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将接任日本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8日因身体原因宣布辞职，希望尽早交棒。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或于9月15日举行党总裁（党首）选举。
自民党内安倍潜在继任人选不少，各自竞选优劣势不同。

石破茂
简化投票基层优势遭削弱

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在基层党
员中有较高支持，近期民意调查中连
续超过安倍，被选为最合适首相人选。

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安倍
在地方党员和支持者投票中险胜石
破，但在国会议员中的得票数是后者
的4.5倍。按照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
博的说法，9月的总裁选举将跳过地
方党员和支持者投票，由自民党394
名国会议员和47个都道府县各派3
名代表参加。候选者竞争共计535张
选票。

石破派是自民党内小派系，共有
19名国会议员。共同社解读，简化选
举投票对石破当选可能是致命打击。

竞选党总裁需要至少20名国会
议员提名。

岸田文雄
不缺支持缺存在感

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领导的岸田
派包括47名国会议员。

共同社报道，岸田长期被视为安倍
继任者，一直“耐心等待成为首相那一
天”，但存在感弱。即便在岸田派内部，
也有人认为他缺乏领导气场，这让一些
党员担忧，日后众议院选举时缺乏足够
强大的门面支撑。

安倍拒绝提及心仪的继任人选。
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8日否认
有意竞选，说将支持与他志同道合的候
选人。麻生2008年至2009年任首相，
他领导的麻生派有54名国会议员。

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岩崎正洋告
诉共同社记者，麻生可能支持岸田，他
试图作为“造王者”在新政府继续发挥
影响力。

菅义伟
无派系有影响力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自2012年
底起一直是安倍的左膀右臂，尽管他
声称无意竞选党总裁，在任接近8年
的强大影响力依然使他成为有力继任
人选之一。

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不属于任何一
个派系，掌握的确切票数不多，但作为
长期决策者能够确保政策延续性。

其他潜在继任者包括现任外务大
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两人
都曾在美国留学，英语流利，可能有助
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前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有意竞
选，他隶属自民党最大派系细田派，包
括97名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安倍
的坚定拥护者稻田朋美、前总务大臣
野田圣子表态有意竞选党总裁。

新总裁
一年任期难题众多

安倍长期执政给日本政治和社会
留下浓重印记。安倍挂冠而去，给日
本未来内政外交走向带来不少悬念。

新自民党总裁将接替安倍余下的
任期，直到明年9月举行新的自民党
总裁选举。

共同社解读，安倍后任要接的包
袱不轻。

内政层面，既要在控制新冠疫情
同时复苏遭疫情沉重打击的经济，又
要继续筹备遭推迟的东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

外交层面，日韩紧张关系、日俄领
土争议、朝鲜特工绑架日本人问题等
都悬而未决。在安倍内阁支持率近期
持续低迷背景下，无论谁接棒都面临
不小挑战。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重返校园与防控疫情间的慎重选择
——新冠疫情下全球开学季一览

“现在新冠疫情依然非常严重。这样的情况下能开学，真的又开心又紧张。”日本东京都白金之丘学
园8月25日迎来秋季学期第一天，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副校长渡部理惠子说。8月到9月，通常是世界
各国传统开学季。在今年疫情蔓延的特殊开学季，一些国家选择在严格防控下慎重开学，一些国家则选
择远程教学的方式开启新学期。复课与防疫之间的平衡，是对各国政府、学校和每个学生家长的考验。

重回课堂
严格防控

尽管日本东京都地区新冠疫情
依然比较严重，但东京都23个区中
13个区的中小学生8月底结束暑
假，提前一周返校上课。

在白金之丘学园，学校采取了
极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渡部理惠子
介绍说，学校首先在入口引导学生
分散入校。随后，老师在入口处用
非接触体温枪给所有的孩子测体
温，对孩子健康状况进行观察。入
校时，每个孩子要提交健康记录
卡。校区有监控摄像头，用来观测
孩子们的健康状况。

所有教室配备消毒液，孩子们
饭前或进教室前先洗手并喷洒消毒
液。学校对孩子们在校外是否戴口
罩没有严格要求，但是入校之后，要
求除体育课和吃饭外必须戴口罩。

同样提前开学的东京都墨田区
两国小学校长平林久美子说：“这个
暑假比较短，有的孩子可能没有完
成暑期作业。不过没关系，只要他
们能健健康康来学校就好。”

