇥ

14%

ঠ્

14%

ᇗތײТ٬

14%

Т્

8%

ݟঠၣ
٬ᇥ

8%
0%

uಲແvᆵၱЏছਜנҸᇗ൘Ⴐ֭uᄩvތu٬Ӑᄩvᇝў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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Ҋྣ၄֥ᆈ֭फ़؏൦ೊލѕߌ֭ŀ

55%

56%

58%

֭ൻ٨ᆈཕ٬႗৮
ᆶތՓഇ֭ࠗܚ
֥ᆈ߾ໃ߁ѐᄀߌތ
օўྦྷҊቈಝเ֭৮ၵ

֭ൻ٨ᆈҊཕሿࢥ
ྷ߾ࠚࠦҝიࢻभ
ಎ౷ྦྷ

֭ൻ٨ᆈཕᆧڱ
֥ಮ߾ষႰ֭ᆧᇕ
ׁ໒ތಋ৷

对于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来说，仅有感召力
是不够的；最优秀的领导者知道自己在做
出决策前应该调和、倾听和包容他人的意
见。执行力、构建团队的能力和学会授权
固然重要，但在逆境面前保持乐观的能力
同样重要，乐观本身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

uཕvᆵၱЏছuຣಎཕvތuཉཕvᇝٙঔၱࡶ
uҊཕvᆵၱЏছuयҊཕvތuҊฆཕvᇝٙঔၱࡶ

力量。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归根结底，这些领导能力必须培养。调查
中，5个对象地区中有4个都认为训练、指点
和教导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最佳手段。大

61%

22%

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改善教育有助
于实现更有效的领导。非洲的受访者还强
调，应该让年轻人更有力地参与领导力发

55%
57%
44%

30%

展计划。

27%

我 见 到 马 拉 拉·尤 萨 夫 扎 伊（M a l a l a

41%

Yousafzai）的时候她11岁。她来自巴基斯
坦的一个边远地区，哪怕是在塔利班接管
当地的时候也没人关心那里。6年后，她因
为仗义执言遭到塔利班分子的枪击，但她

57%

35%

活了下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了
今天最有影响力的道德楷模之一。现在，

65%

27%

50%

100%

她已经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马拉拉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培育一
种文化，弘扬正直和同情的人性之光，让有

٬Ӑ
Ҋᄩ

Ҋᄩ

ᄩ

٬Ӑᄩ

才能的人敢于挺身而出。这样，普通百姓
的权利才会不断增多，伟大的变革才会出
现，伟大的领导者才会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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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战略竞争激化
Т્ 1
12%
2%

ᇥ 33%
3%
ᇗײიТ٬ 20%
0%
0
%

ঠ્רᇥ 6%

埃斯彭·巴斯·艾德（Espen Barth Ei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成员

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有种流行的观点，

ᇥ 22%
22%

ݟঠၣ
٬ᇥ 7%

主要国家之间的新型竞争更是当今时代一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俄罗斯不断抗议西方的“包围”，并努力扭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全球议程调查结
ඪ൦ൟࣀ༽ࣤ࠾վݛŀ
果，亚洲和欧洲的受访者都把“地缘战略

转在它软弱可欺的时代所形成的国际格
局。与此同时，西方可能会逐渐摆脱其与

竞争激化”列为第二重要的全球性趋势。

俄罗斯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

虽然旧式冷战没有复发，但最新的事态发

曾被誉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证。

展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地
્ݛ
缘政治和现实政治又一次成了国际政治的

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亚洲。中国

主角，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着潜

的崛起及其全球作用的不确定性，使国际

在的广泛影响。

政治秩序发生了明显改变。根据皮尤研究
ᇗݛ
中心的一项调查，
世界各地的几乎半数受

那就是世界已经在朝一个自由、民主的共
这些转变的明显例证，就是俄罗斯与西方

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迟早将超过美国，成

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从拉美到东欧的

关系的恶化。乌克兰政府的垮台及其国

为世界第一超级强国。

识迈进。苏联集团的瓦解、俄罗斯和中国
民主转型新浪潮，令很多人相信超级大国

内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加剧了俄罗斯与

对抗已经画上句号。全球化、自由市场和

美国两种迥异世界观之间的对抗，使奥巴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现实政治冲突，是由信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战争的

马政府改善美俄关系的尝试变得步履蹒

ಸЯ
任严重缺失、民族主义兴起、
机构软弱无


可能性，而在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方

跚。
“完整而自由的欧洲”远景与现在这样

力和海洋纠纷等因素共同引起的，它不仅

面，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有望发挥更

一个追求“零和游戏和势力范围”的世界

对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产生了影

发生了冲突。随着

响，而且有可能将最大经济体美国直接拉

俄罗斯对西方发起

进争端的危险。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与其

对等经济制裁以及

邻国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崛起的问题将至

大的作用。
但我们的安全忧虑并没有因此得到减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新挑战”
被看成了一种非对称性威胁。我们害怕的
不是强大的敌对国家，而是政权软弱、国
家崩溃，或是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网络在全
球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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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试图领导一个“欧

地缘政治和现
实政治又一次成
了国际 政 治的
主角。

29%

关重要。

7% 6%

亚联盟”与欧盟抗
衡，下一个十年的

ሯਠধჿĻ୕ோႵခࣶᇗྗಎ౷ง؏ལପ

中东也在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由第一次

俄西关系可能会表

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草率强加给该地区的国

现出这样的特征：

家体系已经运转失灵。以在当地部分地区

参考数据

中国北京，一名女工作人员在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开始前整理会场内的中国国旗
© 路透社/Ng Han Guan/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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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 1
12%
2%

ᇥ 22%
22%
ᇥ 33%
3%

ᇗײიТ٬ 20%
0%
0
%
ݟঠၣ
٬ᇥ 7%

ঠ્ר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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ඪ൦ൟࣀ༽ࣤ࠾վݛŀ

્ݛ

ᇗݛ

ಸЯ

45%
ሯਠধჿĻ୕ோႵခࣶᇗྗಎ౷ง؏ལପ

29%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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ࢻभׁ게ઃࣱᆢࠟߌ֭վ٢ٍ൦ુŀ

#3

#2

#1

ྀތৠࢻ

౨ཧގቜ֭
ປᆧҮ

ࢁܚᇕৠเ༪

建立哈里发统治为目标的跨国反叛组织“
伊斯兰国”，正威胁着传统的和平斡旋努
力的有效性。地区各大国纷纷利用这种乱
局谋求一己私利，甚至不惜火上烧油，从
而使形势更趋恶化。

#4

#5

ࢻभԒ࣍ތᅮ

ຣഇاѐᆶ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竞争走向持久化和
多维化、同时国际关系不断弱化的格局，
这是一种会逐渐影响到多个领域和议题的
趋势。在这套不稳定、不规则的世界秩序
中，我们必须同时应付对称和非对称的挑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战。大国关系的变化削弱了世界解决气候
变化和卫生突发事件等全球性问题的政治

ᇗ߾ݛҊ߾಄օ્ݛӶແಎ౷༽ә࠱վݛŀ

能量，更谈不上应对二级危机了。总之是乱
上加乱。
然而，2014年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就
是，面对潜在的全球化（其实是去全球化）
势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人们对多

31%
ಲແᇗݛቓᇜ߾
಄օ્ݛ

边主义不断加深的疑虑，我们不能继续消

15%

34%

极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而不

ಲແᇗݛၠࣤ
಄օਜ્ݛ

ಲແᇗݛႭᄁ
Ҋ߾಄օ્ݛ

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同时，像世界经济论

是更少。地区性和全球性政府间组织将要
坛这样的机构应继续聚合来自公私部门、
公民社会和学术界的声音，让领导人感受
到集体诉求的重要性。现有的地缘战略竞

ሯਠধჿ!ோႵခࣶᇗྗ୕ಎ౷ง؏ལପ

争格局不仅远未让它的参与者从中受益，
而且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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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民主式微

ᇥ 16
6%

Т્ 13%
3%
3
%

ᇥ 16%
16
ᇗײიТ٬ 26%
26%
6%
ݟঠၣ
٬ᇥ 15%

ঠ્רᇥ 14%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ӑఁၣধൟࣀٛҝიಮගه഻ਜᅀဪ֭ѕߌŀ
85%

ၸ߾࿒ऐ
在过去两年里，群众抗议占据了全球许多

现行治理体系中的各项机制比以往任何时

国家的新闻头条。希腊和西班牙在欧元区

ቁ࿒ऐ
候都更民主，但全世界的民众和号称代表

危机过后发生了骚乱。乌克兰民众占领了

他们利益的民选官员之间却日益脱节。幸

75%

首都基辅市中心。从北非到中东，几乎没

亏有了互联网，公众才能更快地找到与自
己价值观和疑虑相近的同道中人，交流彼

影响，因为面对民主赤字，数字时代的公民

此想法并建立关系。而我们的政府并没有

Data4创始人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政府的未来”
议题组专家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将自己动员起

加入这样的对话：19世纪的衙门带着20

来。香港是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最新一

世纪的思维，试图与21世纪的公民进行沟

个地方。而全球议程调查结果显示，在我

通，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的政府从被选出，

生活的拉美地区，

到被解散，再到被重新选出，都只是在追

这种 趋 势比 其他

求短期目标，而赢得选民的信任需要的是

任何地区都更为明

长期投入。难怪人们会觉得现行体制已经

ಮග

有哪个国家能免受“阿拉伯之春”的余波
豪尔赫·索托（Jorge Soto）

65%

自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后，政治机构和
程序的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人们相信公司

奥运会，该国局势
Яўᅢ൝֭൦खЩཕܹගऔ֭֭ࡍݛरಮග
发生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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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0

2005

2000

1995

1990

杰出青年社区的一员，我和全世界的其他
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深有同感。

1985

度则跌到了44%。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1980

对商界的信任度为58%，而对政府的信任

1975

样，他们也不是特别相信私营部门。最新
的艾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民众

现行 治 理 体系
显。巴西就是个生
失灵。
中的各项机制比
动的例子。2014年
以往任 何 时 候
夏天，由于民众抗
我认为，旧的政治运行模式肯定会发生改
55%
都更民主，但民
议分配不均以及政
变，但代议制民主本身不会变，也不该变。
众和代表他们
府将公共资金投入
一种类似社交媒体的民主架构也许拥有和
的官员之间却日
世界 杯 和 2 016 年
网络世界一样强大的影响力，让其中的所
益脱节。
”
ሯਠধჿĻ૾ᇾი࿒ऐჹሁᇍ؏ĭಮගගऔॷĭ୕
1970

企业多过相信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即使这

有人即时分享和讨论他们的意见，但这样

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参考数据

乌克兰基辅的一名反政府抗
议者坐在一个火桶上取暖
© 路透社/托马斯·彼得
（Thomas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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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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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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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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Ӷჼݛ൦ږಲແେܜৠࢻఋ૾ᇡ֭ྻ౸ŀ

ٍݛ

ߵջ൝

൦

ږ

30%
֫ݛ

69%
可行的办法是对代议制民主进行现代化

༘ণ

改造，使之能够积极确保民众参与决策过
程。政府不应将自己视为“完美”的问题解
决者，而应该充当这样的角色：能够点明社

43%

15%

53%

85%

会所面临的问题并努力营造良好环境，为
私营企业和学术界提供必要的数据、政策
和资金支持，帮助它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վ৮

ѷয

案。如果我们选出的代表能做到这些，他
们就能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不会让人觉
得他们的工作一无是处。

20%

43%

77%

49%

首先，我们的政府应该把民众当作独立的
个体来对待，通过最恰当的方式和他们进

༎ϳ

ႏݛ

行沟通。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并非万能灵
药；况且，当国家这样的传统实体使用社

33%

交媒体时，在线传递的消息和实际发生在

30%

65%

64%

ሯਠধჿĻ୕ோႵခࣶᇗྗಎ౷ง؏נҸ

特定地点的事件之间往往会出现不一致
的情形。但即便这样，技术的运用也能让
人们觉得有人在真正代表自己说话。各种
民主程序都能通过技术得到强化，在线投

ᄥಎ౷ၸӹנҸ܌ҋ֭۹౼ᇗĭҊׁ౽ٻѡ
ࢄօၸᇍ૾ᇾ൜ູஎᄥુ໒ᇊŀ

票、在线请愿和通过智能手机开展民意调
查只是其中的3个例子。

ᇥ
Т્

ᇥ

ঠ્רᇥ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利用
技术，加上他们广泛的专业知识，去真正

ݟঠၣ
٬ᇥ

了解他们的人民想要什么、担心什么和喜
欢什么，然后清楚地说明政府将会制定什

ᇗތײТ٬

么样的政策来回应他们的诉求。一旦政府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民众也感觉政府已

ቓҊᇟ္

经成了问题解决者，事情就会有所改变。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ቓᇟ္

民主并未消亡，相反，代议制民主必须与
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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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
环境污染严重

໋ধᇈ۹ᄍᇗĭଯ۹ׁ౽ൻهᅢᇗ࣪ߔࡍݛಡကᇟႝཡቓվ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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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ᇗތײТ٬ 14%

ঠ્ר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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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ಎൟࣀׁۺ౽ؿစĭهᅢᇗ࣪ߔࡍݛಡကᇟ൦ږແᇟվŀ
“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严重”
今年被列为
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世界卫生
第六大最显著的全球性趋势，在亚洲更是

组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所做的分

排到第三位。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提供的数

ᇥ
析，
中国的空气污染在2010年导致120万

气体排放国，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欧盟。
ۼЯҊ൦

人过早死亡，
42% 相当于使总人口的健康寿命
33%
减少了2500万年。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既能

ৰ

٬Ӑကᇟ
йࢨကᇟ
֭
֭
据，中国自2005年起一直是最大的温室

邹骥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NCSC）副主任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气候变化”
议题组专家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正在创下难以承
受的污染水平。解决污染问题需要掀起一
场技术和思想上的革命。为此，我们必须
找到一条替代途径，在保护资源和限制碳

巴西和印度则分别是第五大和第八大污
染源。

发能代替煤炭的发电原料，包括可再生能
与天气有关的灾害以及全球变暖引发的水

源、核能和天然气，同时淘汰低效的发电

资源持续紧张（我们在有关其他趋势的章
44%
节中会分别加以论述），将给发展中国家
36%
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哪怕按照最低的预
16%
测指标，全球气温只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3%
2℃，也会导致非洲

设备。衡量进步应该有新的标准，而不是
罔顾环境条件或生活质量的GDP。
72%
20%
与中国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
6% 发展中国家
1%
必须坚决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确保

和南亚地区的国内

对高污染企业实行妥善监管，并促进清洁

生产总值（GDP）

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

缩水4-5%，而发展

放国，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对于解决全球变

中国家预计将要承
担其所带来的冲击
12%
成本的75-80%。
2%

51%
暖问题至关重要，
而且将影响其他发展中
28%
国家的政策选择。这些国家需要承担大部
18%
分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并将承受全球变暖
4%
带来的冲击，但应对危机的责任不应由它

中国迅速发展的制

们独立承担；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

ᇥ

排放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繁荣，否则一切就
太晚了。
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和北美的商业模式、基
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开发应用领域学到了很
多经验。这些经验在发展经济方面行之有
效，但世界有限的贮碳能力已经不允许我
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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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又能保证这个国家经
3%
济继续发展的方法。这意味着需要投资开

ᇗތײТ٬
中国
的空气污
55%
染在2010年导
致120万人过早31%
死 亡 ，相 当 于
使总人口的健
康 寿 命 减 少了
2500万年。

ሯਠধჿĻ୕ோႵခࣶᇗྗಎ౷ง؏נҸ

ঠ્רᇥ

ݟঠၣ٬ᇥ

造业创下了发电量

测，自1850年以来，排入大气的温室气体

的最大历史增幅，

有三分之二来自高收入国家。

参考数据

中国北京的中央商务区，笼
罩在雾霾中的汽车和建筑
© 路透社/杰森·李
（Jas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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ग़৴༆ቓۢୱ؏ĻµNT

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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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

2050

ᇗݛ

33

30

2010

2050

ႎ؏

125

123

120

146

发达国家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帮助推动减
排进程。首先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
持，让它们有足够的资金实现变革，同时

2010

2050

ႎ؏ୌ༎

2010

2050

我们还应合作发展新型低碳技术。帮助中
国这样的国家提高对太阳能发电设施、风

ࣤ࠾ގቜიهᅢᆶ

力涡轮机和碳捕获技术的研发能力非常重
要，而国际合作可让发达国家在供应链中

118

123

40

33

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0年《坎昆协议》制定的长期融资安
排，是减排谜题的第二个答案。在坎昆会

2010

2050

2010

2050

议上设计成形的“绿色气候基金”将提供
一套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并减少碳

شઍබ



排放。即便如此，我们仍需确保让资金流
向这些项目，发达国家还需要阐明它们准

43

36

备如何实现这一财政援助目标。

142

193

我们必须明白，高碳方案一旦付诸实施，
将很难被替代。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就电力

2010

2050

ᆋৢ֭ҊЏছႎ؏h
ሯਠধჿĻࣤ࠾ގቜიهᅢᆶߔ࣪ᅢິĭ୕

2010

2050
0

生产做出的任何决定，以及我们对城市和
交通网络的任何设计思路都极为关键。现
在是有条件做出重大改变的，但机会之窗
会很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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ظਤ็టൡࡹهĻ
ҝ॑ගऔ
୕ଯׁོ٢ԣཋਜظਤ็టൡࡹŀ

恶劣天气事件频发
ႏݛĭᄍ
ႏݛᆧڱ࿎ҋఛ႓ࠬሯࣉĭ႓؛Ⴖ
୕ݛۆၣধቓౄࢎ࠹׳თႌ֭ه
ကᇟިᄡh
્ݛĭࡎ৮ڦୌᇤĭᄍ
ಎ౷ׯ໒༪ĩ.7:Ī࡛ұׁ֦֭
ᄖගऔཉ൝ĭൻࡎ৮ڦୌᇤ֭Կ
ࡈ੫ݴ౮ႝཡĭ્ݛ༎Ҏ֭ಔණਐᄥ
ຫၩࡎઇቘႿh
ѷޙĭᄍ
ࣕ୕ၣধቓౄ֭ࢎთᄥೞقໃ
ތѷޙႌهကᇟިᄡĭᄷӶاಮල
ຯĭගబಮЬ௯ሏၕh

Ϡࠖබดĭᅫજĭ ᄍ
আК֭თ࠹ިᄡޠ೩ႎ؏ތϠࠖබดĭ
改进后的计算机模型为科学家评估人为气
发的恶劣天气事件影响最大的地区。这一
ᄷӶاಮලຯĭගబಮฮࡍ჻h

