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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国苏北女

孩，十九岁时离家，只身赴美，之后考

上耶鲁大学，再之后成为了掌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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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产的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第三

任太太———这种故事，放在任何人眼

里都是传奇。

“我觉得自己很普通，不是什么传

奇人物。”听到这个词，她笑着说。“我

只是一个教育的受益者，我今天的一

切都来自我所受的教育。”邓文迪说。

中国人从来都注重教育。像很多中国

家庭一样，邓文迪的父母对其教育十

分重视，从童年到大学，邓文迪受到

了良好的教育。父母希望她有朝一日

能成为一名可以救死扶伤的医生。但

极具个性与自信的邓文迪，在医学院

读到三年级时，毅然远赴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读语言班，在那里，她发掘了

自己对商务的兴趣；随之，她进入加州

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开始系统地学习

商务。

“在耶鲁管理学院学习的经历对

我影响最大。”邓文迪说，“除了专业

知识，可以说耶鲁给我的是一种综合

素质，改进了我的思维方式，提高了我

对所有事物的应对和判断能力。”

毕业后，邓文迪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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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职场生涯，在那里，在一次商务会

议上，她与丈夫默多克相识。“后来的

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并最终改变了我

的人生。”邓文迪说。“有不少朋友问我

如何把握机遇。”邓文迪说，“我觉得机

遇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良好

的教育就是最好的准备，因为学问与

智慧可以让人敏锐，可以让你洞悉机

遇并成功地把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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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迪护夫被封“励志姐”
她甩出的不止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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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默多克时代即将告终”

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在揣测

这位传媒大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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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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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英国伦敦议会下院，默多克

与新闻集团副首席运营官詹姆斯·默多

克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出席听证

会，邓文迪坐在丈夫身后，时不时地去提

醒他要保持冷静，席间突然遭到听众的

“袭击”。这时候，邓文迪站起来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姿态出手阻拦了袭击者，还扇

了一个巴掌。她还抢下袭击者在攻击中

使用的钢板，并击打之。

“邓文迪雷厉风行的姿势，让人想起

《霹雳娇娃》里的刘玉玲。”霎时之间，“娶

妻当如邓文迪”的呼声，盖过了这桩对于

默多克来说原本是焦头烂额的丑闻。当

日，公司的股票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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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前两

周，新闻集团的市场价值狂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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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

金。路透社称赞邓文迪“为自己的男人站

出身来”，成为了当天的英雄。而中国网

友也大赞其这一巴掌扇出了爱情的味

道，是“新一代爱情励志姐”。

邓文迪的漫漫未来长路

嫁给默多克，邓文迪已经取得了终

生成就奖？不不不，这个女人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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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出头，和几近盖棺定论的默多克比，她仍

然有漫漫长路要走。

邓文迪显然不甘心于只做一个日

后守着巨额基金的寡妇，放弃这个原本

近在咫尺的新闻帝国。尽管默多克的新

闻帝国，随着网络新时代的到来，传统

媒体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默多克无

数次站起来抨击搜索引擎：“他们是

122345

和微软，但不代表他们可以免费

拿走我们的东西。”可是，当他试图将自

己旗下的报纸网站收费时，才发现，原

来在大多数蛋糕都是免费的网络世界，

这根本不可行。

当年默多克迎娶邓文迪的时候，曾

经有人评价说：“娶了这个女人，等于娶

了中国。”意指默多克正好借着娶一个

中国女人，可以方便大肆进军中国市

场。但事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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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试图做到中国化，为此默多

克特意让邓文迪到中国来。可最后却是

铩羽而归。而这原本是邓文迪跻身新闻

高管的最佳机会。

现在，默多克身陷窃听丑闻，反而给

了邓文迪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默多

克此前断然否决了自己将要辞职的传

闻，可国际媒体已经在沸沸扬扬地猜测

默多克的继承人将会是谁。默多克的法

定继承人詹姆斯·默多克，此次在面对袭

击的时候，反应远不如邓文迪。他之前，

是默多克最信任的事业伙伴，他已经是

新闻集团欧洲和亚洲事务的负责人，掌

管着拥有
!00

万用户的意大利天空电视

台、拥有
,00

万用户的英国天空广播公

司，以及
!

