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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空

连任

除了业内人士外，几乎没有

人知道她的名字。但她已经走上

了世界之巅，悄悄惊艳了世界。

11 月 11 日和 12 日，国际法

院举行了法官换届选举。中国籍

的薛捍勤女士再次当选，成功连

任国际法官。

这是什么概念呢？在 74 年的

历史中，国际法院统共诞生了 108

位法官，但女法官只有四位。

而且，薛捍勤不仅是国际法

院中的第一位中国籍女法官，也

是史上第一位女副院长。

国际法院诞生于 1946 年，是

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坐落

于荷兰海牙一座褐红色的仿哥特

式建筑，全称为联合国国际审判

法院。

作为世界最高级别的司法机

关，它受理的多数是各国的领土

和边界纠纷。同时没有刑事管辖

权，无法审判个人案件。所以作为

个体，你告到联合国真没用。

为了保障审判的公平，国际

法院设立了 15 个法官职位，由不

同国籍的人士担任。

候选人需要经过双重认证，

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

大会同时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

够当选为法官，每届任期为 9

年。

而且，它采用了严酷的机制

来保障公平，每三年就要改选 5

名法官。每一位法官，都必须秉公

行事，不能代表任何的国家或政

府。

薛捍勤女士，早在 2010 年 6

月就成功当选了国际法院法官。

并在 2018 年经全体法官无计名

投票，升职为国际法院副院长，任

期为三年。

全世界有 77 亿人，成为国际

法官已经无比艰难，成为副院长

更是难如登天。

这位薛女士，究竟是一个怎

样的人呢？

翻山

薛捍勤出生于 1955 年的上

海，父亲是一名军人。

明星的资料往往无比详实，

细致到星座爱好。但薛捍勤这样

的世界级人物，却几乎找不到她

年少的经历。

1980 年，国家刚刚改革开放，

一切都百废待兴。25 岁的薛捍勤，

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

分配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工作。

俗语说隔行如隔山，从英语

跨越到法律，其中的难度可想而

知。但薛捍勤却有一股执拗劲，执

意翻过这座大山。

为了弥补专业的缺陷，她在

工作期间先后到北京大学、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竟然获得了

法学博士，从外行转变为专家。

伴随着专业的不断提升，她

在外交部渐渐如鱼得水。经常作

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国际重要

会议，并多次主持了双边、多边国

际谈判。

而且，她还用中英双语，发表

和出版了许多国际法的著作论

文，成为了国际法学界一颗备受

瞩目的新星。

由于她高深的法律素养和突

出的工作才能，她不仅成为了中

国的代表，还被联合国惦记上了。

2002 年，她成功入职联合国，

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她

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开始了波澜

壮阔的国际征程。

一年后，她被委任为中国驻

荷兰王国大使，同时担任常驻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2005 年，她

又成为了布鲁塞尔国际法研究院

院士。

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又先后担

任了首任中国驻东盟大使、外交部

法律顾问、亚洲国际法学会会长。

在多数人的固有印象里，外

交官是男性职业，法律专家也是

男性职业。薛捍勤身兼两职，幽默

地表示：“我确实进入了‘双重的

男人世界’。”