候变化对每一起恶劣天气事件的影响提供

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的10%至51%的水

了便利，而在过去这项工作很难进行。
联
Ϡ༎

平（每名受访者需要依次列出受影响最大

જ෬ޒቓվᆮੈજօঠ֭ޒණ໒ၠ 的3个地区）。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
պԿࡈ੫֭ڊᆼĭѱႌهਜ၊۹ൟࡈ

布的2014年减缓气候变化报告，
提出了极
ၣধቓကᇟ֭ިᄡh
阿迪勒·纳吉姆（Adil Najam）
美国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
学院院长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气候变化”
议题组专家

极端天气事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后果，而
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强烈和反复无常。

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新证据。美

恶劣天气事件正在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

国气象学会整合了92位科学家对2013年

认知。然而，当说到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

最大的16起天气事件的调查结果并得出结

很少考虑它已经造成的明显影响，更多是

ሯਠধჿĻൟࣀࣤ࠾ઊฎĭ୕

论：全球变暖大大增加了出现严重高温天
在考虑排放问题，特别是能源生产和碳排
ಎ౷ظਤ็టൡࡹهᄷӶਜᅀဪ֭ࣤ࠾ݜŀ
气的风险。尽管如此，人们仍未抓住问题
放问题。这很可悲，因为它意味着有关气
的实质。国际领导力的缺失才是导致这一
෭െቁص
600
趋势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

ĩၩ્ჵĪ

讨的疾病流行、政治动乱和经济增压等问
题。能够适应恶劣天气事件显然有益于每
个人，当然，最好能够防止它们的发生。
近来发生的恶劣天气事件造成了巨大破
坏，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从重创菲律宾
的世界最强风暴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龙
卷风，到困扰中部非洲、巴西和澳大利亚的
极端干旱以及巴基斯坦的连串严重洪灾，
恶劣天气事件使每个大洲都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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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碳管理无疑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

400

气候变化 最 讽 刺

候影响和适应为特征的世界中，仅仅关注

也最残忍的一面，

碳管理是不够的。

是社会最贫困群

恶劣天
气事件
300
正在改 变 人们
200
对 气候
变化的
认知。但可悲的
100
是，有关气候变
化的讨论降格
0
成了围绕 碳 管
理的讨论。

体为极端天气事件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而且我认为私营

付出的代价反而最

部门面临着巨大机遇。既然应对气候变化

高。他们是应对灾

的挑战是发展的挑战，我们就应该把思路

害能力最弱、也是

转到投资问题上。目前，我们只是在头痛

最买 不起保 险的

医头、脚痛医脚：灾难发生了，我们表达悲

人。在今年的全球

痛之情，然后筹集资金提供援助。我们怀

议程调查中，超过

着一片好心尽力抚慰灾民的伤痛，但其实

19
80
19
81
19
8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巨大负面影响，包括本报告其他章节所探

ሹಞᄡهݥ഻ՙග

救援，还要努力适应这些天气事件带来的

候变化的大多数讨论降格成了围绕碳管理
要挑战，但是在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以气

500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在灾难降临时忙着

ሹಞᄡݥ
ه഻ՙ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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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 预

计亚洲将是受频

是在等着下一次危机的到来。送走一场灾
难又迎来另一场灾难，这简直毫无意义。

参考数据

2012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布雷斯韦特小镇遭飓
风“艾萨克”袭击后，当地房屋淹没在洪水之中
© 路透社/肖恩·加德纳（Sean Gar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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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首先可以花些“不后悔”的钱：投资
于一些即使不需要适应气候变化也有用处
的项目，比如基础设施。其次是发现容易
可观的项目，包括防灾准备和早期预警类
项目。最后，可以考虑投资于涉及长期成本
和收益的项目。为适应气候变化投资于可

14

400

说服它们为减缓气候变化投资的道理是一

11

13

෭െቁصĩၩ્ჵĪ

2

十大趋势

持续、适应性强的技术（比如盐地农业技
术）与投资于清洁能源一样有利。另外还
要说明的是，灾难是不可预测的。制定有
效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我
们免受潜在巨灾的冲击。

17

总之，解决办法就是在灾害来袭之前加强

18

对灾害的适应能力。这意味着，我们投资
于发展不只是短期行为，更是为了将来。

19
20

代价可能会很高，改变的速度可能会很慢，
ቓҊᇟ္

但长期回报也是很吸引人的：对于国家经
济如此；对于企业如此；对于最贫穷和最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弱势的群体更是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不采
取这些措施，他们就会受到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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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情绪加剧
ᇥ 30%
30
0

Т્ 7%
7%

ᇥ 2
26
26%
6
6%
%
ᇗތײТ٬ 24%
24%
24
4%

ঠ્רᇥ 5%

ݟঠၣ
٬ᇥ 8%

但难道9月18日的苏格兰公投不是一个决定

由贸易的理念，更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

命运的时刻吗？公投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民

提出的更具影响力的思想，即人类的同情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族主义者取得了成功，而是因为多数苏格兰

心将世界连为一体。他认为每个人都能够

人投票反对退出英国吗？独立被拒绝是否

为别人着想，这种所谓的“同情感”引导人

ࣕ୕ধᇥ૾ቊᇾၴᆧ֜ᄥ࿒ऐᇗўཋೊލŀ
们超越直系亲属圈，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
就表明各民族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能够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战略基础设施倡议”项
目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基础设施”
议题组专家

凝聚共识，甚至愿意深化合作吗？
25%

֍ઢ
֍ઢಮ૾֜

受，哪怕这样的感受遥远而微弱。正是得
益于此，苏格兰成功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

简而言之，这次公投结果会成为有利于一
ϕׁ৮

合作推动了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从詹

ϕׁ৮ሹႶ֜
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互联世界的转折点吗？

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苏格兰不仅涌

ࣉ೬֜
难道我们不能把苏格兰视为第一个赞成和

现出了一些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而且涌

༘ণ

20%

ྫྷ৮
倡导创造一个相互依存的未来的地区吗？
Ⴕйॠ֜

现出了一些世界最伟大的改革家。苏格兰

在魁北克举行决定性全民公投时担任加

ٍݛ
难道我们不能把苏格兰当作是世界其他民
૾ݛᆜཔ

通过倡导和规划创立英国福利制度，使工

拿大总理的让·克雷蒂安曾写道，分裂的伤

ވয
族的指路明灯，让他们知道各民族是能够

业经济走向文明。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

和谐相处、合作和交流的吗？
ٷয

我们放弃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制度，废除了

口一直折磨了加拿大和魁北克6个月时间，

ሹႶ֜

15%

ᆮԃ

尽管在这之后开始渐渐愈合。而苏格兰有

ᆦٷযಮ֜

已有300年历史的《苏格兰济贫法》，倡导

45%的人投票支持独立，这意味着它在未

事实上，自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亚当·斯

建立起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是一个分裂的民族。

密提出人不应只做自己社区的公民、还应

和福利国家制度，让全英国所有公民在患

做世界公民的主张开始，
苏格兰一直都深
10%

病、伤残、失业或年老时都能得到平等的

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人们借助政治民族主

具国际主义精神、开放眼光和世界胸怀，

照顾。没有任 何其他国家集团能像苏格

义来保护他们的社群免受不公正和不平等

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狭隘民族主义宣扬的

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这样通力

的发展模式侵害一样，现在的人们似乎又
重拾旧式的忠诚和传统的认同感，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群体，以把自己和外部
世界隔绝开来。无论是在加泰罗尼亚、比
利时还是伦巴第，他们都在抗议似乎是全
球化导致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混乱，认为全
球化会破坏他们长期保持的习俗、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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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
5%

我们在当代世界
中实现 蓬 勃 发
展并不
需要割
0%
断彼此联系。
2003

合作并取得如此成就：让所有人享有平等
的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不管他来

苏格兰能够成为启

自英国的哪个地方。

蒙运动的领头羊，
靠的不只是亚当·
2004斯密在《国富论》
2005
2006
2007

曾向世人证明了分享与合作之利的苏格
兰，
如今再一次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标志站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ሯਠধჿĻ:[YH[MVYᇥ࿒ऐගऔॷ
中秉持的摆脱重商

到了做出表率的历史关口。但今天的挑战

主义、实现开放自

要复杂得多。在上个世纪各项决策只需在

参考数据

苏格兰的“不”运动分子在格拉斯哥举
行的一场集会上挥舞标语和英国国旗
© 路透社/迪伦·马丁内斯
（Dylan Martin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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ᇥ 30%
30
0

Т્ 7%
7%

ᇥ 2
26
26%
6
6%
%
ᇗތײТ٬ 24%
24%
24
4%
ݟঠၣ
٬ᇥ 8%

ঠ્ר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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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ধᇥ૾ቊᇾၴᆧ֜ᄥ࿒ऐᇗўཋೊލŀ

25%

֍ઢ
֍ઢಮ૾֜
ϕׁ৮
ϕׁ৮ሹႶ֜
༘ণ
ࣉ೬֜

20%

ྫྷ৮
Ⴕйॠ֜
ٍݛ
૾ݛᆜཔ
ވয
ሹႶ֜
ٷয
ᆦٷযಮ֜

ᆮԃ

15%

10%

5%

0%
2003

2004

2005

ሯਠধჿĻ:[YH[MVYᇥ࿒ऐගऔॷ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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ᄥි۴য؇৳܌֭ሡЩࢰؕĭ૾ၱ൦ೊލѕߌ֭ŀ

80%

70%

Ҋᆮԃ؇৳
ቓᇜ֬

55%

ᆮԃ

60%

50%

ᆮԃ؇৳

40%

ቓᇜ֬

45%

30%

须证明我们能够与国内其他民族平等地共
享权利。而现在我们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全
球供应取代了国内供应，全球流动取代了
国内流动。迈入2014年的我们不再仅仅是

20%
Fe

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做出的时候，我们必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b- ar- pr- ay- ul- ug- ep- ct- ov- ec- an- eb- ar- pr- ay- un- ul- ug- epJ A S
J A S
O N D
J
F M A M J
M A M

ሯਠধჿĻි۴যᄥའુĩ>OH[:JV[SHUK;OPURZĪັᅧĭ୕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了一
个更加完整、更加互联也更加相互依存的
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证明我
们在这种情况下同样能够分享权利和开展

ࢻभ૾ቊᇾၴ౮࿊ࡎञ֭ቓނϿٍ൦ુŀ

合作。

ᇥ

那么，我们能够证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

ᇗތײТ٬

身份的各族同胞不仅可以在一个封闭的多
民族国家中彼此合作，也能在一个更加开
#1 ࠌϼܹ༪იގቜ
#2ၱൕ
#3 ࢥ૾܌ც

#1ࠌϼܹ༪იގቜ
#2ၱൕ
#3 ࢥ૾܌ც

ᇥ

Т્

放和脆弱的全球环境中彼此合作吗？我们
能够证明我们在当代世界中实现蓬勃发展
并不需要割断彼此联系，而是可以通过分
享服务、利益乃至主权来找到和睦相处的
方式吗？就我们所处的具体情况而言，我
们应该通过加强苏格兰议会在英国和整个

#1ၱൕ
#2ࠌϼܹ༪იގቜ
#3 ࢥ૾܌ც

#1ࠌϼܹ༪იގቜ
#2ၱൕ
#3 ࢥ૾܌ც

ঠ્רᇥ

ݟঠၣ٬ᇥ

欧洲的作用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将二
者对立起来。
1962年，肯尼迪总统呼吁将一份《相互依
存宣言》补充进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

#1ࠌϼܹ༪იގቜ
#2 ၱൕ
#3 ࢥ૾܌ც

#1 ࢥ૾܌ც
#2 ၱൕ
#3 ৮ၵཕܹᆈઊฎ

针对那些声称独立能产生影响的人，我们
通过制定政策表明相互依存才能真正产生
影响，因此相互依存是更好的选择，我们
可以为苏格兰指明一条前进之路，那就是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继续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放远眼光，勿
贪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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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压力增大
ᇥ 2%
2%

6%
%
ණሯჿԭЩ൘Ⴐ
৷ำѡվĩ% Ī
৷վĩĦĮĦĪ

ᇗތײ
ތ
29%
29
9%
9%
Т٬ 2

৷ᇗֱۢĩĦĮĦĪ
尽管面临重重障碍，
但我们仍有乐观的理

由。我们相信会有更多措施被用于提高农

ঠ્רᇥ
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要占到用水总量的
৷ᇗֱֶĩĮĦĪ

7%

人们对全球水资源危机的认识
70%以上。৷ֶĩ#ĦĪ

ݟঠၣ

٬ᇥ 31%

也将在今后一年继续提高，
私营企业已经
ሯਠধჿĻൟࣀሯჿခࣶණ֩ལପ(X\LK\J[ĭ୕
马特·达蒙（Matt Damon）
演员
美国非营利发展援助组织“Water.org”
共同创始人
2014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得主

在加紧考虑自己如何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ধᇈ۹ᄍᇗĭଯׁོ౽ൻණሯჿ
为他们所在的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提
৷ᅁվႝཡቓയŀ

%

供帮助。
ሯਠধჿĻ୕ಎ౷ၸӹנҸ

加里·怀特（Gary White）
美国非营利发展援助组织“Water.org”
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水资源”
议题组专家

面对艾滋病、疟疾、肺结核以及目前的埃

全的饮用水仅仅是因为拿不出几美元。一
笔小额贷款就能为普通家庭装上水龙头。
如果能够让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以支付
得起的方式获得资金，那么对于消除水资
源压力则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问题集中到了一起，包括人口增长过

博拉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国际社
ᄥಎ౷ٛĭණಡႽاကᇟŀ
会已经行动起来。我相信水资源危机将会
100
受到同样的重视。
那种认为受到影响的每
ޛကᇟ
֭

个人都一样贫穷、都在等着慈善救济的错
80
йࢨကᇟ
误想法，是阻止人们普遍享有安全水资源
֭

的最大障碍之一。大家必须尽快认识到，
对
60

39%

于我们当中的7.5亿人，水资源危机是非常
现实的。■

快、水资源供应紧张和贫困率上升，印度、

40

20

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等国家
势必将会受到这一趋势的最猛烈冲击。资

ᄩӶၱࡶйৰ

我最近在印度亲眼看到，很多人喝不上安

36%

常态，而资金约束型缺水压力则将是很多
非洲国家的常态。接受世界经济论坛问卷

—马特·达蒙

调查的专家们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
受缺水影响最大的地区，亚洲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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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正确和不正确的解读。例如，撒哈拉以
南非洲常常被看作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其
实这种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广袤的非洲大陆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这

40%

70%

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在世界经济论坛调查的
所有地区中，非洲的受访者把水资源压力
排在了2015年全球趋势榜单中的较低位

0
资源约束型缺水压力将成为众多亚洲
ᇥ
国家的常态，而资金约束型缺水压力
则将是很多非洲国家的常态。

源约束型缺水压力将成为众多亚洲国家的

不可否认，
“水资源危机”的提法引起了各

ሯਠধჿĻ୕ோႵခࣶᇗྗಎ౷ง؏ལପ

置。不过，虽然该地区水量充足，但很多人

41%

却无法获得更完善的水资源供应，这是目
前的一个大问题。
ᇥ

20%
ঠ્רᇥ

这里需要说明，水危机包括水资源危机和
水供应危机两个方面。在讨论水危机时，
我们往往更关注前者，特别是缺水地区面
临的挑战。

参考数据

一个巴勒斯坦小男孩坐在水桶上，水桶里刚
刚从加沙地带北部的公共水龙头灌满水
© 路透社/穆罕默德·萨利姆
（Mohammed 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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ݟঠၣ

٬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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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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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ޛကᇟ
֭

80

ᄩӶၱࡶйৰ

йࢨကᇟ
֭

60

39%

40%

36%

41%

ᇥ

ᇥ

70%

40

2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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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ĭᄭൻကᇟණሯჿ৷
֭ಮ९߾ᅁࡎاചŀ
即使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仍有数百万人身
处缺水困境。例如，阿联酋虽然水资源非

2005

2030

2,028 ၩ

2,101ၩ
(+ 4%)

常有限，但它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来确保清
洁水的供应。而另一方面，素有“非洲水
塔”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却有半数以上的国
民得不到安全可靠的水资源。
在亚洲，水资源本来算不上十分紧张，但
这些资源很快就被不断膨胀的人口消耗殆
尽。那些贫困而又缺少财政支持的地区已

ԑቈ
%ૌಮૌ୕৳٢
s

25%
25
5%
5%

经出现了危机。在印度，有1亿多人无法获
得更完善的水资源供应，而这主要是因为
贫困。

866 ၩ
(+ 4%)

835 ၩ

气候变化无疑将成为影响未来的一个重大
因素，因为它将对水资源的分配产生可观
的影响。随着孟加拉国海平面的上升，海
水入侵将给低海拔地区特别是水处理能力

ի
ૌಮૌ୕Į৳٢
r

较弱地区的大量居民带来严重威胁。如果
你生活的地方在十年时间里就从富水地区
变成了缺水地区，你就不难想象危机会来
得多快了。

1,368 ၩ
(+ 72%)

794 ၩ

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压力增大必将引发政
治后果。在获取水资源的问题上，像巴基
斯坦和印度这样的相邻国家今后究竟是会

Ⴝ৷
ૌಮૌ୕Į৳٢

进行合作还是制造更多紧张对峙，我们很
难预测。
政府必须发挥核心作用。首先，政府对城

60%

3,901 ၩ
(+ 38%)

53%

2,837 ၩ

市地区的水处理和水分配应该实行自然垄
断，由不同的公司修建多套自来水管没有
任何意义。在很多发达国家，政府和金融
机构更愿意投资长期基建项目；而在发展
中国家，公用事业缺少长期投资的现象比
比皆是，而且这些设施修建时往往会绕过

26%

26%

ᇗײ

ݟঠၣ٬ᇥ

贫民区，完全无视穷人的利益。

༖ಔ
#ૌಮૌ୕৳٢
ሯਠধჿĻ{୕ߔ࣪ᅢິ|ĭࣤ࠾ގቜ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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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Water.org”的工作实践表明，哪怕
是生活在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们也有潜在
的消费能力。我们认为用得起水是一项基
本人权。如果我们能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
等适当的金融支持，并帮助他们连入供水
系统，很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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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重要性上升
 ୕Į୕၌ਗДࡺ
ᆮԣᅥ.+7ᆤเϬٻй
e
o all
20%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老龄人口已经成为医