在德国，疫情之下的开学季慎
之又慎。

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中小学
和幼儿园从今年3月中旬起陆续
停课。随着疫情缓解和夏休假结
束，各地从8月初起陆续重新开学
复课。

按照已经开学各州的规定，各
地中小学不强制要求师生在课堂上
戴口罩，但有一些州要求必须在走
廊、厕所、活动室等人员汇集的密闭
空间戴口罩。

在公路上开一段车，然后徒步穿
越牧场，翻过道道栅栏，最终抵达村
子。巴西中部戈亚斯州迪维诺波利
斯市一所州立学校的几名教师在新
冠疫情期间每周都要有这样一次旅
程，到没有网络的村里给学生上课。

在这所学校中，100多名学生在
新学期依然上网课，但有14名学生
居住偏远没有网络，也没有校车接送
他们到学校领取纸质教材。学校的
一些教师就每周把作业带给孩子们，
并对他们进行辅导。

女教师茹塞内亚·阿尔梅达说：
“我们会汇集各科作业和授课内容，
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给他们讲
课。虽然不可能达到与其他同学上
网课同样的效果，但至少让他们得到
最基本的教育，不至于落后太多。”

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寒假已经结
束，8月初学校陆续春季开学，能否
复课是所有家长和教师共同
关心的问题。由于巴西
疫情还未出现明显
好转迹象，更多地
区的学校依然以
网课为主要授
课方式。一
些州虽然做
出复课尝
试，但由于

学生难以完全遵守防疫规则，社会上
反对复课的声音此起彼伏。

巴西《圣保罗报》数据库8月18
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的
巴西人认为复课将使疫情恶化，学校
至少在今后两个月都应该保持关闭。

在韩国，返校复课由于疫情反弹
被迫推迟。

韩国教育部宣布，自8月26日开
始，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的所有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暂停返校
上课，转而采取网络授课，这一措施
暂定持续至9月11日。考虑到高三
学生正备战一年一度的大学修学能
力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首都
圈高三年级暂不实施网络授课，可在
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在教室复习备考。

网络授课会引发一些顾虑和担
忧。网络授课需要的电脑、平板电

脑等工具，可能给贫困学生带
来负担。在疫情之下

的特殊时期，如何
缩小教育资源不

均 衡 带 来 的
负面影响，
成为摆在
一 些 国
家 政 府
前的重
要课题。

复课与防疫
艰难的平衡

英国首相约翰逊本月早些时
候发表声明表示，和在校感染病
毒的风险相比，继续停课对孩子
的危害更大。他敦促家长配合学
校开学复课，让孩子回归校园。
英国政府也随即规定，拒绝送孩
子返校的家长将面临120英镑罚
款，屡次不让孩子返校的家长则
可能面临最高2500英镑罚款或
最多3个月监禁。

民调机构舆观调查公司一项
针对全英3000多名受访者的最新
调查显示，在英国政府宣布9月全
面复课后的3周里，受访民众对复
课的支持率从57%升至65%，但依
然有19%的受访者反对学校重开。

在已于8月早些时候开学的
苏格兰，当地政府要求从8月31
日开始，所有12岁以上学生在学
校走廊等校园内公共区域及校车
上都必须戴口罩。但在保持社交
距离的教室里，学生不用戴口罩。

45岁的妈妈安德烈娅·伯福
德说，“我想让我女儿重返学校学
习，但我也希望她安全”。这样的
表述代表了大多数疫情中学生家
长的心情。如何平衡继续学业和
保持健康之间的关系，如何尽早
让学生平安返回校园复课，将是
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众多国家临
的共同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赵嫣）

新华社纽约8月30日电 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30日发布的新冠疫情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30日2时28分（北京时间30日14时28

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25009250
例，累计死亡病例842702例。

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累计死亡
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5961582

例，累计死亡182779例。
统计数据中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

国家还有巴西、印度、俄罗斯、秘鲁等，
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

墨西哥、印度、英国等。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全
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确诊病例超2500万

返校推迟 首选网课

坦桑尼亚一学校复课的小学生。 新华社发德国一学校的师生戴口罩上课德国一学校的师生戴口罩上课。。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两个孩子在巴黎街头玩耍。近
日法国面临开学季压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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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法国一名女子因在印度北阿肯德邦
里希盖什一座当地人视作圣地的桥上拍
不雅视频被捕，若罪名成立，可被判最长
3年监禁。

