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在土耳其锡夫里希萨尔，一架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一年一度的土耳其锡夫里希萨尔航空展于近日拉开帷幕。 新华社/法新

土耳其上演飞行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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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强生在西班牙启动新冠疫苗二期试验
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14

日在西班牙启动在研新冠疫苗二期临床
试验。

试验首席调查员阿尔伯托·博罗维
亚告诉路透社，试验将在西班牙3家医院
进行，定于22日结束，共190名志愿者参
与。强生同时还在荷兰和德国开展二期
试验。三国全部二期试验预期耗时两个
月，总计550名志愿者参与。

杨森制药公司分管拉丁美洲医疗事
务的副总裁霍苏埃·巴卡尔丘克3日向路

透社披露，强生有意在巴西、哥伦比亚、
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等多个拉美
国家启动三期临床试验，打算招募共计
两万名志愿者。

巴卡尔丘克说，一旦疫苗成功问世，
参与试验的国家有望优先获得疫苗。

强生是美国政府推进新冠病毒相关
科研项目的“曲速行动”计划合作企业，8
月初与美国政府达成总额10亿美元协
议，确保后者在试验成功后获得1亿剂新
冠疫苗。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主人开视频会议 鹦鹉不时“乱发言”
英疫情期间待领养量激增

鹦鹉常因模仿人讲话博得主人欢
心，但这项特长在新冠疫情期间可能成
为缺点：主人开视频会议时，鹦鹉不时

“乱发言”。因此，英国许多鹦鹉被主人
遗弃或故意放走，相关救助组织的鹦鹉
待收养量随之攀升。

英国《每日邮报》13日以英国鹦鹉救
助组织“小鸟传奇”为消息源报道，这家
救助组织3月至9月共接收88只待领养
鹦鹉，同比增加近70%。

“小鸟传奇”经理克莱尔·朗沃思说，

他们不得不把一些鹦鹉转送至其他动物
收容机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安置所有
鹦鹉”。在朗沃思看来，导致鹦鹉待领养
量激增的部分原因是能说会道的鹦鹉常
常“喋喋不休”，干扰主人开视频会议或
音频会议。

尼马尔·费尔南多家住伦敦西南部
温布尔登，养了两只金刚鹦鹉。费尔南
多说，这两只鹦鹉每天“唠叨”大约三分
钟，疫情期间遭邻居抱怨。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从婴儿心率看母亲情绪是否异常
欧洲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母亲遭遇

抑郁或焦虑等情绪异常，小至3个月大的
婴儿在心理压力测试中心率会明显快于
其他健康母亲的孩子。研究人员担心这
可能对孩子心理健康产生持久影响，因
此呼吁重视女性产后心理健康。

德国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乌尔
姆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研究人员合
作，招募50名母亲及其不到一岁的孩子为
研究对象。其中，20名母亲生产前后出现
抑郁或焦虑症状，其余母亲心理健康。研

究人员请每对母亲和孩子参加“面无表情
测试”，即母亲先跟孩子玩耍2分钟，然后
切断与孩子的所有互动，面无表情直视孩
子，再过2分钟后恢复与孩子玩耍。先前
研究显示，孩子们在母亲面无表情阶段会
表现出负面情绪增加、社交活动减少、逃
避等行为，例如害怕、大哭等。

按照研究人员说法，女性在孕期和
产后阶段如果出现情绪异常，如易怒、轻
度抑郁、喜怒无常等，可能导致孩子长大
后安全感降低。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出租车兼送外卖成“新常态”
日本国土交通省永久性延长出租车

运送食品许可，以期支持出租车行业扛
住新冠疫情冲击。这意味着日本出租车
兼送外卖成“新常态”。

日本政府先前规定，出租车原则上
只能载客。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租车业
务急剧减少，但民众对外卖等快递需求
大幅上涨，国土交通省因此批准出租车
运营商自4月起增加从餐馆取餐、送餐上
门的临时业务，原定9月底结束。

日本广播协会9月13日以国土交通

省多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鉴于疫情短期
内结束无望，而民众对餐食的外卖需求依
旧旺盛，出租车行业眼下将生存希望寄托
于送餐业务上，且送餐对出租车主体业务
影响不大，在保证货物运输安全等前提
下，政府批准永久保留这项业务。

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说：“使用者和
经营者（对出租车运送食品）的期待很大，
呼声越来越高。”朝日电视台报道，迄今大
约1700家出租车运营商获许送餐，涉及
5.4万辆出租车。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奥地利总理称奥正在经历第二波新冠疫情