加注意，它们已经出现在那些我们传统上

疗保健系统的一个沉重负担。在发展中国

认为应该重点担心传染病的国家。

家，医疗资源或基本医疗设施的不足构成

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卫生部门的
未来”议题组专家

了另外的挑战。目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所幸，技术让预防、诊断和治疗这些疾病

院（NIH）正在西非地区全力应对埃博拉

变得更容易。随着电子健康记录、远程医

危机。当你看到这种疾病给当地带来的灾

疗和在线共享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我们拥

难，你就会明白那里的医疗保健系统完全

有了大量可用的新型医疗保健方案，即使

没有做好应对重大挑战的准备。

低收入地区也能从中受益。用于收集和传
播信息的移动技术，已经为我们预防和治

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传染性疾病是我们

疗疾病提供了显著帮助。

0%

关注的重点。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在致

况的改善，这种相关性很好理解。把二者

死率和减少劳动人口方面，
都被列为最可
၌ਗДࡺቁᆮԣᆿ֭ތܓ܌යಮ၌ਗДࡺᆮԣ֭ቁތh

最近，我有幸与中国前卫生部长陈竺进行

掉换一下位置，在逻辑关系上可能不太明

怕的三大传染病。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
ሯਠধჿĻൟࣀႇྣĭ၌ਗДࡺᆮԣ

了交谈。中国已经看到了健康和生产力之

显，但同样说得通，那就是改善国民健康
状况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将会有

间的明显关联，正在大幅提高卫生支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异
֦୕ಎ౷၌ਗДࡺᆮԣೊލᅁӑŀ
中国正不断增加医疗服务领域的开支，并
的50%归咎于国民糟糕的健康状况和较低

更多能从事有效工作的人加入未来的劳

的寿命预期。
一国国民越健康，劳动力的
30

且以每年20-25%的速度稳定提高对生物

动大军。

效率就越高；他们的子女越健康，其生育

医学研究的投入。照此速度发展，中国在

၌ਗДࡺᆮԣᅥ.+7ϬٻйĩĦĪ

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会带来国民健康状

25

的胎数越少，那么需要供养的人就越少。

这一领域的投入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这

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健康挑战。在皮尤研究

通过疫苗接种和预防措施应对儿童疾病至
20

些投入都是实实在在的美元，而不只是在

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各国平均有85%

关重要。

GDP中的占比。中国人相信，提高自身的研

的受访者认为公众健康是本国的一大问

15

发能力是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我认为这

题。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对于护理病患以
及采取措施帮助人们健体防病至关重要。
比如说，烟草是我们面对的最大致病元凶
之一。在抗击肺癌和心脏病等疾病时， 我
们必须努力去除病根，首先就要通过教育
和其他机制规劝人们不要吸烟。如果只想
靠简单增加几所医院来改善一个国家的
国民健康状况，那么问题就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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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想靠简
5
单 增加几所医
院 来 改0 善 一 个
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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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国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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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那么问题
就无法解决。

这就是说，发展中

个思路是正确的。

国家的非传染性疾
病发病率在上升。

中国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实验，不是每个

我们一般会把癌

国家都有资源能做得了这件事。但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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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心脏病和富裕

而是10年或20年以后的事）的国家领导人

国家联系起来。但

来说，中国的例子值得关注。为国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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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必须对这

投资是一个领导人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之

些疾病的新动向多

一了。■

参考数据

一名医疗志愿者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
个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内穿好防护服
© 路透社/詹姆斯·吉亚休（James Giah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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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Ѱ
42%

45

34%

ලຯ

36

25%

27
18

14%

9
0

遏制埃博拉

μᆩ
45

考虑到美国现有公共卫生系统有能

ලຯ

36

力追踪接触者，并且隔离那些曾经接

27%

27

触过埃博拉患者的人，重大失控性

19%

18

8%

9

疫情暴发的几率等于零，所以美国目
6%

0

前的形势不应该引起公众恐慌。但
西非地区的形势越来越紧迫，已经
有数千人死亡。国际社会必须集中所

༓༪࠭Ѱ

有资源控制疫情蔓延，否则可能会有
数十万人丢掉性命。

45

ලຯ

36

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当务之急是

27

确定感染者并将其收入治疗中心，

18

6%

9

8%

8%

4%

散。鉴于病毒传染性极强，确保那些

0

ࠖሡٛ



同时追查 所有接触者以防病 毒扩


әᆮҎٻ

已死于该病毒的患者不被其他未穿
防护服的人触摸或清洗也很重要。

ยଢ଼Ѱ

ලຯ

45
36

目前全世界正在调集资源；美国已将

27

防止疫情蔓延定为主要任务并采取

18

了相关措施，包括派出军队在疫区建

9

3%

0

3%

立急需的紧急治疗中心。在美国国立
2%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合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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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研究院（NIH），我们正与美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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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地将一种极具潜力的疫苗投
入临床试验，同时加紧测试新的治
疗方法。但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全
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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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移民问题
针对外来移民的敌对行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严重关
切，但这个话题没能列入今年的十大趋势。欧盟委
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对个中原因进行了
探究。

这些例子突出表明，反移民情绪在全世界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虽然这一
趋势受到了今年全球议程调查受访者的高
度重视，最终却只排在了第13位，未能进
入十大趋势榜单。
由于这个问题和我们最终确定的十大趋
势之间存在清楚的交集，排名结果就让人

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
2004-2014年欧盟委员会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地区性组织
的未来”议题组主席

们看到在很多欧洲国家，针对寻求避难人

觉得有些意外。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与

士、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和特殊性取向群

其他问题的接近和互动性导致人们忽略

体的骚扰和暴力行为愈演愈烈。”

了“反移民情绪上升”的问题。

人们不用费什么劲就知道巴罗佐主席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年榜单上的头两个

得有道理。2014年2月，瑞士举行全民公

趋势。
“收入差距拉大”和“持续的无就

投，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提案，决定重

业增长”可能让人们更加担心外来移民会

新启用对境内欧盟国家移民数量进行严

进一步抢走本来就不多的低收入工作；瑞

格限制的政策。在几个月后的2014年 5

士围绕移民问题的讨论焦点也正是国内

月，反移民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

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面临的压力。

“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不宽容态度和伊

显著胜利。7月，美国的亲移民和反移民示

斯兰恐 惧症正呈现出上升趋势，”欧 盟

威者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穆列塔镇的一

同样，移民及其带来的人口持续增长对社

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警告

个边境检查站围绕一群非法移民（主要是

会和医疗服务以及环境的冲击，长期以来

说，
“它们助长了分裂倾向，在不同社群之

未成年人）的到来爆发冲突。

一直被视为阻碍国家间人员流动的一大原

间制造了猜疑和仇恨情绪。近些年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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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今后仍会如此。鉴于十大趋势的最后

十大趋势

法国宪兵在位于加来的一处非法移民
临时营地旁站岗，当天警方遣散了住在
那里的非法移民
@路透社/帕斯卡尔·罗西尼奥尔
（Pascal Rossignol）

一节提到，医疗保健服务将在我们的经济

的整体，它们就像

能。巴罗佐相信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欧盟各

生活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所以，这

连通的血管，让其

国政府应对非法移民挑战，促进成员国间

中的货物、服务、

的团结。

些能感觉到的摩擦可能会成为常态。
但是，反移民现象很可能不只局限在经济
和社会领域。
“民族主义情绪加剧”、
“ 领
导力缺失”和“代议制民主式微”等其他一
些趋势也都暗示了国家认同感的动摇，甚
至可能还有人们对传统治理模式的不满。
随着选民的支持对象从传统政党转向更极
端的政治派别，这些趋势至少可以被看作

多元 化 的 好 处
显而易见，但却
常常被低估。我
们的开放 社 会
不能没有它。欧
洲需要 移民 来
应 对人口老 龄
化的挑战，这同
样 是 个不 争 的
事实。

知识、信息甚至人
员自然地从一处流

巴罗佐强调：
“只有民众继续支持接纳合

向另一处。”

法移民，只有我们在解决任何弊端时都始
终坚守开放、宽容、尊重法治和所有人尊严

他接着 说：“多元

的价值观，这样的团结才有可能实现。”

化的好 处 显而易
见，但却常常被低

“在存在全球化、社会危机和文化不确定

估。我们的开放社

的全球化时代，这些构成欧盟一切理念核

会不能没有它。欧

心的价值观永远不可能被看成是理所当

映。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已经

洲需要移民来应

然的东西。欧洲远不只是一个市场，它是

让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变化。

对人口老龄化的挑

一个在人类尊严、自由和团结基础上形成

战，这同样是个不

的价值共同体。”

是对一种助长反移民情绪的政治气氛的反

在巴罗佐主席看来，反移民情绪只能靠强

争的事实。但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缺少解

有力的领导以及化挑战为机遇的态度来

决这些问题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

化解。

当然，这些原则不应只适用于欧盟，还应
适用于整个世界。它们应具有普遍性，只有

他认为，要想化解反移民情绪，移民政策

保护和促进这些价值观，我们才能同步消

“国际移民潮是一个现实，”他说，
“在一

本身必须坚决有力。欧盟委员会曾建议设

除由歧视造成的伤害。不宽容问题已受到

个开放的世界中，发达经济体、欠发达经

立一套管控外部边界的共同标准，并强化

全球关注，想办法解决它同样需要全球共

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融合成了一个前所未有

欧盟边境管理局作为边境安保机构的职

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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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挑战

地区性
32

33

34

中东和北非

欧洲

亚洲

35

36

37

38

北美

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丁美洲

紧张点：全球地缘
政治现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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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挑战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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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挑战

从制度型腐败到技能
和教育发展，从地 缘
政治变化到青年失业，
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都

Т્
્

c

ᇾ္๏ᅦ
๏ᅦ
ᅦ

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
挑战。即使两个地区
存在相似的问题，这些

1 Ҋֱࡎञ
2 ׁᄀᆧᇕѕߌ
3 ൩႓టޱѕߌ

问题也需要不同的解
决对策，以满足独特的
本土化需求。我们调查
了生活在各地区的全
球议程理事会思想领
袖，收集了他们最关心
的地区性问题。在本章
节中，他们分析了各种

ঠ્רᇥ
ᇾ္๏ᅦ

挑战并指出了未来的
发展方向

地区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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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挑战

中东和北非
罗拉·达什提（Rola Dashti）
FARO International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
事会“中东和北非”议题组
副主席

主要挑战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情况很极端：虽然劳动

己能从更健康的私营部门直接获益。而目

力数量年增速是全球最快的（过去10年平

前的情况是，许多人担心私营部门的成长

均每年达2.7%），但青年失业率却是全球

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最高的，约占总人口的25%。根深蒂固的青
年失业问题已经和政治转型管理、社会紧

“总体而言，这一地区的民众看不到光明

张局势一起，被受访者列为中东和北非地

的未来。在他们眼中，这 里缺乏成功机

区面临的三大挑战。

会，生活质量较低，因此导致社会更加分
裂。”

根深蒂固的青年
失业问题

前科威特规划与发展事务国务大臣罗拉·
达什提博士认为，青年失业的原因在于教

达什提还认为，该地区的社会绝望情绪和

育体系功能失调、内在的技能错置、劳动力

宗派主义的抬头也有直接关系。

市场僵化以及劳动人口增长。

政治转型管理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支离破碎，这就需要
我们在落实经济改革政策的同时，配合实

什提表示，
“社会难以承受目前的增长率，

行有针对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

不仅就业机会不足，生活质量也会受到影

社会紧张局势
政府和商界对根深蒂固的青年失
业问题的关注度低于其他利益相
关方：
利益相关方

“很遗憾，人口资产变成了人口负担，”达

在5项挑战中
的排名

公民社会
大学

响，因此我们现在就得开始控制人口增长

虽然中东和北非国家都有自家难念的经，

率。”

达什提还指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个
别国家的问题会扩散开来，影响到周边国

到目前为止，改革并没能借助更具活力的

家，最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就是如

私营部门带动整个经济；国有机构仍然是

此。因此，达什提主张在整个地区范围内

该地区青年的主要雇主。在约旦和埃及，

采取互补性措施，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地

公共部门的雇员占劳动力总数的35%。达

区贸易发展。

什提认为，成功的改革应保证可持续增长
并创造足够就业，强化教育和培训，提高

“虽然内部改革依然事关重大，但地区性

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投资、贸易和项目将有助于各国保持稳
定。地区各国间开展合作项目很重要，因为

国际组织

“国家需要 提供创业机会，对中小企业
多加支持，”她 表

商界
政府
被商业部门排在首位的挑战是政治转型管理
被政府部门排在首位的挑战是社会紧张局势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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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投资不仅能创造就业机会、延长就业
周期，还可以形成财富和资源的流动。”

示，“我们需要制

我们的社会越
来越支离破碎，
这就需要我们
实行有针对性
的社会和政治
改革。

定政策，支持私营

这些措施最终会为中东和北非地区带来亟

部门投资的增长，

需的稳定。

并确保增长惠泽大
众。”该地区的主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革命，还

管部门必须设法培

有一些国家的处境也岌岌可危，”达什提

育创业精神，但前

表示，
“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社会

提是让公众确信自

动荡将接踵而至。”■

地区性挑战

欧洲
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
瑞典议会议员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
事会“欧洲”议题组主席

尽管英国经济暂时出现了好转迹象，但欧元

比尔特以“模范生”瑞典和芬兰为例强

区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低位徘徊。国际货币

调：
“我们应该利用政府预算和企业的资

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警告称，全球性经

金投资于未来研发，这一点很重要。”目

济复苏面临三底衰退的重大风险。据预测，

前，两国的研发投入占到各自GDP的大约

欧元区经济的年增长率仅能达到0.8%。

4%。

情况确实如此。受访者认为，促进经济增

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之前使公私研发投

长和创新以及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是欧洲

资总额达到GDP的3%。用比尔特的话说，

主要挑战

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

面临的长期难题。但他们同时也对俄罗斯

这一目标和目前2%的水平形成了鲜明对

与欧盟关系的恶化深感担忧。对于这些看

比，
“现在的比例太低了”。他强调指出，据

法，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表示认同。

欧盟估计，要实现3%的目标，各国需要在
2008年的基础上增加培训和雇用至少100

青年失业问题

他指出，
“欧洲南部国家冲突和矛盾不断，

万名研究人员。

那里的难民潮、人道主义挑战和新的恐怖

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

主义威胁对欧洲造成了实质性冲击，形势

比尔特认为欧洲必须营造鼓励创新的环

令人担忧。”不过，虽然欧盟2013年出口

境。新的移民条例（如英国在2013年推出

到俄罗斯的粮食总值达120亿欧元（160亿

的多项规定）能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欧

美元），但比尔特相信，俄罗斯对欧盟农产

洲学习、投资和创办企业。但同时，欧洲也

品的报复性制裁只会给欧盟成员国带来

要创造低技能的初级工作岗位。

轻微影响。
“对于想要融入欧洲的移民来说，这类工

的欧洲受访者认为商界和政府应该将
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作为优先工作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的欧洲受访者认为欧洲的经济形势将
在未来12个月内得到改善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全球态度调查项目

比尔特认为，纾解经济压力的关键在于增

作尤其重要，”比尔特表示，
“世界其他地

加研发支出、升级高等教育和加快推进欧

方的青年移民而来，往往就是从这些工作

盟内部合作。

做起，进入劳动力市场。”

欧洲南部国家
冲突和 矛盾不
断，那里的难民
潮、人道主义挑
战和新的恐怖
主 义威 胁对欧
洲 造 成了实 质
性冲击，形势令
人担忧。

“迄今尚未恢复到

契合企业需求的职业培训制度已经帮助

经济危机前生产水

德国降低了青年失业率。而大学和企业

平的国家大多数地

（主要是新创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之间的

处欧洲，因此各国

密切合作，更是让英国剑桥周边地区及德

政府必须更认真地

国和瑞典两国南部一些地方的就业率达

对待这些问题。”

到了硅谷的水平。

根据联合国的统

比尔特提醒说，在此发展势头良好的背景

计，欧 盟 工 业 生

下，决策者应克服自满情绪，继续努力推

产指数依然低于

进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

2008年峰值10%以

增加低技能初级岗位在经济中的比重，鼓

上，第一季度稳定

励多用临时合同工，并加强职业培训。■

在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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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挑战

亚洲
陆克文（Kevin Rudd）
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
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
心高级研究员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
会“中国”议题组主席
主要挑战

虽然经济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但是亚太

万，而且预计到2050年，该国城市人口将

地区的受访者普遍认为该地区面临着若干

会再增加2.92亿。与此同时，印度的新增

内在挑战，包括结构性经济改革、有效的

城镇人口规模预计将会达到4.04亿。

城市化管理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
城市人口的增长将会给各国的基础设施建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大

设带来沉重的压力，政府必须在住房、交

多聚焦在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越南、日本

通、医疗、教育等各项服务上加大投资力

和菲律宾之间的海洋争端上。但是澳大利

度。从长期来看，显著的人口变化还将重塑

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亚洲地缘政治冲突

亚洲经济格局。

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缺乏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文化和语言认同，与此同时，悬而未决的领

“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

土划界问题进一步加重了彼此间存在已久

是政府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维系大规模

的历史仇恨。

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陆克文指出。
“对
长期社会保障保险制度的配套改革同样不

结构性经济改革

陆克文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和全球化这两股

可或缺，因为随着普通家庭规模的缩小，

对立的力量在亚洲地区各国间制造了敌对

传统的养老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情绪，而这些国家原本可以通过产品供应链
互联互通。他说，
“我们需要在广阔的东亚

城市化管理

和太平洋地区引入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面对这些即将来临的挑战，亚洲各国正
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力图适应新的形
势。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动了大

的亚洲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将缓解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作为优先工作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的亚洲受访者 认为
美 国 是世界第一经
济强国

的亚洲受访者 认为
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
强国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全球态度调查项目

34 |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根据陆克文的观点，这个“共同体”将由

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以期重振日本经济。

经 济、政治、安全 和社会文化等概 念构

他提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被称为“安

成。其中，提出类似“东亚区域全面经济

倍经济学”（Abenomics），内容涵盖了货

伙伴关系”（RCEP）这样的贸易主张是重

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但是

要的一步。此外，还应该在亚太经合组织

批评人士指出，安倍的这一雄心勃勃的经

（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框架

济试验要想获得成功，日本经济还需进行

内建立起更强大的“有效政治机制”。

结构性改革。

“事实是，亚太的区域性机构不像欧洲逐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2013年的中共中央会

步发展而来的区域性机构那么强健有力，”

议上公布了改革议程，将市场作用明确置

陆克文指出，
“由于亚太地区正日益成为

于优先地位。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还计

21世纪的战略角斗场，我们需要有比现在

划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鼓励金融资源有

亚 太的区域性
机构 不像 欧 洲
逐步发展而来的
区域性机构那
么强健有力。

更能发挥作用的地

效配置并流向中小企业，同时减少政府对

区组织。”

