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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詹妮弗·格兰霍姆：
“女演员”的舞台

拜登推行绿色新政，承诺加速汽车行业向电气化转变，在这方面经验颇丰的格兰霍姆成

为美国能源部长一职的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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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7 年 ， 1 8 岁 的 詹 妮 弗 · 格 兰 霍 姆

（Jennifer Granholm）烫着时下最流行的金色爆

炸头，自信地走在选美大赛的舞台上，一举拿下

了“圣卡洛斯小姐”的头衔。但她的梦想不只在

一所高中，她搬到了洛杉矶，试图走进好莱坞，

以女演员的身份大放异彩。

家境普通，格兰霍姆必须自己为梦想而努力。

为了支付戏剧艺术学院的费用以及其他开销，她不

得不打三份工，她形容自己“累得像狗一样”。

但努力并未换来收获。她没有获得任何电影

角色，唯一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是参加真人秀《约

会游戏》。努力了3年后，格兰霍姆认清了现实：

她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是一个糟糕的女演员。

21岁那年，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距离举

家从温哥华搬到加州已经17年。这一年，曾经的

演员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他说：“要成为一

名优秀的政治家，就必须成为一个好演员。”看

到的、听到的、历经的种种，格兰霍姆清楚地认

识到自己不是只有一条路，她决定停止追逐好莱

坞的星尘，换个舞台寄存她的野心。

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历史上唯

一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而詹妮弗·格兰霍姆进

入加州大学攻读政治学和法学，成为家里第一个

大学生。她停止明星梦的那刻，也许并未想到，

另一条路竟会将她带到司法部长、州长、能源部

长的位置，一路向上。

密歇根第一位女州长
现年61岁的格兰霍姆最知名的一段职业生

涯，是担任密歇根州第47任州长的8年。她是该州

第一位女性州长，也是第四位非美国本土出生的

州长。

一开始，她并未想过走向这样的政治生涯。

被哈佛法学院录取时，格兰霍姆知道自己的人生

方向永远改变了，但她的意愿是当一名民权律

师，然后成为教授或是法官。相反的，她的丈夫

丹则计划从政。两人是哈佛同学，他的温柔、爱

心和对穷人的热情，吸引了格兰霍姆。他想要有

所作为，梦想有一天能成为密歇根州州长。

没有谁预料到格兰霍姆将会实现丈夫的梦

想，但当她从哈佛毕业、去密歇根州韦恩县担任

律师起，一切就似乎注定了。12年的时间里，格

兰霍姆从律师、助理检察官，到韦恩县最年轻的

公司法律顾问，到1999年成为密歇根州第一位女

性司法部长，名声渐起，更宽广的政治之路被逐

渐打开。

2002年，格兰霍姆决定竞选密歇根州州长。

这张看起来聪慧、漂亮、自信的新面孔，在一堆

男性竞选人中，显得尤其抢眼。她的竞选，提高

了女性选民的投票率，最终她在大选中大获全

胜，并在4年后获得连任。

2000年以后，密歇根州经济就处于下滑态

势，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全美50个州中位列前

茅。解决失业问题成为格兰霍姆任期最为严峻

的任务。她认识到，靠着世界“汽车之都”的名

声，密歇根州辉煌过，但随着美国制造业的衰

没有谁预料到

格兰霍姆将会实现丈夫的梦想，

但当她从哈佛毕业、

去密歇根州韦恩县担任律师起，

一切就似乎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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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新的工厂。但在考虑17分钟后，伊莱克斯

的高管依旧决定搬走，即便这是他们见过为保住

工作岗位给出的最慷慨的条件，因为在墨西哥他

们只需要支付工人每小时1.57美元的薪水。

作为州长，无法阻止就业岗位的流失，格兰

霍姆满是挫败。当她面对工人的质问时，她看到

了他们的痛苦，也看到了密歇根经济转型的巨大

机遇——清洁能源。

格兰霍姆找到了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说服他们在格林威尔落户。这家公司在格林威尔

开了两家工厂，将因伊莱克斯搬迁而失业的人员

重新雇用。

此后，格兰霍姆开始更加积极地推动清洁能

源发展，努力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她所关注的，

不只是单纯的制造，而是从研发到生产的每一个

零件。在她看来，揽下整个供应链才能形成集群

效应。2008年，格兰霍姆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投资

退，就业岗位不断流失，密歇根必须改变这种单

一化的制造业模式，走向经济多元化。多元化中

最为重要的一元，便是清洁能源。

格兰霍姆认为，以汽车产业为支撑的密歇

根，没有必要跳出这个名声，而应该以此为跳

板，发展电动汽车产业，成为清洁能源领域的领

导者。既然密歇根是汽车1.0的故乡，那它也可以

成为汽车2.0（即电动汽车）的故乡。这是密歇根

州发展的重要一步，也是格兰霍姆得以走向能源

部长的开端。

格林威尔问题是格兰霍姆解决就业难题、推

动清洁能源的一个典型缩影。

格林威尔是一个有8000人口的小镇，全镇近

3000人都在伊莱克斯电冰箱工厂工作。但现在，

伊莱克斯打算迁往墨西哥。格兰霍姆带上全部官

员和伊莱克斯谈判，她要给对方“一个无法拒绝

的提议”，这包括20年免税、政府出资协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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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标准，这一标准要求到2015年密歇根州10%