法新社29日报道，这名27岁女子在
拉克什曼丘拉桥上拍摄不雅视频后，把视
频发到网上。她还在当地一家酒店拍摄
不雅照片。

逮捕这名女子的警察局的负责人R·

K·萨克拉尼对法新社记者说，那名女子的
行为在法国可能不会冒犯谁，但在印度不
行，因为里希盖什以及那里的拉克什曼丘
拉桥是印度人视作圣地、不容亵渎的地方。

拉克什曼丘拉桥是跨越恒河的一座
悬索桥，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是里希
盖什的标志性建筑物，吸引众多背包客和
瑜伽爱好者前去“打卡”。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在印度圣地拍不雅视频 法国女子被捕

巴西旅游胜地费尔南多－迪诺罗尼
亚群岛即将重新向游客开放，但只接待能
证明自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或体内已产
生新冠病毒抗体的游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日报道，伯
南布哥州政府官员吉列尔梅·罗沙27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游客若想登上该州
辖内的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需
要出示至少20天内接受的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证明，或者证明体内已

产生新冠病毒抗体的血清学检测结果”。
罗沙没有说明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

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由21座
火山岛组成，因新冠疫情今年3月中旬关
闭，7月31日开始向家在那里的人以及研
究人员重新开放，下周开始向游客开放。

群岛位于巴西东北部，地处大西洋，
环境优美，海洋生物种类繁多。2001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巴西著名旅游胜地重开 只接待“阳性”游客

英国苏格兰近日举行一场羊的拍卖
会，一头6个月大的公羊备受追捧，在激
烈竞拍后，以35万几尼（约合36.8万英镑
或49万美元）成交，刷新羊的身价纪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日报道，这
场拍卖会27日在苏格兰拉纳克举行前，
这头名为“双钻石”的公羊就因身体健壮、
基因优异引起买家高度关注。

对它的竞拍从1万几尼开始一路攀
升，最后由在兰开郡经营农场的杰夫·艾
肯与两名生意伙伴共同拍得。英国牲畜

拍卖习惯以几尼为货币单位。1几尼合
1.05英镑或1.4美元。

“双钻石”将用于配种，等它长大一
些，它的精液可被提取用于人工授精。

英国《卫报》说，艾肯在拍卖会前几星
期就开始关注“双钻石”。他说，“双钻石”
是一头“出众的”羊，遗传了“最佳基因”，
有七八个人“非常想得到它”，因此推高价
格。不过，艾肯强调，用这么一大笔钱买
一头羊的情况罕见，“不能代表畜牧业整
体情况”。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最贵羊身价近50万美元

女性炎炎烈日下撑遮阳伞不足为奇，但
如果男性这样做恐怕会引来异样的目光。
日本气象协会为此呼吁，打遮阳伞不是女性
专利，男性夏季同样应该打伞，防止中暑。

日本“天空新闻24小时”网站29日
报道，日本气象协会发起“大家都应打遮
阳伞”的活动，呼吁扭转把男性打遮阳伞
视为缺乏男子气概的偏见。气象协会为
此推出两款海报，张贴在伞专卖店等商店

内，提醒撑遮阳伞的重要性。
第一款海报背景为红色和黑色，一名

男子撑着一把蓝色遮阳伞行走，海报上写
着“遮阳伞可有效降温7摄氏度”。第二
款海报图案是一名撑着遮阳伞的男性头
部剪影，写着“男人打遮阳伞就是缺乏男
子气概，我们为什么不改变这种认知？”这
款海报同时指出，问题“不在于紫外线，而
是偏见”。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鼓励男性夏季打遮阳伞防暑

移动的爵士乐队

8月29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街头，乐队成员坐在车里为沿途居民提供爵士
乐表演。

当日，由三名成员组成的一支爵士乐队坐上一辆皮卡车，穿行在墨西哥城的街道
上，为沿途居民提供表演，用音乐鼓励身处疫情中的人们。 新华社/法新

8月29日，在克罗地亚西南部沿海地区的特里布尼耶村，一名参加骑毛驴比赛的
骑手与他的坐骑分享胡萝卜。

克罗地亚沿海的这个小村子有举办骑毛驴比赛的传统。这项赛事起源于上世纪50年
代，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今年的比赛受疫情影响从8月初推迟到了月底。 新华社发

骑上我心爱的小毛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