市场定价的干预。

亚洲面临的另一大

在陆克文看来，
“如果中国能成功朝着这

挑战将会是该地区

个方向前进，我们就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未

内城市的飞速发

来半个世纪。否则，不仅中国自己会出大问

展 。目前，中国已

题，亚洲其他地区也会遇到麻烦，而且考

经有170个城市的

虑到中国经济的全球重要性，整个世界都

人口规模超过100

会受到波及。”■

地区性挑战

北美
弗雷德里克·肯普
（Frederick Kempe）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
会“美国”议题组专家

2013年，奥巴马总统将收入不平等问题称
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根据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调查，美
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已经恶化到了1928年
以来的最严重程度。2013年，处于金字塔
最顶端的1%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国民总收入
的近22.5%，而处于底部的90%家庭的收
入所占份额首次跌到了50%以下。

主要挑战

令人震惊的是，奥巴马当局虽然公开承认存

不平等加剧

在这一问题，却对解决问题鲜有作为。在我
们的调查中，北美地区的受访者将不平等
加剧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紧随其后的
是地缘政治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

地缘政治变化

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
雷德里克·肯普也认为，收入不平等损害
了美国作为他国效仿榜样的形象。荒谬的

适应气候变化

是，正是全世界都羡慕的创新创业精神为
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肯普表示，全球化和数字经济为人们提供
了更多的赚钱机会，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
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培训和教育让更多的人
能够获得这些机会。

的北美受访者认为在未来12至18个月
内政府不可能实施有效战略解决不平
等加剧问题

关于税收政策，肯普认为，不平等加剧的
趋势只能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扭转：
“如果
我们利用税收收入来弥补教育和培训的不

“不可能”之意包括“绝不可能”和“不太可能”两种反馈意见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足，我们就可以获得成功。但如果我们的目
标仅仅是通过高税收来惩罚特别富裕的群
体，那么加大税收力度就会杀鸡取卵，得
不偿失。”他补充
强调，“我们要做

的美国受访者 认为
中国 是世界第一 经
济强国

的美国受访者 认为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
强国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全球态度调查项目

解决不平等问题
的最好办法 是
通过培训和教
育让 更多的人
能够获得这些
机会。

根据今年的调查结果，88%的受访者认
为，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制定出解决收入
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战略是不可能的。肯普
认为，由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极分
化所导致的“政治失灵”使美国人难以在
一些至关重要但又颇具争议的议题上达
成共识，从改革移民政策到应对气候变化
都是如此。
尽管已经有98%的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美国的共和党内仅
有50%的人承认有确凿证据表明全球气温
正在逐渐攀升。而这种声音在茶党内部更
微弱，仅有40%的人认为全球正在变暖。
不过肯普认为，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
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共识，只是二十国集团
（G20）做出的努力更多，联合国的贡献甚
少。
“联合国能做的只有这么点儿。他们可
以设定目标，但是没有政策、技术和融资
的配合，目标也只是缺乏实质行动的空谈
而已。技术和融资将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所以说，相比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间展开
谈判，在G20框架内进行谈判或许更为有
效，因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
的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奥巴马当局对于一系列全球事
件的谨慎反应，包括中东地区极端主义的
蔓延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令美国
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受到质疑。肯普担心，
美国沉迷于无事一身轻的诱惑将会带来危
险的后果。尽管这能迎合美国多数民意，但
也会留下权力真空，让不怀好意的政治玩
家鸠占鹊巢，或者让世界陷入一片混乱。

的是赋予低收入群
体必备技能，帮助
他们迈入中高收入
阶层。而政府应该
动用干预手段推广
与现代经济相关的
技能，包括数学和
自然科学知识。”

在肯普看来，奥巴马承认乌克兰危机和“伊
斯兰国”势力扩散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
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需要保持对国际事务
的参与，但是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意
愿，来应对一两年内无法解决的长期性挑
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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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
玛丽亚·拉莫斯
（Maria Ramos）
巴克莱非洲集团首席执行官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
会“非洲”议题组专家

今年的《全球议程调查》报告显示，教育和

教育并不是非洲领导人应该服务于民众的

技能开发将是非洲在2015年面临的最大挑

唯一领域。拉莫斯重点介绍了卢旺达等国

战，其次是构建可持续治理体系和提供硬

家在“治理、财政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和问

件基础设施。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都

责”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她指出，责任不

将教育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受访者还认为，

明依然是实现科学治理的最大障碍。
“如

受非洲教育挑战影响最大的将是企业。

果你限制了民主，并缺乏对公民的责任担
当，你就破坏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政治

主要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非洲的文盲人口

稳定的基本原则。”

不久将达到世界总数的一半。巴克莱非洲

教育和技能开发

集团首席执行官玛丽亚·拉莫斯指出，非洲

虽然人力资本投资不可或缺，但是填补基

各国政府和企业应重点通过培训项目和奖

础设施缺口同样重要。

学金计划来切实改善非洲的教育状况。
非洲所面临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已经影

构建可持续治理体系

提供硬件基础设施

大学是非洲唯一没有将教育和技能开发列为头
号挑战的利益相关群体

她说，
“我们必须确保政府能够继续投资

响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这种挑战还不

教育和技能开发，并鼓 励相关机构与捐

仅仅限于能源供应设施的匮乏。肯尼亚、

助方、企业以及当地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

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加纳、南非和埃塞俄

系。”

比亚等国在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生
产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只有进行目

不过，鉴于非洲手机用户急 剧增加（自

标明确的追加投资，这种增长与发展才能

2000年以来增加了40倍），技术显然将发

持续。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本次调查得到

挥根本性作用。就此，拉莫斯特别提到了

的反馈并不乐观，近40%的受访者对于非

加纳开展的着眼于创新教学和学习模式

洲基础设施问题在近中期得到有效解决的

的“开放学习交流”项目，以及南非在实现

前景表示怀疑。

课程数字化并通过平板电脑授课方面的
尝试。

而乐观人士则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非
洲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比如中

的非洲受访者 认为
商业部门最有 可能
受到教育和技能开
发挑战的影响

的非洲受访者认为政
府部门最有可能受到
教育和技能开发挑战
的影响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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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节省大量的行政管理成本，移

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创纪录的

动技术也为边远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了受教

2000亿美元）将可促进非洲的基础设施建

育的机会。此外，

设。此外，非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

技术还有助于消除

际机构也会为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

人们对教育者素质

持。不过拉莫斯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显著

的疑虑，因为教师

的趋势，那就是地区和地方投资者正开始

的技能可以快速提

试水此领域。这也将有助于改变基于自然

升，并且可以通 过

资源开采的传统投资模式，转而吸引战略

各种在线平台获得

性投资，催生更加广泛的发展机会，并促进

持续的支持。”

非洲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确保
政 府能够继续
投资教育和技
能开发。

地区性挑战

拉丁美洲
阿莉西亚·巴尔塞纳·伊瓦拉
（Alicia Bárcena Ibarra）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经济委员会（ECLAC）执
行秘书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
会“拉丁美洲”议题组主席

主要挑战

长期以来，腐败一直被视为拉丁美洲面临

式经济形态，它们虽然创造了70%以上的

的重大问题，甚至是最为重大的问题。因

就业机会，但是对地区GDP的贡献却微

此，本次调查的结果早在意料之中：受访

乎其微。

者认为腐败问题是该地区面临的最大问
题，其次是教育和不平等加剧的问题。

与此同时，拉美还应改善教育领域的不
平等状况，让更多的人获得信息和通信技

但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术，促进社会融合，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

（ECLAC）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

距。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拉美民众普遍

伊瓦拉认为，
“拉美地区的国家级和次国

将教育视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家级机构已经推行了重大变革，以进一步

腐败

教育和技能开发

不平等加剧

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政治领导人的
腐败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将教育视为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的拉丁美洲
受访者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地区

提升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2012年，厄

虽然拉美各国政府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

瓜多尔政府实行了包括提高警察工资在内

性，对教育领域的公共资源投入 规模已

的系统性反腐败举措，其在“透明国际”全

从上世纪90年代占GDP的3.4%增加到了

球清廉指数年度排行榜上的得分也因此较

2011年的5.3%，但巴尔塞纳·伊瓦拉坚持

上年提高了4分。最新的指数表明，乌拉圭

认为，拉美亟需改善教育质量，加强对技

已成为拉丁美洲最为清廉的国家，排名和

术培训的重视，扩大学前教育、中学教育和

美国不相上下。

高等教育的覆盖面。

虽然来自政府部门的受访者将腐败问题视

“从整个教育来看，技术和职业培训滞后，

作第三大挑战，但是商界受访者却认为腐

公共和私人投资不足。知识、创新和技术

败是最大的挑战。无论如何，拉美地区都

的力量未能在社会上得以充分释放。由于

必须将加强机制和法治建设放在治理议程

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缺乏重要共识，

的首要位置。

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现代技术无法通过技术
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要更好地平衡国家、立法和司法体
系、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这

对资本形成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是“该地

对于推动变革至关重要。”

区的优先任务”。目前，拉美地区的经济发
“在经济放缓的
展过于依赖消费和出口。

我们要更好地
平衡国家、立法
和司法体系、公
民社 会以 及私
营部门之间的关
系。
* 认为教育“非常重要”的各地区人口比例（以10分制计，拉美
地区得到10分）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全球态度调查项目

保持各机构的清廉

形势下，拉丁美洲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

和权力均衡是拉丁

响。唯一的对策就是加大公共和私人投资

美洲解决其财政问

的力度。”

题的关键。巴尔塞
纳·伊瓦拉强调，

目前，投资在拉美GDP中的份额为21.7%。

必须推行相关政

巴尔塞纳·伊瓦拉认为，这一比例无法满

策，将非正式经济

足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需求。相

转变为正式经济。

比之下，亚洲的这一比例高达40%，而经

小微企业和中小型

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也在32%和36%之

企业往往属于非正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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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点：
全球地缘政治
现状评估
从伊斯兰国兴起到乌克兰冲突，2014年的特点是地缘政
治摩擦引爆了多个冲突热点。我们能从这些冲突中得到
什么启示—未来该如何避免类似的危机？
卡尔·比尔特

罗拉·达什提

弗雷德里克·肯普

陆克文

地缘政治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风起云涌，它
们与全球化势不两立，在一些沉睡已久的

2014年，战争、分离主义和叛乱使全球政

国家制造出了新的地缘政治热点和不安。

治秩序遭受重创，各种麻烦热点从欧洲遍

特别是，欧盟选举显示出一股明显有利于

及中东，近期之内难以解决。过去几年，人

民族主义党派的趋势，这可能对欧盟的存

们采取果断行动来维护安全，尤其是西方

在产生影响。第二，西方国家的混乱和撤军

大国的地位，但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却已

鼓舞了一批政治企业家去挑战长期以来管

经渗透进这些国家的决策中心。9月，这种

理国家间关系的规则界限，尤其是在欧洲

形势达到了高潮，奥巴马政府承认，虽然

的后院。这一点在乌克兰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在伊拉克进行了十几年的国家建设，

有关国家未来的两种对立观点发生激烈碰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应对恐怖集团伊斯兰国

撞，并发展成为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最终很

的战略。

可能演变成一场国际危机。第三，非比寻常
的严重冲突导致形成新的联盟，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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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14年，重大危机导致的经济和政治

中东，为了对抗前途难料的伊斯兰国，伊朗

动荡使得三种关键趋势成为突出焦点。第

和西方的关系正在逐渐解冻。

地区性挑战

伊斯兰国的威胁
在中东，这三种趋势表现得最明显，伊斯
兰国的建立带来了暴力和长久的混乱。实
际上，西方部队还没从伊拉克完全撤出，
从叙利亚蔓延开来的暴动就已经开始威胁
首都巴格达，迫使该国的什叶派精英实施
重大政治改革。
最终，由于美国不愿意派出地面部队，伊
拉克军队只好和库尔德力量重新集结一
处，阻止伊斯兰国势力继续进犯。然而，伊
斯兰国执意建立一个强硬的伊斯兰哈里发
政权，这让其邻居们感到不安。
科威特前国家计划发展大臣罗拉·达什提
博士（5年前，她是踏进该国议会的第一名
女性）说，伊斯兰国威胁要阻止出现一个
新中东。
“现在的情况是，恐怖主义政权信奉落后
的生活方式，采取排他政策，只要有人意
见与其相左就会遭到处决，”她说。
“这与
地区民众的需求不符，与地区发展方向南
辕北辙。”
在严重的威胁面前，一向避免卷入其他主
权邻国事务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联手驱赶敌
人，至少也要让伊斯兰国无法获得进一步
发展。达什提博士谈论的是“一个抗击恐
怖主义政权的国际社会联合体”，由伊拉
克和叙利亚部队主导作战，其他国家提供
空中打击和后勤支持。
一支名为德尔纳伊斯兰青年委员会
的武装车队行驶在利比亚东部的公
路上。2014年10月，该组织承诺效
忠伊斯兰国。© 路透社

全球政策智库、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普认为，从利
比亚的经验来看，由美国联合地区盟友重
新介入伊拉克是将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模
式。美国已经认识到，自己无法单凭一己

这是一个突破。达什提博士认为这是一

统治、巴以问题等等。事实上，巴以在加沙

之力获取长久的价值，因此地区性角色不

种“拭目以待”的方式，中东地区不能容忍

地区爆发了战争，由埃及主导的停火协议

能只是象征性参与，而是必须发挥实质性

伊朗发展核能力。即便是以和平为目的、专

经过无数次短暂的毁约反复之后，双方最

作用，这样才能有机会获得一个更持久的

注能源的核项目也会给包括科威特在内的

终结束了长达50天的冲突。虽然冲突给加

解决方案。

伊朗各邻国带来风险。

沙造成巨大打击，引起了极大的厌战情绪，
但也威胁到了以色列人的安全感，并且加

伊朗参与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促成数年以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几乎没有时间

剧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情绪，该地区的长

来美英官员和伊朗官员之间的首次接触，

去解决一些长期问题，比如埃及陷入专制

久和平看起来比以往更加遥不可及。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 39

地区性挑战

乌克兰问题
正当欧盟埋头忙于应对经济停滞不前等种
种内部危机时，一场外交政策危机扑面而
来迫使其不得不起身应对。迄今为止这场
危机不但已经导致2000多人丧生，而且威
胁到了欧盟对邻国政策的基本假设。
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导致
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降至新低，而后者的
应对措施更给自己制造了一堆不确定因
素。肯普说，北约（NATO）在威尔士峰会
上围绕联盟国家画了一圈“红线”，但此
举却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些
国家归入了一个“灰色地带”，导致其既
不算西方也不属于俄罗斯。事实上，俄罗
斯兼并克里米亚很可能成为其国际地位
的分水岭，潜在地加剧了普京政权的外部
政策和经济压力。然而普京的外交政策旨
在为贸易和政治目的重建俄罗斯的势力范
围，因此对他而言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两
难困境。
瑞典前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直言不讳地
批评俄罗斯在该地区所采取的行动。他认
为，欧盟可以改善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但
不会依俄罗斯的主张行事。
“持续的内部独裁和对外修正主义路线，
显然会导致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持续恶
化，”他说，
“但凡俄罗斯在2012年之前表
现出一丁点回归现代化和一体化进程的迹
象，就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但凡俄罗斯在2012年之前表现出一丁
点回归现代化和一体化进程的迹象，
就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卡尔·比尔特

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装甲
车上的乌克兰军人©路透社/
David Mdzinarishv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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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海牙
召开的核安
全峰会上，美
国总统奥巴
马和中国国
家主 席习近
平会面。©路
透社 / Ke v i n
Lamarque

美国必须对一个正
在迅速成为世界经
济强国的地区予以
加倍关注。
—弗雷德里克·肯普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谁也不想延续这种对

的地区角色。肯普也认为，中国虽然称不上

达什提一直主张在中东国家之间展开更多

峙局面—尤其是一些欧洲经济体与俄罗

是全球政治秩序的破坏者，但也不是一个

贸易合作，她强调深层次的经济关系对和

斯之间还存在着紧密联系。

全方位的利益相关者。

平与安全大有裨益。肯普也认为迄今为止，

“我 认为，目前我们 所 看 到的是，西方

陆克文认为，针对日益紧张的形势，我们需

的成就。他表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之间

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想通过经济制裁来

要更新一些多边组织，创建一批新的地区

的共同目标感近几年正在逐步消褪，而更

结束一场军事冲突，”弗雷德里克·肯普

性组织。事实上，亚太的地区机构缺乏欧

加开放、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能使其恢复

说。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现象，但你不

盟那样的稳健性，陆克文希望能够在共同

活力。

知道这一招对普京是否起作用。我们无法

的社区概念之下展开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

确定，俄罗斯经济受损会如何影响普京的

安全对话，在必要时受权应对紧张的安全

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即便最坚决的行动也

做事方式。”

和政治局势。

需要一个坚实的国内基础。肯普对美国的

全球贸易协定也许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大

评价是：
“在稳固自由经济秩序方面，我们

中国的未来

贸易：未必是灵丹妙药

的能力每况愈下，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们
在全球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而新兴国

虽然相对于中国的蒸蒸日上，美国的权力

当前，各种形式的军事冲突主导了全球热

家的经济正在增长。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似乎正在衰落，但奥巴马政府对于增强其

点，谈论如何完善全球贸易条款似乎有点

原因，比如收入不平等现象、经济衰退的

在该地区的参与度始终持乐观态度。肯普

不合时宜。然而许多专家认为，这才是世界

痼疾、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以及功能障碍，

说，美国官员们后悔当初将总统的亚洲战

领导者们应该聚焦的重点。这其中有两项

从而使得我们的民主在别人眼里已经不再

略重点描述为一个支点，而不是再平衡行

协议尤其值得关注：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

是典范。

动。美国的盟友们同意这样一种理念，即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囊括

美国必须对一个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

北美、南美、东亚和澳大利亚12个国家的跨

两年之后，美国将产生一个新总统。种种

强国的地区予以加倍关注，肯普说，但它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陆克文认为，

趋势导致2014年的局势如此动荡，他/她

们也担心美国很可能因为其他事务而转移

通过以贸易和金融为载体的经济活动可以

能否扭转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重心。

加强文化联系，而身份政治只会将地区和

美国人如何解读这些不稳定背后的各种原

国家撕裂开。他认为签定TPP或者一个相

因。■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到了打破地区现

比之下规模更小一些的协议，再加上中美之

状的两种威胁：一个是中日之间的领土争

间的双边贸易协定，能够让地区政治发生

端和长期存在的历史宿怨，另一个是中美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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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领导力

全球领导力指数

新的治理架构

LGBT：向平等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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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导与治理

召唤
领导力
我们的世界苦苦寻找强有力的领导者，但结果却是一场
徒劳。无论政治家还是宗教领袖，他们似乎都不再拥有
这种能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主任大卫·格根
认为，当今的领导人需要具备一种全球视野，并致力于服
务更广泛的利益。