安倍“接班人”将直面3大

国际观察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14日举行总裁选举投票，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不出预料以高票当选。他将在16
日召集的临时国会上被推举为日本新首相，接替此前因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的首相安倍晋三。根据相关规
定，日本国会16日将召集临时会议，由众参两院国会议员选出新首相。由于自民党及其盟友公明党在众
参两院均占据多数议席，菅义伟届时将正式成为日本新首相。

在竞选规则和自民党主要派阀的“加持”下，菅义伟当选本身毫无悬念。菅义伟竞选期间以继承安倍
执政路线为主要招牌，但他能否创造另一个长期政权则有不少变数。

安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原定要到明年
9月，菅义伟虽然当选为新总裁，但接下的
只是安倍的剩余任期。明年9月自民党总
裁选举将采用正常选举规则，即基层票数
与国会议员票数相当。这意味着，菅义伟
届时可能再次面临石破茂等人的强力挑
战。作为党内无派阀人士且出身平民，菅
义伟能否巩固党内权力，很大程度取决
于他今后一年间的执政表现。

菅义伟虽然高举继承安倍既定政策的大
旗，但安倍留给他的政治遗产有正有负，难以
一概“继承”。分析人士指出，菅义伟长期担
任安倍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深度参与了安倍
政权各项重要政策的制定，在经济、安保、对
外关系等主要领域的政策框架有望延续。但
同时，安倍执政期间的一些丑闻如森友学园、
加计学园、“赏樱会”等问题未必能在安倍
下台后自动“翻页”，在野党已放风将在
菅义伟内阁上台后继续追究上述丑闻和
菅义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正处于分化
动荡期，各种势力合纵连横，政坛瞬息万
变。作为一个没背景的年轻议员，菅义伟
瞄准了政治世家出身的“新秀”安倍晋三，
认定这支“潜力股”，紧紧跟随、忠心辅佐。

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引退，
安倍是接班人竞争者之一。菅义伟迅速
组织一个横跨自民党内各派阀的团体力
挺安倍，为安倍第一次上台立下功劳。

安倍也投桃报李，破格提拔菅义伟进入
内阁出任总务大臣。一年后，安倍黯然
下台，但菅义伟对跌落谷底的安倍不离
不弃。2012 年，安倍在菅义伟等人支持
下再次上台。他论功行赏，任命菅义伟
为政府二号人物内阁官房长官，此后多
次改组内阁也从没换过。

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被称为首相
“贤内助”，位高权重，但也辛苦，既是政

府各部门工作的总协调人，也是政府的
首席发言人，每个工作日都要召开两场
新闻发布会。

与此同时，菅义伟也利用内阁官房长官
的地位和权力，在党内外扩张影响力。他几
乎统揽政府官僚人事权，栽培了一大批亲
信，将官僚集团牢牢控制在手中。在党内，
尽管菅义伟自称不搞派阀，但有日本媒体称
自民党存在“隐形”的菅派。

咬定安倍不放松

“令和大叔”终上位“平民首相”待出新
菅义伟1948年生于日本东北地区秋

田县一个山村家庭，在当地度过了少年
时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正处在经
济高速发展期，大批农村青年组团赴东
京等大城市务工。菅义伟高中毕业后也
踏上了驶往东京的夜行火车，不过他并
非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因家境贫寒外出务
工，而是因不愿服从父亲的安排继承家
业搞草莓种植而逃离。

由于和父亲闹翻，菅义伟到东京后

无法获得家里资助，在东京的工作也并
不顺利，这让他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
迷惘焦虑中，菅义伟决定考大学。他考
取了学费相对低廉的法政大学，靠勤工
俭学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菅义伟度过了碌碌无
为的一段时间。“那时，我觉得自己这样
的迟早得滚回秋田老家。但在读书和思
考人生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转动这
个世界的，是‘政治’。”菅义伟后来回忆
说。找准人生目标后，他跳槽到一名自

民党国会议员的事务所做了秘书。
从此，菅义伟的人生迎来转机。他

在事务所很快显露头角并被提拔为首席
秘书。在担任秘书的十余年间，菅义伟在
这名国会议员选区所在的横滨地方政界
声名鹊起。他广交各界人士，在当地构筑
起了一张属于自己的政官商关系网。