家英国报纸：《泰晤士报》、《星

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

报》，还有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台———星

空卫视。但此次的致命伤是，他在最初时

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世界新闻报》的窃听

丑闻，如果警方深入调查，他也难脱干

系。而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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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离开集团管理层的默

多克之女伊丽莎白，被认为也颇适合做

接班人。默多克的长子拉克兰，虽然早前

因为和邓文迪的矛盾而辞职离开，但毕

竟担当新闻集团副总裁很长时间，基础

打得很好。也就是说，默多克的三位子

女，通过各种方式，层层握住了新闻集团

的命脉，不给邓文迪一点机会。而她的两

个女儿，尚未到上学的年龄。

邓文迪近年来的高调，和她初嫁入

默多克家时一心回归家庭的状态又截然

相反，她说现在小孩已经大了，她可以出

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对于曾经的新

闻工作者邓文迪来说，打入新闻集团内

部，和默多克的三位子女一样在集团内

站稳脚跟，应该才是她最想做的事情。此

次袭击事件，对于邓文迪来说，最大的好

处在于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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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手下带领着一众和他打江山的

人，有什么比一个挺身而出英勇护夫的

女人，更让他们觉得贴心呢？

会爆发的女人最好命

此前，中文媒体对邓文迪的采访很

多，因为她担任制片人的电影《雪花秘

扇》要上映，中国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市

场，邓文迪因此颇殷勤地来做宣传。

面对面接触邓文迪，她最让人吃惊

的地方是，她的中文口音极重，明显能听

出徐州口音。英文如此流利的邓文迪，竟

然还没能脱掉乡音。尽管她离开徐州已

经很多年，曾经辗转去了广州，之后又去

了美国，但是口音还是留下了成长的痕

迹。在徐州的时候，她曾经是一名排球运

动员，她说当年运动员的生涯，让她更有

团结意识，明白一个人是难成大事的。可

是去了美国多年后，她早已丢失了当初

的队友的联系方式。

现在的邓文迪，住在纽约第五大道

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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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金的三层公寓里生活，

透过窗户，可以看得到著名的中央公园。

现在的她，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名媛”，

而不是吃苦耐劳争上位的上世纪
;0

年

代出生的中国人。

上世纪
;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集体

走过了一条最动荡不安的人生道路。邓

文迪出生时，名字被赋予了时代的色彩，

叫“邓文革”，邓文迪是她十几岁才改的

名字。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她又

像众多国人一样，南下来到了广州，出国

风潮刮起的时候，她又通过一对好心帮

助她的美国夫妇来到了美国。时代的每

一次裂变，造就了邓文迪的每一次生命

的转折，但是她却沿着一个越来越对的

方向走向前。

即便没有嫁默多克，邓文迪也不失

为一个成功的女人———最起码，她手握

耶鲁大学的文凭。当然，耶鲁大学每年有

无数毕业生，但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上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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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生人来说，这是一张殊为不

易的文凭。嫁了默多克，邓文迪的前情往

事就成了泡影，她之前的两段婚姻，印证

了她的心机重。而在和默多克的这段婚

姻中，她最著名的举动是，用默多克的冷

冻精子进行人工受孕，成功生下两个女

儿，为自己日后在竞争遗产时添加了最

有力的砝码。 金喆

! ! ! ! 她是一个出身普通的中国女子，她是

耶鲁大学的“ｓｕｐｅｒ毕业生”，她是“三

天迷倒默多克”的东方美女，她是和章子怡

剪不断理还乱的“前闺蜜”，她是“全球最著

名的华裔老板娘”邓文迪。她第一时间给了

袭击默多克的人一巴掌，让新闻集团的股

票回升 5%。关于她的段子很多，有人将她视

为励志典范，也有人称她为“野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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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们的婚姻报道，媒体多数

掺杂着假想成分。这实在是一个太容易

激发人们想象力的爱情故事：一个出身

普通的中国女子，在美国制造了现代版

的“灰姑娘”传奇，传奇故事版本频传，

奇诡跌宕，传奇的主人公却三缄其口，

沉默是金。“三天迷倒默多克”、“红酒浇

身，一见钟情”的故事在坊间传得轰轰

烈烈，邓文迪却在描述她与默多克的初

遇时说：“我与他一点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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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拿到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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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邓文迪加入默多克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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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职场生涯，在那里的一次商务会