几十年来，美国军方一直在为战场厮杀培
大卫·格根（David Gergen）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公共服
务学教授兼主任
全球战略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

核心处，而非边缘”。然而如今世界各地的

养未来的指挥官，教他们了解动荡、无常、

人们非但没有清晰的愿景、娴熟的执行力

复杂、模糊的状态。从地缘政治现实来看，

以及一种整体的目标感，倒是变得恐惧、怀

我们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平静有序的，而

疑和烦躁起来。

且随着全球互联互通的程度日益加深，每
一桩细小的危机和冲突都有可能引起巨大

《全球议程展望》报告阐明了这样的现实。

的系统性转变。世界正面临一个动荡、无

从今年的全球议程调查结果来看，86％的

常、复杂、模糊的未来，相比以往，我们更

受访者强烈赞同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领

加需要强大高效的领导力。

导力危机”。他们将“领导力缺失”和“代
议制民主式微”列入了五大全球趋势。毫

44 |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今年秋天，我们痛失了一位美国最著名的

无疑问，最受关注的是政治领导力—几

学者，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乎在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公众对商界领

Bennis），他教我们懂得“领导力就是把梦

导人的信任程度要远远高于政府领导人。

想变成现实的能力”。他告诉我们，
“优秀

甚至还有多达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

的领导者能让人觉得自己正处于事务的最

相信政府是透明的、负责任的。

全球领导与治理

在美国，人们对功能失调的政治领导深

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来降低中东、地

有感触。北美的调查受访者认为，“合

中海以及其他地区各国极高的青年失业

作”与“建立共识”是造就一个优秀领导

率。

者的最重要品质。然而，我们目前的国会
却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具党派性、最喧闹

在国际舞台上，领导人需要集中地在世

无序的，根本无法解决不断恶化的各种问

界范围内对全球治理系统进行彻底革

题。至于白宫，批评家们认为奥巴马总统

新，以体现领导力量。大多数受访者肯

既无复杂的想象力，又缺乏远见，他一路

定全球治理是个好办法，然而却有87％

走来跌跌撞撞，令公众对他的领导能力

的人认为它执行地很糟糕。这样的结果

大失所望。

并不出人意料，但我们大家应持续对此
保持深切关注。

当被问及强势领导需要何种品质时，全
球议程调查的受访者们意见非常统一。

然而最后，我们还得记住这句老话：有什

从美国到欧洲直至亚洲，人们一致认为“

么素质的追随者，就有什么素质的领导

全球视野”是2015年任何一个强有力的

者。公众同样对此责无旁贷。一些国家相

领导人都必须具备的首要技能。另一项重

继在政治生活中出现对立，某种程度上是
因为中产阶级日渐式微，极端主义者参与
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全球范围来看，

有4个区域的受访者将“交流”能力列入

我们往往在紧要关头、在遭遇气候变化、

其中。

贫困、金融稳定等最严重危机时不敢坦
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由此可见，要解决领导力危机，就必须做

全球
领导力指数
今年的报告里，贯穿其中的几大线

为了突出21世纪领导力的多样性

索之一是对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这

及其所涉及的众多利益相关方，我

出大的改变。我们需要符合道德标准的、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是一

种现象已经蔓延至国家甚或全球

们在本页背面重点强调了各个领

高效的领导，实现跨界合作与交流—让

位超凡的女性，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她曾

范围。公众不再信任民主体制，地

域的领导力排名。出人意料的是，

商界、非盈利机构和政治领导人都能发挥

在最暗淡的日子里给年轻的儿子约翰·昆

缘政治冲突出现扩散，显然当今世

人们对宗教领袖的信任度最低，

各自的作用。世上的纷扰不可避免—无

西·亚当斯写信说到：
“这是一个天才梦

界领导力的缺失总体上导致了领导

而公民社会和商界则遥遥领先。中

论是因新技术而起，还是日益频繁的政

寐以求的时代⋯⋯人们强烈呼唤卓越的

危机。本章旨在从不同维度就人们

间的插页显示了国家和地区的领

治动荡所致—现在的领导者比以往任

德行。”

对领导力的认知，提供一份全球性

导力排名，以及从如何化解危机等

概览。

问题答案中得出的定性研究结果。

何时候都更加亟需公众的参与。一方面，
社会企业家和创新者正在另辟蹊径为我

今年的全球议程调 查明确了强势 领导

们面临的种种大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他们

的必要性，同时也向美德风范发出了呼

理应被纳入决策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

唤。■

我们的调查对象认为，如今的全球
我们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领导者需兼具多重技能，既有传统

公共领导中心开发的国家领导力指

定义的能力，又具有更加全球化的

数为基础，采用类似的方法，要求

视野。

全球议程调查的受访者对其所在

的受访者不相信政府是透明的、
负责任的。

国领导人作出评价。指数采用37种

接下来，读者可以深入各种调查结

指标全面了解人们对领导力的看

果进行了解。从排名和数据的广度

法，以及全球领导力面临的种种挑

而言，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历年针对

战，最后分别按照国家、地区和不

全球领导力调查提供的最完整的

同行业对领导力进行排名。

分析。■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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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全球领导力指数

要品质是“合作”，在调查所涉及的地区，
它始终高居前三位。在6个地区的人群中，

我们需要符合道德标
准的、高效的领导，实
现跨界合作与交流—
让商界、非盈利机构和
政治领导人都能发挥各
自的作用。

全球领导与治理

Global leadership &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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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导与治理

哪个行业的领导力最受信任？

（完全信任）10.00

非盈利机构
和慈善组织

全球领导与治理

新型
治理架构

商界
教育界
国际组织

奈瑞·伍兹（Ngaire Woods）
牛津大学布拉瓦克政府学院院长
新型治理架构跨界理事会副主席

医疗保健

我们的治理体系在苦苦挣扎，全球实力平衡正在发生
转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牛津大学布拉
瓦克政府学院院长奈瑞·伍兹揭示了改变领导方式的
诸多新策略。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更好地了解，更加设

无不表明全球政治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

身处地思考：对待同一种状况，其他国家

关键时刻。过去我们靠霸权主义者维持

会如何看待。每当危机显现时，人们总是

秩序，但如今时过境迁，众多新兴国家正

身不由己地把所有的事情都置于一套好

在想方设法获取战略优势。

莱坞式的剧本中：这些是坏人，那些是好

新闻媒体
政府部门

人，这是一场简单的善恶较量。其实我们

这样的景象曾经在奥斯曼帝国、哈布斯

深知，人性并非如此简单。为了让权力政

堡帝国垮掉之前，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上

治发挥作用，国与国之间即便在意见无法

演过，旧日的列强已经衰落，新兴强国的

统一的情况下也必须作出决策— 这就

影响力逐渐壮大。我们眼下目睹的国际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对方。

权力关系转换或许充满了戏剧性，但它
肯定不是什么新生事物。然而，世界该怎

过去 十年，我们在全 球治 理 方面经 历

我们眼下目睹的国际权
力关系转换或许充满了
戏剧性，但它肯定不是
什么新生事物。

宗教组织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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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应对这样的变化呢？各个大国该不该

了种种挫折，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解决

携手干预并告诉各方，哪些该做，哪些不

之道，甚至还在思考要不要重新回到过

该做？很难看出，大国该如何让目前各危

去。在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中，每10人

机中的涉事方听命于己，以特定的方式

中至少有8个认为，新的全球治理架构

采取行动。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迥然不同

还有待进一步建设。

的地方协议，可以是沙特与伊朗之间就
边界和政府达成的协议，也可以是俄罗

即便就过去一年的国际危机而言，从伊斯

斯与其邻国之间就边界争议形成的一致

兰国问世到俄罗斯介入乌克兰事务，它们

意见。

全球领导与治理

当前的全球治理架构（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在应对下列问题时，有效性如何？

应对全球性挑战

8%

39%

48%

维护国际安全

9%

39%

46%

促进国际经济发展

5%
%

强化国际合作

25%
3
3%

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
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5%
%

完全无效

不是很有效

有点效果

很有效

34%

5%

52%
59%

37%

5%

8%
12%

48%

9%

特别有效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除了地缘政治冲突，全球治理还需解决其

第二种观点认为，合作的目的是强化自身

他问题。健康议题是个长期挑战，近期爆

利益。这是一种契约型观点，主张没有哪

发的埃博拉疫情便是例证—这是一种全

个国家可以抛开国家间的合作而获取自身

球性的传染性疾病，需要左邻右舍及各个

利益。因此，国际合作源于共同利益，如果

国家合作阻止疫情传播，共同找到战胜疾

能找到这些共同利益，就能促使各国通过

病的办法，防止引起社会恐慌。最后，如果
新兴市场遭遇经济危机，而国际社会没有
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那么该地区将
遭遇全面性的巨大打击。
任何一桩危机都在提醒我们，国际合作不
可或缺。对领导者而言，当今世界的某几

目前的全球治理架构在代表新兴经济体
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方面，有效性
如何？

合作解决各种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对自身利益的
考虑是基于其历史、社会、宗教和价值观
等各种因素。因此，合作的意愿来自于一
个团体对自身及其义务和责任的认识。

类特定问题只有依靠与他国合作才能有所
作为。

这三种观点已经流传了数个世纪，但在我
看来，当前人们正在全力回归第一种从实

学界观点

力出发的观点—这也许就是所谓实力政
治。例如，一年前我们主张对巴沙尔·阿萨

学界普遍以三种方式看待全球治理问题。

德采取强硬立场，而现在考虑的却是美国

一部分学者认为，天下熙熙皆为权来—

或许该将叙利亚武装起来，以应对更险恶

要么自己称霸，要么组成一个强势大国集

的敌人— 伊斯兰国。这就是实践中实力

团。这是一种颇具等级制的观点，主张维

政治的一个明显例证。

持或者重建国际秩序只能依靠像美国这样
的强国，而且这个国家不但要有意愿，还需
有能力构成并制造有效的威胁。

完全无效 不是很有效 有点效果

很有效

特别有效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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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是否赞成“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架构”？

完全赞成

赞成

不赞成

强烈反对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如果有人不理解第一种观点—强权政治

织领导力的课题。国际组织的领导力一直

的性质和作用，那么对他而言，后两种策

饱受诟病，被认为毫无效用。我认为，有两

正称职、办事高效的领导者还不够。我们

略可能就是虚无缥缈的。权力维系的纽带

种方法可以提高它们的运作效率。

还需要具备其他更多东西—然而，如果

要让一个国际组织运作起来，单凭一个真

机构顶层没有高效的管理人员，那就永远

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人们可藉此建立
首先，我认为这些全球性机构应当缩小关

无法尽其所能地发挥作用。我们时常面临

地位、文化价值等因素相关联。以上三种

注范围，更深入地参与到重点事务中。他

的问题是，即便某个领导者不够称职或者

观点都很重要，但因此我也认为，它们必须

们应全心全意地投入并处理那些最棘手

玩忽职守—或者他只是缺乏某一方面的

按照一定的顺序加以实施。

的集体行动问题。我们有必要刹住一股风

才干、经验或能力，换将的几率也是很低

气，我称其为“使命过滥（mandateitis）”。

的，除非他卷进了什么丑闻。

共同利益，促进合作，进而还可以同身份

领导力遭遇挑战

每当世界遭遇一个问题，联合国就开始对
其评估、撰写报告，就此产生一项新的使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有G7成员国之

命。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为了某一项目标

间，或者说欧洲和美国之间商讨的问题才

而建立起一个组织，可后来却承载了其他

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人都应听命于此。但

各种使命，应接不暇。无论联合国还是其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他国际组织都需要讲究效率，所以，我们
所关心的是每个国际组织都根据需要各司

中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双边外交。在其召

其职—然后，让他们放手去干。

开的非洲领导人峰会上，中国以一种令欧
美望尘莫及的方式将所有非洲国家政府聚

第二个办法是提升领导力。过去70年中，世

集在一起；金砖国家（BRICS）看起来与众

界各国为争夺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席

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大国政治，而其中

位拼得你死我活。

并不包括美国与欧洲。
眼下，欧盟内部就是这番光景。是不是该
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常常被当作美国以及

轮到英国人当欧盟委员会委员了？国际货

70年前建立的那套全球机制的地盘。全球

币基金组织的常务董事是不是该由德国人

议程调查结果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

担当？这就是挑选领导人过程中所体现出

目前的全球治理架构实施得并不尽如人

来的国家政治— 一旦领导人确定下来，

意。我一直在全球议程理事会机构治理体

那么通常的坏习惯就是：谁也不关心后面

系专题小组的框架内开展一项评估国际组

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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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球性机构应当缩
小关注范围，更深入地
参与到重点事务中。

全球领导与治理

我们需要通过透明的竞争过程来任命新的

未来12-18个月里，下列哪一种治理形式在解决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时最有成效？

领导人，但我们还得让这些领导人知道，选
举他们的团体也有权在未来追究他们的责
任。如果你不但知道谁投了你的票，而且

ᇥ

还知道谁有权决定下一届你能否当选，那

23%
2
2
27%
34%
%
16%
16
16%

Т્
40%
4
0%
%

么即便最谨慎尽责的领导人也会在做关键

24%
23%

性决定的时刻牢记这一点。
13%

ᇥ
20%
%
3
31%
29%
2
2
20%

ᇗތײТ٬

促进变革

21%
1%
%
15%
38%
ঠ્רᇥ

二战后的胜利者获取了各个国际组织中的

26%
34
4%

21%
23%

19%

统治地位，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种进退两难

32%
2%

的境地。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为了明天的

36%

15%

20%

利益，谁也不愿意放弃今天手中的权力。为
此，美国和欧盟强硬拒绝对国际货币基金

地方

国家

ݟঠၣ٬ᇥ

地区

全球

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做进一步改革。虽
然大家都明白，只有让这些国际机构有效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运作起来才能保证各自的长远利益，但没
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为此放弃某种特定
的权力。
他们认为，促使国际机构有效运转的唯一
途径是让新兴国家更多地投入，给予他们
更多的发言权。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阶段性的变革，虽然

的反应。有种想法认为，有一类特定的国家

它步履非常缓慢。遇到重大危机时，那些

不但有能力而且应当负责采取行动，但接

老牌殖民国家以及美国有一种习惯性思

下来的问题是，
“到底谁能够长期、最有效

维：
“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在所有受

地治理这种状况？怎样才能让这些国家行

到危机波及的国家，无论是赞成干预还是

动起来？”

反对介入，其公民们十之八九也会有类似

选择战场
“我该怎么做？”，这是面对危机的一种良
性反应。然而，与其总在假设靠个人参与和
个体责任来解决问题，倒不如分析一下哪
个国家或地区会出面解决问题，以及我们
该如何支持他们。
我们不必事必躬亲地加入每一场战斗；我
们甚至没必要去逼迫或诱使那些需要采

的全世界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
是个重要概念，但实施得并不尽
如人意。

取行动的人。某些时候，我们只需要说，
“
坚持住，谁来出面解决问题？他们正在采
取哪些行动，这么做对不对？”这些框架
性问题当然和“我该怎么做”略有不同，但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世界，要想成为合作伙
伴，就得学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议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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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
向平等
迈进
人权观察组织密切关注着全世界各国政府。10年前，在该组织执行理事肯尼斯·罗思
的监督管理下，创立了针对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
（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社群的权益（LGBT权益）项目。在此，他回
顾了LGBT权益的变化进程。

肯尼斯·罗思
（Kenneth Roth）
人权观察组织执行
理事
全球战略中心咨询
委员会成员

在28亿人生活的国家里，同性恋被当作一

无论从全球还是局部范围来看，我们都取

种会招致坐牢、体罚甚至死刑的行为。与

得了巨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争取LGBT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7.8亿人所在的

权益并非一种西方社会现象，许多处于保

国家认可同性婚姻或者民事结合具有合法

护LGBT权益最前沿的政府恰恰是发展中

权利。

国家。2014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

28亿
人生活在将同性恋
视为犯罪行为的国
家里

了具有历史意义的LGBT决议。这项决议
从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Inte r n atio n a l

的倡导者是以拉丁美洲为主的南半球国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2014年

家，并且得到了包括南非在内的全世界各

5月报告的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要在全

国的支持。即便那些通常对人权执行方案

世界范围为LGBT社群争取普遍权利目前

投反对票的政府，比如古巴、委内瑞拉和

尚任重而道远。全球议程展望报告在这

越南，也支持这项决议。

里回顾了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
进展，并且扼要描述了目前仍面临的种种

然而，也正因为得到了全球性的支持，我

困难。

们最近发现在这个领域出现了一种愈演愈
烈的倒退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

自从你创建人权观察组织的LGBT权益项

LGBT群体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权益，他们

目以来，LGBT权益取得了哪些进展？

在社会上的曝光率相比之前有所提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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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权运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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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面楚歌的领导人为了争取社会保守

这种现象使 人们对LG BT 形成了社会 认

势力的支持，随手就把LGBT社群抓过来

知，促进了社会变革。

当了替罪羊。无论是在乌干达、尼日利亚

不存在什么西方向其他文化秘密输送同性
恋的事情— LGBT社群向来存在于所有
社会中；只是随着各地各时的政治和社会

还是俄罗斯，普遍的贪腐和滥用权利使国

愚昧无知极易造成偏执，可是当你对亲近

心态不同，同性恋者的开放程度也或多或

家政权受到严重挑战，其结果就是政府决

的好友或邻居产生偏执情绪时，你就会开

少有所不同而已。

定让LGBT社群替人受过。

始想：
“也许LGBT真是只是普通人而已；
也许我应该认可他们的权利。他们为什么

既然出现了这种倒退现象，我们进行抗争

就更广泛的人权而言，LGBT社群在社会

不能像我一样，去爱自己喜欢的人呢？”然

应该针对哪些人？

中的地位是一块精准的晴雨表，因为他们

而，人们对“另类”还是多少心存余悸，这

首先是那些嫁祸于人的领导者和他们的政

是极其脆弱的少数派—就像谚语中所说

就像我们在今年的全球议程展望中所看到

策。针对索契冬奥会掀起的敌视同性恋风

的“煤矿中的金丝雀”。无论什么地方，只

的其他趋势一样—比如愈演愈烈的民族

波，国际奥委会最近宣布了挑选奥运会主

要LGBT社群的权益受到侵蚀，那就可以

主义和反移民情绪。

办城市的新规则，其中就包括要求实现完

肯定，其他少数族群以及公民社会关键成

全的非歧视。这说明，如果俄罗斯当初在
相反，这就回归到了你所说的替罪羊的问

申办冬奥会的时候制造了敌视同性恋的气

题上；通过淡化LGBT社群，使他们变得

氛，那么索契就不可能申办成功。此举传

回顾过去10年，你认为在法规和人的心态

更加孤立，领导者就能够肆无忌惮地从中

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方面发生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