1987 年，羽翼初丰的菅义伟自立门
户，当选横滨地方议会议员。1996年，菅
义伟以自民党籍在横滨选区当选国会众
议员，跻身国家政治的大舞台。

从农村青年到国会议员

2019年4月，在万众瞩目的新年号发
布会上，菅义伟代表安倍政府宣布新年号

“令和”，由此获得“令和大叔”的绰号。由
于之前的“平成大叔”小渊惠三后来当上
了首相，因此“令和大叔”菅义伟能否当上
首相自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菅义伟此前从未表现出觊觎首相宝
座之意，他自比日本战国时代身居幕后辅佐
兄长丰臣秀吉一统天下的丰臣秀长。但安倍

辞职后，他在几位党内大佬的支持下很快决
定加入接班人竞争。“我一直想做的是丰臣秀
长，但现在，我要力争成为丰臣秀吉。”菅义伟
在一场和自民党员的交流会上如是说。

作为从地方摸爬滚打上来的老辣政
客，菅义伟的政治手腕、协调能力、对官僚
系统的控制力和政策执行力有目共睹。

菅义伟是安倍政权老臣，自己也表示会
继承安倍的政策，不少人认为他将只是一个

延续安倍政权的过渡首相。但菅义伟表示，
他的政府不会只是过渡政权。一些分析家认
为，他会谋求长期执政，在其强项内政方面可
能推出个人色彩强烈的政策，包括经济和政
府监管改革、打破官僚系统“条块分割”等。

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将基本沿袭安
倍外交路线，不过相比保守思想强烈的安
倍，菅义伟外交或更加注重实用主义。
（据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 记者 沈红辉）

从幕后走到台前

（据新华社东京 9月 14 日电
记者 郭丹）

处理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振兴的平衡 处理好“继承安倍政权”的利弊 如何巩固权力基础1 2

天下人物

新年号的
宣布者日后成
为 首 相 的 典
故，似乎早就
预示了“令和
大叔”菅义伟
将登上权力巅
峰。但在世袭
权贵当道的日
本政坛，这位
出身农村、一
步步打拼上来
的“平民首相”
似乎又是一个
“异类”。日本
舆 论 都 在 议
论，他会暂时
过渡还是长期
执政，是会因
袭安倍还是推
陈出新。

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记者
郭丹）日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14
日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被指名
日本首相后不会立即解散众议院重
新举行选举。

当天早些时候，现任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以压倒性优势在自民党总
裁选举中取得胜利。菅义伟在记者

会上否认了在16日被指名为首相后
可能趁热打铁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
选举的有关猜测。他说：“国民最大
的呼声是希望新冠疫情早日结束，日
本经济再次复苏。如果专家认为疫
情没有完全结束，解散众议院这件事
恐怕非常难。”他还表示，即使疫情被
完全控制，应该也不会立刻解散众议

院，而是要根据全局进行判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28日宣

布因健康原因辞职。菅义伟将完成
安倍晋三剩余的自民党总裁任期至
2021年9月。9月16日，日本将召开
临时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菅义
伟作为最大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将
顺理成章成为继安倍之后日本第99

任首相。据日媒报道，菅义伟或将在
16日当天完成新内阁的组建。

针对新内阁组建，菅义伟在记者
会上表示，将按照他的政策方向起用
人才，将有改革愿望、有能力的人聚集
到一起，“共同打造为国民服务的内
阁”。他还就修改宪法、北方领土、政
府机构改革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菅义伟:成为首相后不会立即解散众议院

9月13日，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维也纳出席新闻发布会。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13日表示，该国正在经历第二波新冠疫情，两周前奥地利每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在350例左右，12日已增加到850例以上，预计很快将突破1000
例。他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疫安全规定，减少社交活动，按要求佩戴口罩，尽可能保持
安全距离。 新华社/美联

9月1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获胜后致意。 新华社/美联

日本内阁府8日发布的修正数据显示，受新冠
疫情和国际经济大环境等影响，日本今年第二季度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28.1%，
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降幅，也是日本经济连续第
三个季度下滑。与此同时，日本疫情形势始终处于
“低烧”。日本广播协会（NHK）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13日晚间，日本全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5
万，13日当天新增确诊人数在400名以上。菅义伟
上台后，他将不得不在疫情防控、企业救助、家庭和
个人救济、国家财政健全等方面做出艰难
选择与平衡。此外，明年东京奥运会能
否如期举办取决于疫情防控，关系到经
济振兴，其变数也是新政府的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