议上，她与丈夫
'=85>? 6=>@2:A

相

识。“后来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并最

终改变了我的人生。”邓文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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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邓文迪成为默多克上

海、北京之行的随行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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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默多克与结婚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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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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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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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默多克与比自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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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邓文迪举

行了婚礼。

这场婚礼一度引发了家族内部激

烈的纷争。拥有庞大媒体帝国的默多

克名下有着高达
/"

亿美元的财产。

在娶邓文迪以前，默多克与悉尼的

《每日镜报》记者安娜共同生活了
B)

年，育有两男一女。据媒体报道，安娜

离婚时曾提出条件：默多克死后，作

为妻子的邓文迪无权继承他的任何

遗产，除非邓文迪婚后能生个一男半

女，而默多克去世时，她的子女恰好

不满
*/

岁，邓文迪才能掌控她孩子

名下的股份。安娜很清楚，默多克被

诊断患有初期前列腺癌，必须进行放

射治疗，同时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默

多克在接受化疗前，早已将自己的精

子抽取并冷冻。

)""*

年
**

月
*,

日，依靠高科技

“法宝”———试管婴儿，邓文迪生下了

她和默多克的第一个宝宝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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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邓文迪又为默多克生下

了一个女儿
DA245

。默多克很快抱着

幼女宣布道：“我的所有孩子都有接替

我的位置的机会，即使是格雷丝和克

洛伊，她们尽管年龄很小，但她们和其

他兄姐享有同样的承诺。”
DA425

出生

后不久，默多克快乐地宣布，女儿的诞

生让他无限期地搁置了退位的打算，

因为他和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组建的新

家给他带来了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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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澳洲著名八卦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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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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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默多克已经跟其

中国妻子邓文迪分居。一时间，媒体跟

风转载，数个“知情人士”站出来发表

预测分析，称这段维系十年的忘年恋

即将走到尽头。面对甚嚣尘上的情变

传言，邓文迪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与

丈夫的恩爱合影，称“我们亲密依旧”。

不久，情变传闻平息。

邓文迪的婚姻

我只是个教育的受益者

卡马乔入主国足仅剩时间问题
三大名帅同拒绝

! ! ! !

近日，意大利媒体爆料，广州恒大

俱乐部有意邀请里皮到中国执教，而

与此同时“银狐”还是中国国家队的主

帅候选人之一。记者就此向相关人士

求证，得到的消息是里皮已经明确拒

绝了来自中国方面的邀请，里皮表示

在今年
*G

月份之前不会接受任何合

同。另外，对于盛传可能成为国足主帅

的荷兰人希丁克和范加尔，也在不同

的场合表示近期不会来中国执教。也

就是说，以上三位名帅在一年内基本

与中国足球无缘。

里皮：10月前不会出山

在里皮接连与国足和恒大传出绯

闻之后，记者就此向相关方面人士求

证，里皮确实曾经收到过来自中国足

协的邀请，但他已经明确表示了拒绝，

至于恒大方面的召唤则显得不太靠

谱，毕竟除了钱之外，影响力相差甚

远。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
*"

月份之

前，里皮不会接受任何国家队和俱乐

部的邀请，目前赋闲在家的他希望将

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陪伴自己的家

人。至于
*"

月份之后，里皮会考虑重

新出山，但首选将是留在欧洲，这也更

加否决了前往中国执教的可能。

在里皮表达了近期不会出山的意

愿后，刚刚错过了文加达的埃及足协

表示，这位意大利冠军教练对埃及的

帅位感兴趣。

埃及足协主席萨米尔·扎赫尔称，

里皮作为候选人将有望取代目前埃及

国家队的主帅。此前埃及方面曾经有

意聘请葡萄牙人文加达，但是文加达

以将与中国方面签约为由拒绝了埃及

的邀请。果然，文加达与实德签约。

“很多教练都对执教埃及感兴趣，

包括里皮。我们不会急于作出决定，我

们有足够时间为国家队作出最好的选

择。”扎赫尔表示。

希丁克、范加尔双双否认

此前还有传闻说，国足选帅组还

曾有意于荷兰名帅希丁克和范加尔。

不过，据了解此二人也不会在此次国

足选帅中驾临。

荷兰埃因霍温的新闻官佩德罗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方面曾有四拨

人士接洽过希丁克，但希丁克本人在

冷静思考之后已经决定专心带领土耳

其国家队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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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洲杯，这是他