的能源供给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达到

25%。标准通过后，40多家公司宣布了在密歇根

州的新项目。

到格兰霍姆任期的最后一年，密歇根州已经

有了258家清洁能源企业，这些企业投资了近百亿

美元，创造了约9万个就业机会。这些数字中，电

动汽车电池占据了不少比例，太阳能和风能产业

也提供了1万多个工作岗位。

此外，为了改变密歇根州的就业难题，格

兰霍姆一方面推动教育改革，提升大学教育普及

率，另一方面提出并签署了法令，为失业工人提

供两年的免费再就业培训。

改革非一日能成，传统制造业的颓势也无法

摁下暂停键。担任州长的8年，尽管密歇根州多

次被评为全美前三大洲、两次被皮尤中心评为全

美管理最完善的州之一，但它依然面临高失业率

问题。格兰霍姆也常常会感觉压力很大，害怕让

人失望。有时，她会戴上帽子和太阳镜，伪装自

己，低着头在大街上行走。

巨大压力背后的支撑，是她曾想成为州长

的丈夫丹。很早前，主持过两人婚礼的神父曾问

丹，如果8年或10年后，民主党想让詹妮弗竞选一

个空缺的参议院席位，他会怎么想。丹说：我会

嫉妒，但会调整，然后110%地支持她。

8年州长任期结束后，格兰霍姆和丈夫合写了

一本书——《一个州长的故事》，这更像是两个

人的努力完成了一个人的梦想。

走进“小五角大楼”
人生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给下一步搭建基石。

靠着密歇根州州长的经历，格兰霍姆被贴上了

“清洁能源先锋”的标签，获得与之接触的更多

机会。

刚一离开州长之位，她就被邀请成为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的兼职教授，开设了

一门名为“艰难时期的治理”的研究生课程，教

授有关清洁能源、政策创新和沟通的内容。她还

成了伯克利能源与气候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劳

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项目科学家。她的研究

重点集中于两大中心：就业和电动汽车。

曾经，格兰霍姆计划成为一名教授。在50多

岁的年纪，带着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走上讲台，

她成了学生眼中的绝佳导师。

在课堂上她总是能娓娓而谈，发起了许多创

新课程和研究工作，例如高性能电池生产商如何

推动电动汽车发展并创造就业机会。她不只是停

留在单纯的政策研究层面，而且关注实施，考虑

每一个政策构想的重点是什么，在哪里可以更好

地执行。在她的班级里，没有等级制度，她与学

生平等对话，经常与他们见面，甚至会在学期末

带上一大堆零食和饮料来上课。

同时，格兰霍姆还加入了多家公司，其中

有建造充电站的制造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站网

络的公司。在多次演讲中，格兰霍姆反复强调自

己的观点：制造更多的电动汽车，加快整个产业

发展；必须赶在其他国家前，创建可再生能源标

准，激励清洁能源领域工作者。她在新闻刊物专

栏上写道：低碳经济复苏的时机已经到来。凡此

种种，让格兰霍姆在电动汽车乃至清洁能源方面

的名声逐渐稳固加深，被人盛赞为“一个有远见

的思想家”。

但她很清楚，个人在能源方面的远见，远比

不上一个系统的努力。格林威尔问题的后续，让

她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2011年，挽救了格林

威尔失业率的制造商希望进一步扩展，它关闭了

格林威尔其中一家工厂，搬迁到了清洁能源政策

更利于其发展的安大略，一批工人再次失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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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激励计划不一定非要通过国会，它可以由私营

机构资助建立。

当拜登成为美国总统后，他提名詹妮弗·格

兰霍姆为能源部长。美国能源部有个绰号，叫

“小五角大楼”，足见其重要性。站上这个舞

台，意味着格兰霍姆能发挥更大力量。

格兰霍姆与拜登结识在2008年。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当时汽车行业受损严重，奥巴马政府启

动了汽车业救助计划。作为“汽车之都”密歇根

州的州长，格兰霍姆与奥巴马政府展开了紧密合

作，与副总统拜登成为盟友。在救助计划中，拜

登亲自宣布了一项13.5亿美元的资助计划，涉及

12个电动汽车项目。现今，拜登推行绿色新政，

承诺加速汽车行业向电气化的转变，在整个产业

链中创造一百万个新的工作岗位，经验颇丰的格

兰霍姆无疑是优选。

在此之前，格兰霍姆曾两次被传为能源部长

的可能人选。第一次是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

第二次是在朱棣文宣布辞职时。这些猜测足见她

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

从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到成为家里第一

个大学生，然后走上众人瞩目的大舞台，詹妮

弗·格兰霍姆的职场生涯无疑是成功的。有人说

她聪明，但她反驳，她并不比其他人聪明，只是

她足够拼命。

她会在早上六点半开始工作，经常晚上九

点以后回家，然后继续回复电子邮件直至深夜。

她可以一天参加多次募捐活动，接受电视台的采

访，在车上也不停歇工作。甚至于在做完手术后

没多久，就飞往以色列签署合作协议。

若最终任职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将不只

被美国，更会被世界看到。更大的舞台，意味着

更大的责任、更艰巨的任务，对于61岁的格兰霍

姆来说，这或许是个激动人心的挑战。

要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为美国创造好的就业，

同时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格兰霍姆提出必须

要有一个全国性的能源政策，而非各州市单打独

斗、各自为政。

奥巴马政府曾斥资43.5亿美元启动“力争上

游”的国家竞赛，激励各州展开卓有成效的教育

改革和课堂创新。最终，48个州参与了竞争。这

个计划给了格兰霍姆很大启发，她认为，这种竞

争模式也可以应用到能源领域，让每个州都能根

据自己的情况来推行不同的能源政策，比如西部

发展太阳能，北部发展地热能。甚至于，这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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