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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是安倍晋三自 2012 年底
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连续在位的第
2799天。也是这一天，他打破了日本首
相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纪录。然而，短短
4天后，安倍因溃疡性肠炎复发，突然宣
布辞职，令人愕然。

为了避免出现政治真空，日本自民
党很快确定了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自
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和自民党前
干事长石破茂 3位候选人，正式打响了
新总裁选举战。

投票将在9月14日举行。胜出者将
接替安倍，完成剩余首相任期，直至
2021年秋季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

三人对决，谁有望成为安倍接班人
呢？

菅义伟：出身农家的他赢面最大？
3位候选人中，安倍老臣菅义伟优

势较为明显。
菅义伟，71岁，现担任日本内阁官

房长官，自2012年底以来一直是安倍的
左膀右臂，身处最高决策层近 8年。他
虽然没有加入任何派系，但在自民党内
影响力不可小觑。

与许多其他出身于政治世家的政客
截然不同，菅义伟出生于日本秋田县的
一个草莓种植户家庭，高中毕业来到东
京。在纸箱工厂靠打工攒学费，后考入
法政大学。

菅义伟普通家庭的出身让他博得了
不少民众的好感。在竞选演讲中，他说：

“我几乎是从零开始。50多年前刚刚到
东京的我应该无法想象今天的自己。像
我这样的普通人，只要努力也能立志成

为首相。”
自菅义伟宣布参与自民党总裁竞选

以来，自民党党内7派系中有5派系都已
团结在他身后。手握约八成国会议员支
持，菅义伟领先优势明显。日本媒体普
遍预测，菅义伟获选新一任自民党总裁
的几率最高。

在政策的未来走向上，菅义伟已明
确表示，将继承安倍内阁时期的内政外
交政策，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寻求在防控
疫情和重启经济之间找到两全之策。

但与擅长首脑外交的安倍相比，在
外交经验方面，菅义伟仍有很大差距。
在国防和财政掌控上，他也需要更多展
示自己的理念。如何体现“菅义伟色
彩”，或将成为一项难题。

岸田文雄：有支持，欠存在感
岸田文雄，63岁，出身于政治世家，

靠给众议员父亲当秘书进入政坛。他先
后担任过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外务大
臣、防卫大臣等职。他领导的岸田派共
有 47名国会议员，是自民党内大派。

岸田文雄积极肯定安倍内阁的成
就，但认为有必要对“安倍经济学”进行
修正。他提倡建立“贫富差距小的富裕
社会”，计划纠正“安倍经济学”的消极面。

岸田文雄谙熟政策，作风稳健，能平
衡自民党内各派势力，此前一直被视为
安倍的继任者，但欠缺存在感，舆论影响
力不强，政策主张在民众中缺乏存在感
和影响力。

即便在岸田派内部，也有人认为他
缺乏领导气场。这让自民党内部分党员
担忧，日后众议院选举时缺乏足够强大

的门面支撑。
石破茂：极具个性的“草根政治家”
石破茂，63岁，是个极具个性的日

本政治人物。
石破茂是自民党内反安倍势力的代

表，既有担任防卫大臣、农林水产大臣等
内阁职务的经历，也有担任自民党干事
长等党内要职的经历，在自民党基层党
员和普通民众中人气很高，因此也被称
为“草根政治家”。

石破茂主张社会变革，力图改变东
京一极化、实现经济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认为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潜力，并
称安倍政权留有“负面遗产”，新政权需
要得到国民的“认同和共鸣”。

然而，石破茂长期与安倍对立，缺乏
大派阀支持。石破派也只是自民党内小
派系，只有19名国会议员。这次自民党总
裁选举或因时间紧迫，跳过地方党员和支
持者投票，这对石破茂当选极为不利。

防控疫情、复苏经济、筹备奥运……
新首相将要承接的包袱不轻。

经济方面，本月8日，日本将第二季
度经济增速由之前的萎缩 27.8%修正为
萎缩28.1%。这是自1955年以来日本经
历的最大经济跌幅。如何在控制新冠肺
炎疫情的同时复苏遭到沉重打击的经
济，无疑是未来日本新首相的当务之急。

外交方面，日韩关系紧张、日俄领土
争议等都悬而未决。此外，新首相还要继
续筹备被推迟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重重挑战之下，无论谁接棒，恐怕都
“压力山大”。
（综合来源：新华社环球时报央视网等）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英国阿斯
利康制药公司12日宣布，该公司已恢复
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一款新冠疫
苗在英国的临床试验。

据美国斯塔特网站 8日报道，一名
英国受试者在接种这款名为 AZD1222
的疫苗后，出现“疑似严重不良反应”，导
致临床试验暂停。阿斯利康公司当时在
一份邮件声明中表示，因有受试者出现