获取政治利益⋯⋯

员的权利也很快就会岌岌可危。

社会发生了更加广泛的变革，推动人们对

是的。比如在乌干达，LGBT社群被罩上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进行整体协调的教

LGBT权益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比如

一层人为色彩—其说法是，同性恋是种

育工作。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有助

更公平的性别关系、通常意义上的权利革

外国舶来品，它不属于当地传统文化。但

于提高LGBT社群的能见度，打破从前的刻

命，以及更大程度地尊重个人自主等。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性恋恐惧症其实是

板印象和无知，展示同性恋者也能和其他

这种背景下，你会发现LGBT人口数量在逐

由一个资金雄厚的美国福音组织杜撰出来

人一样在生活和社会中占据同样的位置，

渐增多，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兄弟、儿

的，而在当地禁止同性恋行为则是延续了

那么它就能促进社会更快地实行变革。

子、邻居或者亲近的同事居然是同性恋。

英国殖民时期的同性交往禁令。当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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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面临

国际机构还能做一些其他力所能及的事

什么样的压力？

情，比如收集世界范围内对待LGBT社群的

从许多方面来看，年轻一代比他们的长辈

相关信息，对目前尚未承认LGBT权益的政

更容易接受LGBT。我看到，在这些年轻人

府展开探讨。也许其中最关键的是，保护地

的成长环境中，性取向的变化已经成为正

方人权和LGBT活动家的政治空间。

常现象，这是一条积极的发展轨迹。但年
轻一代也成了各方争夺的对象。许多主张

像世界经济论坛这样有多方参与的国际机

敌视同性恋的领导者坚称，他们自己并不

构显然有能力通过举办会议，探讨LGBT

是反同性恋者，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保护极

权益的发展趋势，在这场争论中扮演领导

易受影响的年轻人，以免他们受到“同性

角色。比如，召开一次有关LGBT权益最佳

恋宣传”的侵扰。他们从许多方面觉察到，

商业行为的会议，那么我们讨论的就不仅

社会潮流正在朝着有利于LGBT权益的方

仅是非歧视性步骤措施，而且还有企业所

向发展，于是他们企图利用年轻一代发起

能发挥的个人领导力作用。

反击。

世界各地LGBT权益有何不同？
迫害

承认

死刑

承认同性结合

5个国家及尼日利亚和

32个国家和47个实体

索马里的部分地区

共同领养

监禁

15个国家和32个实体

78个国家
婚姻

死刑

等同于（几乎等同于）

监禁
不明确：法律没有
明确制定反 对同
性恋行为的条款，
但某些情况下仍可

婚姻的替代形式
次等的婚姻替代形式
共同领养

用法律予以制裁

过去10年中，公民权利团体遇到了哪些

伊拉克：遭受有组

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在此能发挥什么作用，

挑战？

织的非国家代 理

保护

比如商界？

10年前，我们在人权观察组织框架内建立了

人迫害/俄罗斯：
“

反歧视性法律

反宣传法”限制言

70个国家和84个实体

在这场争论较量中，商界是一个非常重要

一个正式的LGBT项目，主张LGBT权益是

的利益相关方。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坚持尊

人权议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首批介入的

重LGBT权益，因此全球企业巨头如果在内

就包括埃及的“皇后号”事件。这是一家开

部纵容歧视，或者有任何敌视同性恋的迹

设在尼罗河上的男同性恋俱乐部，事件中，

象，就必然会遭受惩罚。这很重要，因为这

船上人员被警方逮捕并遭到了毒打。

些大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即便目前仍有些

论表达和结社自由
采取法律手段禁止以
*美国没有针对同性恋婚
姻的联邦法律。30个州
和华盛顿特区根据州一

性取向为由进行歧视
的国家
没有特定的法律

级的地区性法令允许同

政府没有将此议题提上日程，这些企业也

人权观察组织提出了抗议，但我们的一些

会成为尊重LGBT权益的绿洲。

埃及同事表示反 对，他们称同性恋是不
道德行为，约束同性恋算不上一桩人权议

目前，我们的事业尚且存在许多不足，但

题。他们担心，投身LGBT权益行动会使他

也出现了一些榜样式的人物。英国BP集

们遭遇信用危机，妨碍他们在更广泛的人

团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L o r d

权领域展开工作。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Browne）后悔没在任上将自己的同性恋身

你再也听不到这样的争论；埃及开展了生

份表达得更公开一些，而遗憾的是，至今

气勃勃的运动，将LGBT权益纳入了更宽泛

仍有许多企业领袖对此讳莫如深。企业越

的人权项目。但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当

是敢于强调自己的领导层中存在LGBT，就

公民社会团体身处同性恋恐惧和落后观点

越能更快地促进社会转型。看看如今有多

盛行的地区时，其所遭遇的压力有多大。

性婚姻。

资料来源：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

财富500强企业中：

少商界和政界领袖敢于站出来，和10年前
相比较，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历史上看，宗教运动和LGBT社群常常
水火不容。你认为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延续

你是否认为国际社会是推动LGBT权益的

吗，宗教是否有可能从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股正面力量？

我认为宗教不一定是股负面力量，虽然有

地方、国家和全球等不同层面都在展开积

时候它确实表现得令人失望。我想，所有

极行动。联合国是促进LGBT权益合法化

宗教传统中都可能出现开明的领导人。没

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此压倒性的支持票对

有什么传统是静止不动的，每一项传统都

某些国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谴责力量。后

要向前发展，不断获得新的解读，因此宗

者企图将敌视同性恋和偏执盲从当作一种

教领域尚有足够的空间去关心一些至关重

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行为。可事实上，它们

要的问题，比如个人的性取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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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因性取向
采取歧视

禁止因性别差异
采取歧视

为员工提供家庭伴侣
健康保险福利

资料来源：人权运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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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42个国家

美国*
32个州
23个州

菲律宾
6个城市

西澳大利亚
8个州

世界上有多少比例的同性夫妇可以申请收养孩子？
3%

我们不妨看看基督教。从消极的方面来
看，其中有右翼的福音派教徒运动，他们

6%

97%

财力雄厚，是一股来势汹汹的反同性恋力

94%

4%

٬ᇥ
2%

9%

98%

量。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基督教中还有天
ঠ્רᇥ

20%

和其个人态度与声明中，明确采取了一种接

40%

受的态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向我们展

40%

88%

ᇥ

8%

ᇥ

示了一个开明领导者的能量所在，即便他
Т્

自己身处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机构中。

9%

22%

70%

主教会，他们一直反对以暴力和歧视手段
对待LGBT社群。教皇方济各从教义层面

ಎ౷

4%

对于LGBT的未来，你最大的希望和关切

87%

是什么？
վဤᇥ

显然，LGBT权益目前出现的倒退情况是我
最关注的问题。说起希望，同性恋恐惧症

ٍᄕ࿀

Ҏٻಋ৮

٬ٍҊಚ

目前仍在某些地区苟延残喘。我的希望就
是，这样的情况能有所改变。■

资料来源：《世界LGBT权益状况》（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 around the world），费尔丁·凯奇（Feilding
Cage）、塔拉·赫曼（Tara Herman）、内森·古德（Nathan Good），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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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未来议程

未来
新兴议题

58

60

62

64

66

合成生物学

人机互动

深海采矿

新兴核大国

货币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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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议程
致读者

议程
展望未来

70

74

76

未来教育

未来工作

未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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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议程
全球议程理事会网络的各成员针对一些正在
塑造未来的议题进行探讨

合成生物学：
设计我们的生存状态？

纳伊夫·鲁赞
（Nayef Al-Rodhan）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
院荣誉研究员
全球议程理事会纳米
技术议题组专家

最新的科学技术进步很快就可以让人类主

即便在开明的社会公民和科学家中，也围

宰自己的进化。合成生物学是一种有关创

绕这个领域产生了种种担忧—这完全情

造复杂的、新的生物系统的新型工程。它

有可原。这些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正面可能

汇集了生命科学、工程学和生物信息学等

性，但如果不加监管就会产生破坏作用。

各个学科知识。这个新领域中最具前途的

某些DNA产品就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病性：

创新项目— 遗传设计、人工合成蛋白质

疯牛病不过就是一种朊毒体—一种及其

和天然产物合成—将对我们的生活，尤

微小的蛋白，比细菌还小— 但却可能具

其是能源和医药生产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

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响。它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机遇，同时也隐
藏着巨大的风险。

从健康和全球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的
DNA产品都相当重要，但对无赖国家或无

染色体大小
各不相同

这个领域的初期创新主要包括个性化的

良的科学家来说要复制这些技术也不是

分别含有

基因定点癌症治疗和帕金森症、阿尔茨海

什么难事。这个学科的核心知识并非难以

默症等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以及旨在抗击

获得，但凡哪个专业实体想要使用或滥用

5000万

污染的亲环境细菌。可以想象，某种微生

这些技术，事情还是很容易办到的。即便

至

物将专门以受污染水体中的有毒物质为食

对那些怀着积极意图的工程师而言，和纳

物。为了替代有限的现有能源，我们还可以

米材料打交道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

大量生产纤维素乙醇—一种低碳环保的

可能一时疏忽造出了一种微小粒子，有时

可再生植物性燃料。

候这种粒子甚至小到一接触到基因序列

但另一方面，合成生物学也极具危险性。

因突变。

2.5亿
个碱基
*碱基是DNA的构建单元

就会被整合进去，进而产生无法预料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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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nsembl基因组浏
览器报告68页，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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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测序市场的未来价值预测
2012年DNA测序
市场的价值为

35亿
美元
2018年DNA测序
市场的价值估计
将达到

117亿
美元
资料来源：BCC Research，DNA测序：新兴技术与应用（DNA
Sequenc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2014年2月

的意愿“设计”孩子？是否应该建立生物
伦理监管审批机制？这都是些值得严重关
英国萨顿癌症研究所的一名
科学家准备分析蛋白质样本
© 路透社/Stefan Wermuth

切的问题，除对个人之外，它们也在国家层
面产生了影响。
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保护性措施，虽然这

除了安全威胁，合成生物学的兴起还引发

种生理现象、是细胞和亚细胞的神经活

做起来不容易但却很有必要。我们的目标

了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在哲学层面上，

动；一旦我们对此掌握了更多知识—我

是建立一种既能规避风险，又不会阻滞创

人是一种情绪化的，不道德的利己主义

们已经有所了解—就有能力去影响情绪

新的监督机制。由于其中涉及多个国家以

者。我们自己操纵着道德指南针，受到利

了。

及商业利益，因此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代

己主义和情感动机的支配。当前，这些动

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组织来负责监管，它
然而，增强生物能力和提高认知能力也向

能敦促国家以及生物技术公司、独立科学

的进一步完善，既包括身体方面也包括认

人类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提高

家等非国家行为人承担其中的责任。

知方面。

哪些人的能力，这么做会不会在被提高的

机和种种生物学创新正引领我们走向个体

提高认知能力要相对困难得多，这不仅仅

和未被提高的人群之间制造一种危险的社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牢记人性是一种

会分化？在今年的全球议程展望报告中，

不确定的变量。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感一

是因为思想定义了我们是谁的概念。不出

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高居趋势榜之首，合

直在与残忍、不平等以及人类历史上的一

十年，我们不但会在智能方面，而且还会

成生物学会不会在社会内部和各种类型的

切相竞争。我们不应为人性的美德而沾沾

在情绪状态方面具备提高心智的能力。虽

社会之间造成更加危险的不平等现象？在

自喜—因此更要严格地管理这些极具威

然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但其实情绪是一

伦理和法律层面，父母是否有权按照自己

力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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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互动：
改变我们的网络化
未来

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帮我们实现了让人
难以置信的成就。当前，我们进入了一个人
机交互的新纪元，准备迎接新的革新，它
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学习、交流方式和掌控
各种设备—甚至人类自身的方法。
科琳娜·莱森
（Corinna Lathan）
美国人类电工公司
（AnthroTronix）创
始人、CEO
全球议程理事会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议题
组主席

传 统 的 人机 互 动 通常 被 称为脑 机 接口
（BCI）：我们用手指，通过键盘，或者是
能够捕捉眼睛活动的照相设备将大脑中的
意图传输给电脑。实际上，BCI确切意义
上应该指的是电脑通过脑电图（EEG）读
取、翻译我们的想法，或者按照我们的想
法行事。
在华盛顿大学最近的一次实验中，一名研
究人员经由互联网发送脑电图，实现了用
意识控制其同事的手部运动。普林斯顿大
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脑电图发现，当有
人赞同你所说的话时，他的脑电图就开始
和你的同步— 确切地说，就是二者处在
相同的波长上。如果我们能够捕捉、测量
并传送这种联系，那我们就有能力去修改
脑电波。
下一个10年，人类通过脑电图控制单个机
器的能力会逐步得到开发，并运用到电脑
游戏、机器人学和外科修复等领域。但和
科幻小说中的老生常谈相比，我们还差得
很远，在这些作品中接口插槽可以镶嵌在
人的脊椎中，要学会功夫只需将一套程序
直接下载到大脑里。而我们现在还难以想
象，
“下载”一门技术的生物学基础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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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技术的市场价值

6.5998
5 亿8
美元
2018年增强现实
专用设备的全球市场价值

3.5亿
美元
美国的增强现实
技术市场价值

30％
预计的2018年前
美国增强现实
技术市场的
复合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ABI研究公司，增强研究的云策略（Cloud Strategies for Augmented Research），2013年

么？但可以肯定的是，BCI确实有助于获取

人类已经无权选择自己的行为—一个比

技能。我的团队目前正与美国海军合作一

你的头脑更为强大的外部意志将控制你的

个项目，运用BCI和生理传感来优化个人和

每一个动作。第二种想象是，我们用集体

团队的训练效果。你也许很快就会拥有一

意识建立起了一个共情社会。在这样的情

台能够充当智能导师的电脑，它能通过BCI

形下，我们可以分享彼此对世界的认知以

来感知你的注意力是不是走神了，进而重

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会发展出一种相

建课程，设置一个高效的学习进度。

互之间感同身受的关系。如果你把集体意
识当作个人意识，那么解决社会问题就成

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运用BCI来完

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关切，由此就可实现每

成简单的任务，比如控制电脑屏幕上的鼠

一个人的潜力最大化。

标，或者不用双手与移动电话进行互动等。
等到更远的将来，BCI还将取得更加巨大

这些假设只是BCI发展的未来远景，但即

的进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和同事

便就短期而言，这种新技术已经催生了许

们用“认知耦合”（cognitive coupling）这

多伦理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类

个词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神经信号的同步过

即将受到控制。人们需要维护对自己生命

程。简而言之，你可以说，我们的想法是“

的实际控制权，而不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掌

把人群连接到云上”。

控。与此同时，各种法规永远不可能跟上
技术发展的步伐。现在我们身边就已经

既然我们能够通过物联网将网络设备和网

出现了自动武器，全世界围绕无人机打击

络化的人类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将来还

的合法性所产生了种种争论。如果我们把

会目睹一场人机互动的革命。我们可以捕

安全防护问题完全交给行业来处理，不将

捉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将它们置于

伦理纳入监管范畴，那么终有一天会追悔

一个相互关联的环境中，借用电影《星际

莫及。

迷航》（Star Trek） 中的一种说法，我们将
成为一个全球博格人社区。

与其预测未来，设想其所能产生的种种后
果，我们还不如关心一下，究竟应该打造一

一名女性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上适用脑机接口（BCI）©路透社/
Morris Mac Matzen

在这部流行的电视连续剧中，博格人是一

个什么样的未来，以及如何朝着这个方向

群半有机物半机械的生化人集合体，个体

努力。我认为，这正是世界经济论坛作为

成员被称为“Drone”，通过某种复杂的子

召集人所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尤其是

空间通信网络相互连接运作。电视剧中的

论坛的全球议程理事会。不管我们如何追

博格社会暗示了两种可能性，或者干脆说

求新技术，我们显然需要进行一些严肃的

两种结果。在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描写中，

集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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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沃尔森德，工厂
正在生产加拿大鹦鹉
螺矿业公司所需的深
海采矿机械©路透社/
Nigel Roddis

深海采矿：
新能源的未知领域？

全球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随着陆

所蕴藏的稀土材料就能满足全球一年的

地上的资源储量逐渐下滑，各大企业和政

需要量。

府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地球上目前人

迈克尔·洛奇
（Michael Lodge）
国际海底管理局副
秘书长
全球议程理事会海洋
议题组专家

们尚且无法企及的领域—海底。深海海

远程探测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

床被誉为“新能源的未知领域”，蕴藏着各

激发了近几年人们对深海采矿的兴趣。比

种各样极具价值的矿物和金属，它们藏在

如，遥控水下机器人（ROVs）能够从海底

5000米的水下海脊、海洋山脉和各种沉积

采回样本供分析研究。经过特殊设计的采

物中。

集器能够从海底挖取矿石，通过液压抽吸
装置及长长的软管将海底物质运送到船舶

目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任

或者平台上。一旦其中的目标资源被过滤

何想要对海底进行开发的国家或深海采矿

出来，多余的海水和打捞上来的海底沉积

公司需要从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获得一

物就会被运回海底。

份勘探合同。这样的合同申请在数量上呈
现出惊人的增长。5年前国际海域只有6个

伴随深海采矿的商业利益不断上升，人们

项目，而到2014年底数量达到了26个。

越来越担心此举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及其对海洋生物和生物多样性的潜在破坏

的海洋物种生
活、附着在海底
及其附近

资料来源：深海保护
联盟（The Deep Sea
Conservation Coalition）

过去3年中，对此类项目最感兴趣的是私营

作用。绿色和平组织指出，采矿使得海洋

产业。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全世

生物暴露在金属物质和酸性物质下，把有

界的海下矿藏储量中估计有100亿吨多金

毒颗粒物带入了水下食物链。深海拖网作

属结核。平均计算，这些最具潜力的矿藏

业破坏了海洋地形，鱼类数量大幅减少，

中含锰30％、镍1.5％、铜1.5％、钴0.3％。

尤其是鲑、橘棘鲷等一些繁殖缓慢的物种

简言之，海底蕴藏着数量惊人的有用矿物

深受其害。除了水生生态系统，这些问题

质—而且其中还含有少量的稀土元素。

还会给沿海地区民众的生计和福祉带来严

这些矿物质大多被用于制造电子产品和“

重后果。

清洁技术”，比如风力涡轮机和混合动力
汽车。这些成分是采矿过程中的技术副产

虽然ISA已经在其职权范围内设立了各种

品，却推动了很多新的商业利益。日本地

规定对海洋开发实施管理，但其目标是进

理学家估计，只需海底2.3平方公里面积

一步发展立法，覆盖在国际水域对海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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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资源价值