性别并不能阻挡她的行程，

她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步登上

了世界法学界的巅峰。

首位

2010 年 5 月 28 日，中国籍法

官史久镛辞职，国际法院出现了

空缺。

一个月后，联合国安理会和

联合国大会同时进行国际法官的

补缺选举。薛捍勤以无可匹敌的

优势，成为了首位中国籍的女性

国际法官。

她的优势有多夸张呢？在安

理会的选举中，她赢得了全部 15

票。在联合国大会的选举中，她赢

下了 152 个与会国中的 150 票，

半边天

为什么中国会培养出国际

法院的第一位女性副院长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女

性的地位获得了彻底的改变。

像薛捍勤这类被世界惊叹的

女性并非个例，中国还有许多默

默惊艳世界的女人。她们悄悄绽

放，让其他花朵默然失色。

这并非夸大之语，在最能代

表自由的商业世界，中国女性

所缔造的成就一骑绝尘，甩发

达国家八条街不止。

在《2020胡润全球白手起家

女富豪榜》中，排行前 10位的女

富豪中，竟然有9位是中国人。你

没有看错，这是全球的榜单。

前 100 名的女富豪中，中国

以世界二成的人口，占据了六

成的名额（61 个），比其他国家

的总和还要多。

比如排行第一的钟慧娟，她

曾经和马云的职位一样，是名

中学化学老师，1995 年时进入

了丈夫的企业———江苏豪森制

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还不足

以让人敬佩。

但她却是像董明珠一样的

狠人，在两年的时间内推出了

抗生素“美丰”，当年的销售额

就突破了 3000 万元，一举带领

企业成为了医药行业的黑马。

如今的江苏豪森制药，已经

能够生产格列宁的仿制药，就

是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那款

神药。整个中国，只有 3 家能生

产这种仿制药。

钟慧娟的财产，也已经涨到

了 1060 亿元人民币。而她还正

值壮年，肯定能书写出更瑰丽

的篇章。

再如排行第三的周群飞，被

称为“手机玻璃大王”。每个喜

欢抱怨的人，都应该读读她的

故事。

她出身于湖南的农村家庭，

父亲因事故双目失明并失去了

两根手指，母亲在她 5 岁时去

世。15 岁时她就跑到深圳，在澳

亚光学工厂当起了流水线的工

人。

如果你参观或体验过流水

线，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累。

你必须紧跟机器的运行工作，

不能有一丝的马虎与懈怠。机

器是不会累的，人则会在下班

后只想休息。

但她硬是在沉重的工作后，

在晚上跑到深圳大学办的夜校

学习，先后考取了会计证、报关

证等多种证件。在知识的帮助

下，一步步扭转了人生。

1990 年，公司扩建的一个

厂房停工，老板本想撤资。她却

找到老板想揽下这个烂摊子，

老板看着这个 20 岁的小姑娘，

被她坚毅的眼神打动，最终让

她一试。

这个烂摊子的业务，就是为

手表玻璃印上图案和字。异想天

开的她，竟然将丝网印刷技术应

用到了工作中。结果产品大受欢

迎，成为了公司最赚钱的厂。

1993年，23岁的她辞掉了工

作，拉着几个亲戚共同开办了丝

网印刷厂。

1997 年金融危机时，市场人

心惶惶，她却看到了机会，购买了

几台设备并找到了厂房，搭建起

了完整的手表玻璃生产线。

后来她又从手表玻璃转为手

机玻璃，并在2003年成立蓝思科

技公司。由于产品质量突出，她不

仅揽下了国内的很多订单，还成

为了苹果的供应商。

她也从一个乡村女孩，转变

成为了超级女富豪，财富高达

660 亿元人民币。

戏曲《花木兰》中唱得好：

“谁说女子不如男”。中国女性，

用亲身实践证明了这段话。

务实
薛捍勤曾说道：“国家民族

复兴，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

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

在稳健的前行中，中国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与

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

“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更

是连起了 138 个国家，打造了一

个 44 亿人的朋友圈。中国离不

开世界，中国也丰富了世界。

在这一复兴的过程中，中国

女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中国女权的声音低一

些，但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世

界：中国的女性真的能顶半边

天。

不止是薛捍勤、钟慧娟、周

群飞，中国在各行各业都涌现

出大量杰出的女性。你的身边，

肯定就有这类女性。

当见识过大海的浩瀚后，中

国执意奔涌向大海。当见识过

星空的深邃后，中国执意仰望

着星空。

世界上从来没有奇迹，中国

经济腾飞的背后离不开两个

字：务实。

上天永远不会辜负脚踏实

地的人，愿每个中国人都默默

努力。

（选载自《新华社》报道、《中国

妇女报》、《中华英才》等等）

另外的 2票弃权。

在就职仪式上，她和其他

14 位大法官缓缓走进法庭。在

国际法学专家、各国外交官等

来宾的注视下宣誓道：“我将光

荣地、忠诚地、公正地、尽责地

履行我作为法官的职责，行使

我作为法官的权力。”

很多人觉得国际法与我们

很遥远，但实际上在当今全球

化的今天，国际法与我们息息

相关。

不止是航天活动和南极探

险这类国家大事需要遵行国际

法，当你办理护照、签证、或在

外国遭遇困难寻求外交保护

时，也要遵行国际法的规则。

由于她在处理国际争端时，

举手投足间端庄大方，令人肃

然起敬。在 2018 年还升任为副

院长，成为了国际法院的第一

位女性副院长。

媒体想当然地以为，这样一

个取得如此大成功的女人，必

然拥有刚毅的性格，于是称赞

她为“女强人”或“铁娘子”。

她则对这些称谓很反感，因

为这种褒奖，“在某种程度上表

明人们认为女性取得成功是非

正常的。”

对呀，强人就强人，为什么

要加个“女”字呢？

在她看来，社会文明的一大

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多的女性

能够加入到富有男性色彩的工

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