目前唯一关心的事情，将谢绝其他的

一切邀请。与此同时，佩德罗发表声

明，在
)"*)

年欧洲杯结束之前不要再

与希丁克接洽。至于明年欧洲杯结束

之后如何选择，希丁克跟贝尼特斯一

样，首选是希望能回到英超执教。

除此之外，另一位也曾与国足传

出绯闻的荷兰人范加尔明确表达了不

会来中国执教的意思，他和里皮一样，

决定在下赛季之前将把所有的时间和

心思都留给家人。

在三位世界名帅基本无缘国足

后，国足帅位可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

之前那么大了。德国媒体曝出德国名

帅道姆已经与国足进行了谈判，但据

记者了解，道姆入主国足的可能性不

大，其原因是道姆有吸毒前科。当年，

道姆被看作是德国队主帅人选，谁曾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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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吸毒事发之后，不仅丢掉了

主帅位置，而且还一度成为德国足坛

人人喊打的老鼠，只能逃到土耳其执

教。如今道姆已经彻底告别吸毒，并重

新被德国足坛接受，但是这段历史毕

竟无法抹去，成为其“硬伤”。

种种迹象表明，卡马乔基本成为

了国足主帅的最大人选，也正如国足

选帅组所说的“相谈甚欢、八九不离

十”，预计卡马乔的入主只是时间问

题。 刘威

今夏，器乐演奏中西风

! ! ! !

钢琴、小提琴、萨克斯、二胡、竖

琴、长笛……这个骄阳似火的夏天里，

不妨去常州大剧院听场器乐演奏音乐

会，感受音乐带来的清凉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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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B"

日，被音乐权威和媒体誉

为“莫扎特第二”的天才钢琴家沈文裕

将登陆常州大剧院。
;

岁开始学琴的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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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能演奏肖邦的第一和第二

钢琴协奏曲及许多世界名家名曲，多

年累积的娴熟技巧使他能够轻松演奏

不同年代、不同风格流派的钢琴作品。

领略了钢琴王子的魅力，
/

月
!

日，演奏家张乐又将举行个人演奏会。

他
!

岁学习小提琴，
*B

岁便荣获了首

届全国小提琴比赛第一名，曾师从多

位音乐界巨匠，被喻为新一代东方小

提琴奇才。他出现在西方世界，多次改

写了中国人在各重大小提琴演奏比赛

中所获最高荣誉的纪录，并奠定了华

人在西方音乐界小提琴演奏上的领先

地位。他被《纽约时报》评为“
)*

世纪

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演出

中，他将演奏《梁祝》、《流浪者之歌》、

《辛德勒的名单》等家喻户晓的名曲。

爵士乐风格耀眼，节奏强烈明快，

以其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
/

月
*"

日，
!

位国际著名演奏家将为您带来

一场爵士盛宴。此次上演的《爵士本

色———亚尼克·瑞约爵士四重奏》将由

加拿大顶级的音乐家之一，同时也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爵士乐大师亚尼

克·瑞约领衔。

西方三场音乐会后，再来品味我

国传统艺术的奇葩———二胡艺术。
/

月
*,

日，《二胡美与力———刘光宇讲

座式音乐会》将在常州大剧院与您面

对面。从凄婉激越的《哀歌———江河

水》到奔放炽热的《吉普赛之歌》，从清

纯静美的《月夜》到烽火漫天的《长城

随想》，他将令观众体会到人与乐器、

人与自然的交流和统一。

小品形式的器乐演奏音乐会您听

过么？长笛和竖琴也能对话？
/

月
)*

日，著名长笛大师韩国良与中国国家

交响乐团竖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家协

会竖琴学会秘书长王冠通过《柔情夏

夜———长笛与竖琴经典小品音乐会》

为您揭开其中的奥秘。

汇聚中西精粹的器乐演奏，精彩

独特的音乐盛宴，一起来音乐的世界

给心灵放个假！

! ! ! !

张晶莹

张乐 刘光宇

图为邓文迪!默多克与他们的两个女儿"

亚尼克#瑞约爵士四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