估计海底贮存着
价值超过

150万亿
美元
的金矿

估计海底金属
年增益值

锰

9.5亿美元
源进行工业开采所涉及的所有领域。ISA
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商讨决定，其当前的目
标是在2016年之前建立一个有关深海开发
镍

7.59亿美元

的金融、财政框架。
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是针对各国领海建立一
个有凝聚力的治理框架。各个国家对自己
的大陆架资源拥有主权，只要具备潜在的
经济利益，一些新兴国家就就会将这个新
产业视为巨大的机会。例如巴布亚新几内

铜

亚政府已经同意，允许在其领海范围内进

2.59亿美元

行海底采矿作业，他们乐观地估计这个项
目将会带来大笔收入。
这个产业的焦点地区是太平洋诸岛。为解
决治理问题，太平洋共同体这个强势的地

钴

1.18亿美元

区性组织正在帮助各国确立监管框架。然
而，缺乏监管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
在—目前还没有关于在各国领海进行深
海采矿的全球性标准。我们如果想充分利

资料来源：《深海采矿的
利弊》（The Pros and
Cons of Deep Sea
Mining），2013年，
miningaustralia.com.au

用这些宝贵资源，并且保护好脆弱而多样
的海底生态系统，那么就应该从现在开始
进行良好的治理，开展最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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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南部库拉姆一
处核电站外的抗议
者© 路透社

新兴核能：
实现能源安全的可靠途径？

新兴国家的电力需求持续迅猛上涨—平

来发电中的占比也许会比我们设想的低许

均每年5%至6%，而发达国家的需求量上

多。

升比例不到1%— 估计未来数十年中还
将保持这样的上升趋势。而且，大多数新
法提赫·比罗尔
（Fatih Birol）
博士
国际能源署首席经
济学家、经济分析
部主任
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
电力议题组主席

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双重挑战。

兴国家的目标是提升能源安全，避免温室

核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我相信它将

气体排放和其他空气污染。

成为未来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重要电力组
成部分。■

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着重依赖天然气或
者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继续以煤这种碳
排放量最高的矿物燃料作为主要能源。
从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可以显见，未来几十
年核电容量增长几乎将全部来自新兴国

2013年能源消费五大国家
（百万吨石油当量）

家。其中最关键的3个是：中国、印度和俄
罗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韩国是
唯一一个有望拓展核能的国家。虽然要对
核能项目能否成功进行极为审慎的评估，
确立什么样的时间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技能和决策，但目前还是有许多国家正
在考虑引进核能。
各个国家在寻求扩大核能规模的同时也
遭遇了巨大挑战。核电站的前期投资成
本高，建设周期长，在竞争性市场上使用
核能面临巨大的市场和监管风险，由此就
产生了一些特定的问题。核能还引发了公
众对诸多问题的强烈关注。首当其冲的是
安全—核电站运行安全、放射性材料的
安全处理，以及针对和俗气扩散所采取的
防范措施。至关重要的也许是，需要提高
公众对监管能力及其独立性的信心。如果
这些困难得不到充分解决，那么核能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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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4年6月

未来议程

2010年至2013年世界能源消费变化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4年6月

核材料安全
知识的传播是无法阻拦的。你无法阻止人
们学会建造核电站、进行铀浓缩，甚至制
造核弹。如果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使用核
阿尔缅·萨尔基相
（Armen Sarkissian）
博士
欧亚众议院国际
（Eurasia House
International）主席、
创始人
全球议程理事会风险
和抵御力议题组专家

能，那就必须建立使用规范对行为进行约
束。除此之外，更大的挑战是将这些行为
规范运用到这个愈加不稳定的世界中。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管控好作为核燃料
的各种材料，例如铀－235和钚－239。我
们须就如何使用这些物质达成一项全球
共识：有一种可能是，授权一个跨国公司
管控全球核燃料，由它发放给各个国家，
燃料用完之后再进行安全回收。最后一个
步骤相当关键，因为一些使用过的核材料
可被用来制造核武器。
这样的方案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我们能否
真正达成这样的协议还得看政治家们的
决断。为了让各方坐上谈判桌，我们必须
先稳定东欧、中东和北非的局势；只有到
那时候，才能开始必要的外交和谅解进
程。因为不言而喻，如果世界各大国之间
无法达成合作与共识，我们就不可能取得
任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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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进化：
中央银行的新纪元？

全世界的央行都在研究，危机出现之后该
如何促进增长，货币政策由此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在这个时代，每个经济体都要应
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波
动性的增强和利率跨境相关性的减弱。
亚当·波森
（Adam Posen）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所长
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
经济失衡议题组主席

目前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挑战需要用完全
不同于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应对，因为这些

纽约商业交易所内，原油和天然气
信息处的交易员在工作© 路透社/
Lucas Jackson

货币政策会拉大各中央银行之间的利率
差距。美联储必须想办法限制非加速通货
膨胀失业率（(NAIRU）。英格兰银行担忧

各主要央行的利率走势

的是生产力问题，以及潜在的房屋市场繁

ৰ

荣所带来的隐忧。许多新兴市场面临的是

7%

避免经济过热的传统挑战。而中国的问题

ᇗݛಮ૾ႇྣ

免政策收得过紧。

5%

然而，最紧迫的货币政策挑战仍在欧元
区。欧洲央行最近宣布打算购买资产支持

৮

是，如何在对财政部门进行改革的同时避

6%

ႏ۴যႇྣ

્৻ԭ

4%
3%

型证券和债券，削减利率是朝正确的方向

2%

又迈进了一步，但欧洲央行现在要做的是

1%

ᇥလྣ

ಸЯလྣ

因为前者会产生不良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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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ww.global-r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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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设定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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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通货膨胀目标时，不是通过为核心

ᄍ

防止经济下行。我希望将来欧元区在衡量

未来议程

济停滞的讨论大多是围绕国家经济增长
率—而不是人均增长展开的，因此它忽
视了新兴市场的收入增长，后者很可能逆
势促进经济增长。两者都很重要，但我认
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会对国际事务和全球稳
定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
这些全球货币政策问题促使我们期待更大

控制。这些可供采取的措施包括，查看贷

的波动性。对欧盟而言，错误的选择会导

款与价值比率，努力降低需要求；或是通

另一个原因是，结构改革永远存在空间。

致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高企，进而威胁

过调节银行的资本目标，影响抵押贷款供

我们在欧洲和日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显

社会稳定和未来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应

应，强迫银行持有更多的资金储备。

然我们还应该在美国的医疗和初等教育

对经济增长缓慢的同时必须注意避免那些

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在2至5年内，结

潜在的灾难性泡沫增长。美国经济本身相

一直以来，人们频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

构性改革措施将使经济增长率发生巨大

对稳定，但是美元价值很可能出现波动。

经济长期停滞的广泛前景，在大多数以市

变化。

场经济为基础的发达经济体，这会加剧
货币政策当局面临的最紧迫的智力挑战

经济的极慢增长，甚至是零增长。这是一

不管长期性经济停滞是否真的存在，我们

是，想办法应对从挪威到澳大利亚，从新

个很严肃的问题，但至于其会不会发生，

正在进入一个货币史的重要阶段。如果各

加坡到智利的大量资本流入，及其制造的

我们还是应该审慎对待，因为这样的讨论

主要经济体能够成功地降低金融波动性，

潜在波动。这些流入的资本制造了泡沫，

毕竟带有一定的投机性。诚然，随着人口

那么各国央行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来应

并在房屋市场得到了进一步放大，这意味

变化和突破性技术发展的下降，从中期来

对它们面临的种种挑战。所谓的非传统意

着央行很有必要采用宏观审慎的工具加以

看，经济增长会减速。然而，有关长期性经

志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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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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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

我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支持

向前发展，其动力是

这些互动行为的工具和制度来界定社会。过

技术创新和足以改变

去10年，互联网和网络通信的兴起令我们

我们生 活方 式的各

进行相互合作、共享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随着它们日渐成熟以及多样化，人类

种新思维。随着我们

活动将摆脱传统设备的束缚，其变化会更

不断抛弃旧的条条框

加迅猛。

框，专家向我们展示
了前方各种机遇。

但与此同时，技术的颠覆性作用也体现在社
会基础设施的发展过程中，以及我们开展工
作和教学的各种具有开创性的新方式中。接
下来，我们不妨看一看，未来的就业、教育
和互联网本身将会有哪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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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教育
我们该以何种最有效的方式给未来的学生解疑释惑？我们该教他
们什么，怎么教—这些问题将影响到从医疗健康到工业产出，从
技术进步到金融服务的社会每一个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
理事会的各位专家加入这场讨论，就未来教育如何发展，以及政
府、教育工作者、企业和学生如何适应塑造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提
供了异彩纷呈的愿景。

阿南特·阿加瓦尔
（Anant Agarwal）
EdX总裁
全球议程理事会前
成员

陈祝全
（Tan Chorh Chuan）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
就业议题组专家

技术的影响

学习者。”阿加瓦尔教授相信，这样的灵活

仅仅数年，技术、互联网和在线学习的迅

升学习效果。然而，这股推动力所扩大的

猛发展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规划。当网上学

还不仅仅是学习的选择范围。

性，再加上经常性的网上反馈将大幅度提

习已经不是什么新现象的时候，大型开放
式网络课程（MOOCs）成了引发全世界教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不仅会对未来教学产

学方法发生巨变的导火索。这是EdX总裁

生深远影响，而且还会涉及谁来当学生的

阿南特·阿加瓦尔教授的观点，EdX是麻

问题，阿加瓦尔教授说。MOOCs及其技术

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大型开

可用来开展大规模的“虚拟化”教育，为那

放式网络课程平台。

些跨越了所谓“固定电话时代”的发展中
国家—比如印度、哈萨克斯坦和非洲的

雪莉·安·杰克逊
（Shirley Ann
Jackson）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
院院长
全球议程理事会前
成员

莫娜·穆谢德
（Mona Mourshed）
麦肯锡咨询公司资深
合伙人
全球议程理事会教育
议题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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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教育革命，”阿加瓦尔

一些新兴经济体提供低成本的学习机会。

教授说，
“技术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大型开

在这些国家，移动电话是通讯联络的主要

放式课程的创新，以及人人都可获得的新

方。他说，和建造上百所实体校园相比，用

型动态学习方法，不论人们所处什么背景

互联网联络上千人并向他们提供平板电脑

和地点。”

补贴做起来要相对容易得多。

他认为，灵活的大流量开源学习将使教育

阿加瓦尔教授相信，开源MOOCs将有机

的前景发生革命性变化。
“将来，你可能在

地、平等地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走进大学之前就已经从网上学完了第一学

开源模式的运用将进一步推广普及学习材

年的内容，接着过上两年学校生活，然后

料，同时让每个MOOC相互竞争以及与任

你开始进入某个行业工作，成为一个终身

何想要挑战或改良这些平台的人竞争。

未来议程

统一标准—一个管理问题
如果教育的日趋全球化已成定局，那么该
由谁来掌管未来的教育模式？是不是应该
由各个大学、教育界、NOOCs以及其他网
络学习平台共同建立一套通行的标准？
陈教授反对建立这样的权威体系。他认
为，应该鼓励教育模式的多样性，即便是
在某个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差异化的教育
模式有助于教师采用弹性的方式来适应未
来教育的种种不可预知性。
“我认为适应性至关重要，”他说。
“而且
实验确实能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哪些方式
可行，哪些不可行。我们对于学习心理学
“当一项事业变得如此强大，改变了游戏

说。
“这种做法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它最

规则，那么我们就需要使其成为非营利性

终可能会削弱当地教育机构。”

事业，甚至超越非营利概念本身。它应该是

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人们究竟如何才能最
有效地获取知识。我认为，实施标准化很

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的平台，并且以他们

他设想的是一种更具合作关系的方式：
“

所认为的适当方式发展。既然如此，难道

例如，MOOC提供方可以和非洲或印度的

它还需要由什么组织来掌管吗？”他说。

一些高校展开合作来定制学习资料，或使

全球化日益加剧

仍然了解得不够透彻，也不太清楚在一个

可能给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院长雪莉·安·杰克

其本土化。他们还可以直接与教师合作，

逊博士设想了一种崭新的工作和学习模

开发面对面的教育产品。”

式，她称之为“新理工学院”，适用于当今
这个“由数据驱动、以计算为动力的全球网

MCCCs即将成为解决全球教育问题的一

陈教授认为，技术在不断取代规律性的日

剂通用良方，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

常工作，教育必须适应这种形势。模块化

说法。技术与网上学习极大地超越了教室

的网上学习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无法

杰克逊博士认为，未来教育是一种合作过

取代整体性的学习经历。

程，大学、商界和政府将更有效地协作，

的范围—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
全对此提出了一些警示。

络化时代”。

将“先进信息技术、通信和网络的功能运
他的观点是，在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和

陈 教 授 认 为，这 些 由 知 名 大 学 创 建 的

知名学校建立联系设立分校与合作办学能

MOOCs毫无疑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却没

用并联系起来”。

带来几大好处。
“在本地实现国际化是一

“我们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医疗设备、

有考虑到教育的多样性。在发展中国家这

种全新的，很有意思的方式，这样，发展中

安全设施等等联系或者被联系在一起，

种情况尤其突出。

国家就能具备更强的教育能力，更高的教

这种方式造成了数据大爆炸，”杰克逊博

育质量。”

士说。
“数据是21世纪的一种新兴自然资

“说起教育的形式，世界各地需求各不相

源。如何挖掘、管理、保存和保护这些数据

同，不可能存在什么灵丹妙药，”陈教授

是个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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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那时候，全球还
有6 0％的地区无法上
网，那么要想应对我们
这个时代的种种巨大挑
战就会遇到阻力。
—雪莉·安·杰克逊博士

杰克逊博士说：“‘新理工学院’（N ew

法上网，那么要想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

Polytechnic）的宗旨是实现教育机构的跨

种巨大挑战就会遇到阻力，”她说。
“新兴

学科、跨领域、跨地区合作，利用先进技

经济体存在着大量类似挑战，如果有人想

术、通信网络和全球互联互通来应对能源

要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安全、水资源、健康、环境、国家安全等全

那么就先得考虑会遇到什么障碍。那里有

球性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它能

宽带网络吗？或者甚至有电吗？”

推动和支持强劲的经济系统和金融市场）
等相互关联的难题。

因此，即便最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可能被落
后的设施和需求绊住手脚。

为了实现杰克逊博士的设想，伦斯勒学院
已经开始了改革。她说，这将使下一代人
具备更强的“智慧敏捷性”。她认为，互

另一种方式：商品化能否
使教育受益

联网将得益于更强的结构化，而作为学生
就必须学会适应这一切。他们必须养成一

当然，教育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需求。技

种“多元文化修养”，必须具备全球视野。

术无疑让世界变得更小，在21世纪教育已
经被确切地被当作了一种基本人权。但遗

杰克逊博士认为，利用这种方式建立一种

憾的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财政支持的

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相当重要。

必要性。在教育产业链上，教师、研究人员
以及各种平台都离不开资金。

杰克逊指出，互联网是一座新的图书馆。
既然有了MOOCs等网上平台，就该让学生

然而，杰克逊博士也非常谨慎，认为教育

们上网充分利用这些网络平台的价值。

的主动权不应屈从于产业领域的某一种
技能训练，而是应该提供更广泛的教育内

“如果到那时候，全球还有60％的地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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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她认为教育不能单纯受需求驱动，因

未来议程

为需求必然会经常变化；同时，将人局限

（just-in-time skills）。她认为，这种方式能

在某种特定的技能框架中可能使人们难以

够让人们随时随地接受教育。这种模块化

适应这些变化。

操作将打破当前运行的传统教育模式。

麦肯锡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莫娜·穆谢德

而且，穆谢德博士设想的这种模块化、以

博士认为，想要满足未来世界对技术工人

技能为基础的教育意味着产业界—而非

的需求，就得采用更激进的教育方式。她

传统机构—将在推进教育标准的过程中

设想，我们正转向内容管理式的教育—

发挥更大作用，并由此为未来教育投入资

这是一种建立在模块化方式基础上的速成

金。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影响教育政策并

学习环境。她响应阿加瓦尔教授的理论并

非出自其本身的需求，而是为了响应个人需

认为，未来的学生在传统校园里花费的时

求为其提供更多不同的技能。

间会更少。
“雇主们正在改变当前的教育现实，” 穆
“我想，以后的大学教育将不再是四年

谢德博士说。
“紧接着他们会提供工作机

制，”她说。
“而且，职业教育也不一定非

会，因此我想，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政策

要持续两年。我们将要探讨的是，用8至12

方面的跟进。”

周的时间来获得某种特殊技能。然后，如
果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在工作的地方进行

那么，大学会消失吗？“不，它们当然不会。

下一个步骤，进入下一个教育模块。这种

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有相当一部分

教育过程可以被认为是雇主和教育部门之

人选择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体验。”

间的合作关系。
她说，如果我们想让年青人以更快的速度
穆谢德博士将这种通过非正式学习、以职

获得比传统水平更高层次的生产能力，那

能为导向所获取的知识称为“即时技能”

么教育就不能停滞。

不断变化、尚可预见的未
来教育图景
教育在不断地适应社会需求，毫无疑问这
种转变将在明年走向高潮。技术、MOOCs
和产业界将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而传统
意义上的学院虽然仍是学习的基础并影响
着全世界的教学方式，但它们或许将在未
来面临诸多挑战。
在穆谢德博士看来，答案在于寻找一种平
衡。她所想象的未来教育当然在更大程度
上是由技术推动的，而且它必须仍是有组
织的、互动的、体验性的，让学生得以慢慢
成熟并具备创造性。
“技术不会取代那些在实验室或教室里
实实在在地做物理或生物科学实验的学
生，”她说。
“我们不想简单地以另一种模
式取代目前狭隘的、受限的教育模式。我
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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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技术有助于我们获得非凡的成就，然而它也正在淘汰许多工作岗位。
未来一年职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数字经
济中心主任安德鲁·麦卡菲为我们剖析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安德鲁·麦卡菲
（Andrew McAfee）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
院数字经济中心主任
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
工作议题组专家

伏尔泰曾经说过，
“工作把人从无聊、堕

人还能继续存在。技术正在飞速发展，我

落、贫困这三大恶魔手中拯救出来”。几

们不可能做这样的猜想— 最近，某家公

年前盖洛 普 进行了一项“全 球愿望”调

司的董事会中出现了一名机器人，即便在5

查，结果很明确：人们需要一份工作—

年之前，这种事情也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

最好能有稳定的工作时间、固定的报酬以

中。可以明确的是，我们正目睹第二次机器

及全方位的稳定，而且工作的愿望位居家

时代到来，短期内人们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庭、民主甚至宗教自由的前列。但未来几

可能会遭到挤压，但从长期来看收入会获

年，这将成为一个挑战。人们花费在工作

得提升。

岗位上的平均时间正逐步减少，职业转换
的次数越来越多，全球失业率持续上升，

从工业革命开始，自动化就对涉及常规体

每个行业都遭遇到了愈发频繁的一波又一

力劳动的职业形成了重大打击；这种情况

波冲击。

现在愈演愈烈，此外，我们看到技术对包
括信息处理在内的许多其他领域也产生了

我们无法确切地预测未来工作将会是什么

影响。展望未来，目前的工作岗位中，几乎

样，或者具体哪一类工作岗位到了下一代

有50％会被自动操作所取代，即便传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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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重
新思考社会
提供给劳动
者的社会契
约。

未来议程

对自动化具有抵抗能力的“白领”工作也

人类不会被淘汰，但是服务性公司很可能

开创新步伐的同时去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

难逃一劫。

只会雇用数量很少的精干雇员来应对一些

是一种存在严重缺陷的想法。

客户提出的离奇要求，余下的事物则由电
这些变化不是经济不景气之后的这几年

脑自动处理。

未来世界，人们的工作似乎相对轻松—
我们会雇用更少的人。人们很容易认为

才出现的，也不仅仅发生在一两个对此早
有所料的经济体。从本质上看，资本一直

随着技术逐渐超越人类，我们有两种选

这是社会的失败。然而从概念上讲，这正

在投向技术领域—导致更大程度的自动

择：要么试图阻止进步，要么想办法帮助

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创造一个不再需

化—而不是劳动力。未来10年，我们将

那些被自动化夺去工作的人。雇主和教育

要“足够工作机会”、不存在辛劳和乏味的

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力量，以及惊人的

专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人们逐渐

世界。我们很快就会取消那些我们不喜欢

技术进步— 如果我们想要确保经济发

将关注点转向了革新，这非常令人鼓舞。

的枯燥重复劳动，付出更少的劳动却能收

展机遇并实现包容性发展，就必须面对并

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对工人们来说无疑是个

获更多的财富和满足。我们应该致力于创

接受这些力量。

痛苦的过程，但技术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理

造一种异常丰富、技术复杂的经济体制，

念出现，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它能提供我们需要的，每个人都能享用到

方面，一些包括需要体力劳动在内的工作

除此之外，未来几年革新驱动的劳动生产

强，但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确实是行得通

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自动化。如果你

率将得到快速地充分发展。有些革新项目

的—不是出现在有关24世纪的科幻小说

去中国的工厂看看就会发现，大部分工人

是我们在10年前根本预想不到的；我们见

中，而是在未来50年内。

目前，各种各样的困扰已经初现端倪。一

的所有物质与服务。虽然这听起来有点牵

做的是重复性手工劳动。由于工人的工资

证了从无人驾驶车辆到智能交流机器人等

低，这种做法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但是当

种种不可思议的进步，其中的许多进步还

确实，当前劳动力的问题相当严重，但重

工资上涨，而技术变得越来越便宜之后，

很新，甚至还没有扩散到各经济体—社

要的是，我们并不打算阻止技术进步。我

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设备买

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些变化，然后再

们正站在人类历史的奇点边缘，对此，我

家之一。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

将它们融合进自己的商业模式。当我们的

们应该深深地感到鼓舞和乐观。技术进步

说，这将产生巨大的困扰。另一方面，在人

适应能力越来越强，想想下一个10年会发

总能为人类创造令人兴奋的崭新机会。我

机互动领域，电脑已经变得极为先进，服

生什么事情。诚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

们没有理由期待一个与此不同的未来。■

务领域也会逐渐由智能系统所掌控。

会提供给劳动者的社会契约，但试图在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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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东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副主任
全球议程理事会网络
安全议题组专家

海伦·玛格斯
（Helen Margetts）
牛津大学牛津互联网
学院负责人、教授
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
政府议题组专家

互联网
互联网几乎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同时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未来几十年，网络化的创新将把这种变
化延伸到物质世界中。但是随着我们对网络工具和服务
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谁来保护我们？谁来规范互联网本
身？我们的全球议程理事会专家们深入探讨了未来的种
种争议和机遇。

阿尼尔·梅农（Anil Menon）
思科公司智能互联社区
（Smart+Connected
Communities）总裁，
未来城市全球议程理事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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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我们所说的是把物体与过程连接起
来，然后利用数据结果去改变我们的行为
方式—这样你就会目睹一个巨大变化。
物联网是基础，而即将使我们的生活发生
变化的，是凌驾其上的商业模式。”
梅农认为，城市是最有条件从这种以数据
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受益的实体。然而，目
前在网络互通性方面缺乏标准，这成为人
们运用这种力量的潜在障碍。比如，全球
药物标准使得相互之间语言不通的医生得
以展开交流。现在我们需要为数据建立一
种类似的协调机制。
“1913年，伦敦有65家实体公司以及49种
相关标准，”梅农说。
“100年以后，数字基
础设施的情况与其相似，多元的网络需要
各种不同的标准。我们需要一层强大的隐
私和安全协议，让我们得以在适当的层面
上利用数据服务管理交通、水流、停车等
等事务。”
过去20年，互联网的指数式增长触及到了
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手机娱乐到医疗
保健，再到企业运作的核心，用比尔·盖茨

网络的力量

对这些服务的管理也不会仅限于地方政府
层面。梅农例举了以色列TaKaDu公司的例

网络技术正在迅速地从传统设备向日常用

子。这家公司在地球的另一端向澳大利亚

的话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来地球村的

品，甚至我们生活的空间渗透。不久以后，

的诸多城市和新加坡提供基于云计算的水

市镇广场”。

在许多常用物品身上，在线功能将变得司

资源管理。不久的将来，各地政府就能够

空见惯，使得它们可以和别的物件相互识

将从交通控制到垃圾处理的大批业务外

如今，随着物联网的到来，我们正站在一

别、联络与合作。这种即将出现的现象即

包给性价比最高的经营者—不论他身在

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到那时，在线功能

我们所称的“物联网”。

将延伸到物质世界以及我们周围的物体

何处。与此同时，沉浸式技术（immersive
technologies）的发展也会降低人们为了

和环境。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包括治理问

高德纳数据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物联

享受一流医疗服务而迁居到其他城市的必

题在内的，与网络结构有关的种种复杂性

网上的在线设备将达到260亿件。思科公

要性。

会转移到线下世界。随着网络设备将在我

司智能互联社区总裁阿尼尔·梅农认为，网

们的社会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该由谁

络环境会引发数据大爆炸，由此造成事物

“我们的研究显示，对80％的典型诊疗而

来管理并保护它们所倚赖的基础设施？

之间无所不在的联系加强，这既是机遇也

言，医生并不需要亲自触碰你的身体，”梅

这些管理问题会不会阻碍互联网技术的

是挑战，二者程度相当。

农说。
“有些人需要亲自出现在诊疗现场，

“把一个物件同其他所有物件连接起来并

穿戴式健康监测和互动视频，还有什么必

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行动方式，”他

要长途驱车进城看病呢？”

开发和利用？对政府和个人而言，技术史
的新篇章代表着什么样的机遇和问题？

但那个人并不一定是医生。一旦我们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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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坦 桑 尼 亚 这 样 的国
家，大多数医院都没有
专门的儿童放射科医生
或儿科外科医生。但在
强 大 的 数 字 技 术 协助
下，我们可以给这些机
构提供与专家互动交流
的机会。
—阿尼尔·梅农

医疗服务的进步在发展中国家效果尤为显

有限— 但我相信10年之内，整个非洲大

著。
“比如坦桑尼亚，是因心脏问题导致婴

陆的人都会用上网络。”

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那里的大多数
医院都没有专门的儿童放射科医生或儿科

像ICANN这样的重要机构目前缺少发展中

外科医生。但在强大的数字技术协助下，

国家成员，因此也就剥夺了这些国家在监

我们可以给这些机构提供与专家互动交流

管问题上的发言权。李晓东教授认为这是

的机会。同样，这些专家还可以向印度或

当前网络治理安排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随

者墨西哥农村的孩子提供帮助。”

着发展中国家利用计算机资源的能力不断
提升，他们会更容易向ICANN这样的组织

多亏有了不断扩大、无所不在的技术网络，

派出代表—但真正的进步也许还得依靠

我们才有机会经历巨大的变革，来改变这

共同建立新的制度。

个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受时空限制的社会
结构。不过，由于我们在改善生活方面越发

“将来，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者国家能够

依赖网络功能，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

统治互联网，甚至连美国也做不到，”李晓

们应该监督网络世界吗？

东教授说。
“我会选择建立一个新组织来
管理互联网，在这个新的平台上讨论其中

互联网的治理

涉及的种种文化议题。互联网无所不包。
它不止关系到商业、教育或技术。它已经衍

很多人认为互联网是个独立存在于国家所

生进了物质世界，因此不能由单独一个组

有制界线之外的全球性实体。然而现实情

织来进行治理。”

况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基础设施仍然掌握
在开创者，尤其是一些西方机构手里。位

牛津互联网学院负责人海伦·玛格斯同意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互联网名称与数

将互联网治理结构转向全球化。然而，她

字地址机构（ICANN）执掌着分配IP地址

意识到相比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互联网

和网络名称空间的协议；互联网的域名系

的覆盖范围迅速延伸，让管理当局感到力

统的控制权最终落到了美国国家电信和信

不从心。

息管理局手中。非营利组织“互联网社会
（The Internet Society）”旨在调整互联

“我认为，为整个互联网建立一种新的治

网的发展以维护全球网络用户的利益，并

理模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互联网经

在90个国家设立了分会—然而其总部却

常被描述成无法无天的美国西部，而实际

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

上国际组织对其架构和操作有明确的标
准和协议，我们使用互联网的大多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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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诺登爆出电子监控事件后，紧接

只要涉及欺诈、版权和诽谤，也会受到现

着就掀起了来势迅猛的反对美国网络强权

有法律和法规的约束。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的运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展以及人们在数字世界里花费的时间越来

副主任李晓东认为必须改变目前的治理模

越多，有些法律和法规无法从根本上予以

式，但一味批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

应对— 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但

影响力毫无益处。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互联网治理问题。

“这并非西方国家的过错，”他说。
“西方

我赞成采用多方参与的方式，这样就可以

有许多发达国家在互联网领域拥有强大

避免单点故障，或者被哪个单独的集团或

的技术和知识背景—正因如此，他们才

利益所主导。现存的治理结构需要做出适

得以在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实情况

应或改变— 但是我不支持建立以政府为

是，东西方之间存在差距。如果放眼非洲，

中心的治理模式。因为这样做有很多值得

你会发现许多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数量非常

担忧的地方— 据我所知，东方式的治理

未来议程

可以说，法律是决定未来互联网命运的主
要战场。玛格斯教授认为真正的问题是，
现存的有关欺诈、版权、诽谤、数据保护
和言论的法律法规能否在网络上得到有效
实施。某些领域正在酝酿新的双边协定，
比如就解决网络儿童色情图片问题采取一
致措施等等，它们很可能最终演变为国际
协定。在其他领域，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些
被动的起诉案例，而非广泛的依法行事。
鉴于互联网的成长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未来几年，政府和个人
等等都应进一步对此做出调整适应—尤
其是当物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现实之
时。而对李晓东教授而言，这样的变化并
不可怕。
“如果时光倒退100年，你会发现，那时候
几乎没什么汽车—大多数人即便看见一
辆汽车都会感到非常紧张，”他说。
“如今
模式都涉及网络审查。确切地说，我们需

公司对人们的网上行为拥有广泛的积极影

大多数城市里都有500万至600万辆汽车。

要更清晰地理解政府和企业进行网上干预

响，但它们的数据收集能力和无所不在的

人们从不会为汽车而困扰，因为大家都知

的局限性。”

遍布性使其变得难以控制。

道怎么开车，怎么避免遭遇车祸。”

最近，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政府

“NSA和GCHQ搜集了我的海量个人数据

他接着说：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周围

通信总部（GCHQ）的监听活动引起争议，

令我感到不快，同样让我焦虑的是，那些

有那么多感应器、摄像头以及各种设备在

把人们的关注焦点投向了政府对互联网的

大的数据服务公司也掌握了有关我的大量

监视着一切—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安全问

使用，特别是通过网络进行数据跟踪。然

信息，”她说。
“它们要把这些数据保存多

题，人人都想保护自己。在物质世界中我们

而玛格斯教授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互联网

久，做什么用途？只要你用同一个平台进

知道如怎么办，但到了网络时代我们需要

的快速中央集权化，它催生了一些巨无霸

行搜索、发邮件或接受云服务—或者你

建立新的模式、文化和规则，在便利生活

平台，比如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

还有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那么，你就为

和安全生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这可能需

自己营造一个难以控制的有害环境。”

要耗费几年时间。”

人气最高的社交网络等。尽管她认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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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
报告
《全球议程展望》报告旨
在阐明世界在未来12至18
个月的几种最大趋势。世
界经济论坛每年联合其全
球知识网络，通过全球议
程调查聚焦未来即将出现
的机遇和问题。

方法

实施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今年的展望报告比以

2014年6月至7月全球议程调查正式展开，

往更加全面。在保留有关全球趋势、地区

其对象是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前成员，

性挑战和新兴议题等章节的同时，我们对

以及全球青年领袖和全球杰出青年。

每个部分都进行了全面改进，为全球不同
地区的具体关切提供更深一步的洞察和见

今年我们总共收到1767份问卷反馈。调查

解。今年的全球议程调查中最值得一提的

对象遍布亚洲、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中

是围绕领导力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针对这

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世界每个重

些问题的种种答案最终形成了全球领导力

要地区，各地区的受访者人数不少于120

指数的基础依据。

人。调查结果的良好分布性为我们提供了

我们在确定全球趋势议题的时候再次运用

龄、不同性别人群的观点和意见差异。

广泛的视角来了解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年
了德尔菲法，由专家小组经过数轮有组织
的匿名征询来得出结论。专家小组由专业
人士和服务于各全球议程理事会的思想领
袖组成，此外还包括全球青年领袖（年龄
在40岁及以下）和全球杰出青年（年龄在
30岁及以下）。最后，专家小组集体酝酿产
生了今年全球议程调查的初步趋势清单。
然后，再由我们的调查受访者对这些趋势
进行排名，最终形成这份报告中的十大全
球趋势。

感谢您读完今年的《展望》报告。与
以往一样，我们希望报告中的诸多理
念和挑战能够激励人采取某种形式
的积极行动。了解全球议题并共同解
决问题，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
的世界。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本报告中所提 及
的数据，请访问我们的研究方法网站
wef.ch/o15m，或者通过邮箱gac@
weforum.org联系全球议程理事会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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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包括定量和定性数据。

这份展望报告离不开众人的帮助和宝贵建

后者是通过问卷中的5个开放式问题得到

议，尤其要感谢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们的

的，这些问题给受访者提供了深入探究某

倾心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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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家在定性分析的过程中对所有书面

特别感谢塞思·罗森塔尔（Seth Rosenth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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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进行了详细检查和处理，以便在报告

他帮我们设计了今年的调查问卷，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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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话题，发表意见并提供有效决策的机

中更好地使用这些调查结果。
定量数据可依据不同标准进行排名—
包括国家、地区，受访者年龄等—以便
突出某一特定的趋势和结果。当我们把定
量和定性两套数据最终结合在一起，它们
展现了受访者最关注的全球性议题的详
细图景。

问题上给予我们诸多协助；还要感谢戴安

22% ࿘ඔࣀ

娜·普尔温（Diane Purvin），她为我们提供
了关键的定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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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展望报告的制作过程中，皮尤研究
中心给我们提供了全球态度调查数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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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皮尤中心的专家们

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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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协助设计了调查问卷，为我们采用其他
ᇗײიТ٬ 10%

信息来源，充实核心数据提供了宝贵建
议。皮尤数据中的地区性数字采用了各国
问卷答案的中位数。每个数据点上，各地
区的国家数量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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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要感谢莫娜·阿马米（Mona
Hammami）为报告内容提供开源数据；
感谢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和布拉瓦尼克
政府学院的学生团队为本报告提供的诸
多支持。
最后，我们和Human After All广告公司共
同设计、出版了这份报告。该公司帮助我们

୕ਵؕ

执行了所有的采访任务，为报告内容的形
成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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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秉持全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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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议程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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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

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
自去年我们发布《2014年全球议程展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8年创建了全球议

望》以来，这12个月中世界又经历了一

程理事会网络。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

场更加深刻的转变。

战遍及全球，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联
性，并都有着亟待解决的紧迫性，因此

议程。
作为1971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的
一 个非营利性基金 会，世界经 济
论坛不介入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
利益。

正是在这种复杂且充满变化的情况下，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效应已日

需要一个我们藉以加深相互了解、加强

渐式微，但是无就业增长、收入不平等

合作的体系。

现象等其他颇具分量的全球性重要议
题却仍在继续发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我们拥有80个全球议程理事会，还有6
个应对更广泛、更具包容性问题的跨界
理事会。每个理事会都由一批知名专家

犹存。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目睹了恐

构成，他们不仅具备思想领导力，而且

怖势力经常毫无征兆地发生，仍在顽固

有志为改善世界状况找到解决问题的

地阻碍发展进步，已经威胁到稳定、和

途径。

平与繁荣。技术革新正在不断地加速，
然而自然环境却依旧危机重重。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体现了世界最
顶尖智慧网络—由1500位全球专家

简而言之，要想有效地制定政策，明确

组成的社区—的思想领导力。本报告

一致地推动决策，其难度正在日益加

对当今世界进行了全面概述，展现了各

大。决策者们要在这个快速发展、高度

位专家对未来12至18个月的全球发展

互联的世界中，对全球性挑战迅速做出

趋势分析。同时它还概述了全球十大趋

反应，并在选择解决之道时采用综合性

势、各种地区挑战、全球领导与治理，以

的方法。

及全球领导者们理应关注的诸多新兴
议题。在论坛精神的感召下，我们为读
者呈上了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们针对这
些议题所制定的解决方案。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英文版发布于
全球议程峰会期间。本届峰会聚集了全
球议程理事会的各个社区，与阿联酋政
府共同举办，于2014年11月9日至11日在
迪拜召开。我们希望，今年的议程展望
报告能够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以
便更深入地理解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
91–93 route de la Capite
CH-1223 Cologny/Geneva
Switzerland（瑞士）
电话: +41 (0) 22 869 1212
传真: +41 (0) 22 786 2744
电邮：contact@weforum.org
主页：www.weforum.org

与我们一起努力改善世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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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阶段性的强劲增长缩小了国家之间
的贫富差距，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