“可能无法解释的疾病”，公司已主动暂
停疫苗接种并启动审查程序，该做法属
于“常规操作”。

牛津大学介绍，全球已有1.8万人在
临床试验中接种了这款疫苗，而在这样
的大型试验中，一些受试者出现不适在
预料之中，研究人员会仔细分析每例病
例，以确保疫苗安全性。

阿斯利康公司说，该公司6日即暂停
了其在全球多地开展的新冠疫苗临床试
验，以便由独立委员会审查相关安全性
数据。如今审查程序已完成，疫苗安全
性获得了独立委员会和英国药品与保健
品管理局的认可。公司将继续与其他国
家卫生监管机构合作，以尽快确定何时
恢复在这些国家的疫苗临床试验。

在阿斯利康宣布暂停这一候选新冠
疫苗接种前，疫苗已在美国启动 3期临
床试验，在英国、巴西和南非也已进入后
期临床试验阶段，按原计划还将在日本
和俄罗斯启动临床试验，预计这些试验
累计在全球招募多达5万名受试者。

虽然疫苗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欧

盟、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多地有
关部门和企业已宣布与阿斯利康达成协
议，以在临床试验成功后获得该疫苗或
其生产许可。

全球疫苗研发正在提速。疫苗研发
是一项耗时久、高风险、高投入的工作。
在经历前期设计、动物实验后，候选疫苗
还需经过共三期临床试验，其中 1期临
床重点是观察安全性，受试者可以是数
十或上百人；2期临床进一步确认有效
性和安全性，并确定免疫程序和免疫剂
量，受试者一般数百人甚至更多；3期临
床将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确定疫苗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需要的样本量更大。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疫情之初预计，
即便一切顺利，疫苗研发也需12至18个
月时间。该机构近期数据显示，全球新
冠疫苗研发在“提速”。截至 8月底，全
球有 100 多种新冠疫苗处于研发过程
中，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候选新冠疫苗
达30种。

AZD1222疫苗项目是英国进展最快
的疫苗项目。英国政府对其寄予厚望，
不但提供资金支持，也在监管层面做出
调整，提升疫苗的验证审批效率。英国
卫生大臣汉考克日前表示，这款疫苗“最
有可能”在2021年初投入使用。

俄罗斯“卫星V”疫苗 3期临床研究
已于8月25日开始，约4万人参加，预计
将有20家医院追踪观察疫苗效果，跟踪
研究时间将持续到2022年12月31日。

英国《柳叶刀》杂志本月4日刊载的

“卫星V”疫苗 1期和 2期临床试验结果
显示，注射疫苗的志愿者均产生了稳定
的免疫应答。与新冠患者相比，这些志
愿者的抗体水平高出 40%至 50%，未发
现严重不良反应。

美国也已启动数款候选疫苗的 3
期临床试验，包括美国生物技术企业
莫德纳公司研发的 mRNA-1273 疫苗、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一款 mRNA 疫苗
等。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
安东尼·福奇 11日表示，新冠疫苗有可
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面世，但疫苗的大
规模分发、大部分人群接种估计至少要
等到明年年中或年底。

截至8月底，中国4款新冠病毒疫苗
已开启国际3期临床试验，预计最快可在
11月前获得初步数据。根据已经结束的
1期、2期临床试验结果，多款新冠病毒疫
苗体现出良好的安全性，也显示出抗体
有效性。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 12日 15时 59分（北京时间 21时 59
分），全 球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28329790例，死亡911877例。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有效疫苗正式问
世之前，任何国家都无法安然无恙。要
想充分利用包括疫苗在内的疫情应对工
具，关键是要实现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
的团结协作。

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12日电 特朗普
政府强推的美国人毛里西奥·克拉弗-卡
罗内12日当选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打破了
这一机构 60多年来由拉美国家公民担任
行长的惯例。近年来，美国奉行“新门罗主
义”，不断加大对拉美地区干涉钳制力度，
破坏地区合作与发展，其强权与霸凌行径
受到该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指责。

特朗普政府的“新门罗主义”政策表现
之一在于，无视国际规则，公器私用，鼓噪

“美国优先”，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根据
历史惯例，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一直由拉美
国家公民担任。特朗普政府强行改变推选
规则，推举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拉丁美洲事
务高级顾问、古巴裔美国人克拉弗-卡罗内
担任美开行行长。克拉弗-卡罗内以对古
巴和委内瑞拉态度强硬出名，美国政府将
其推上美开行行长之位的用意路人皆知。

此前，拉美和西班牙 6名前政要已联
合发表公开信，要求推迟选举，抨击美国这
种“任性的、强加于人的”做法。公开信表
示，美国主导的美开行行长选举“缺少合法
性”，应当“视为无效”。美国《外交政策》网
站刊文说，克拉弗-卡罗内当选，“地区多
边主义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倒退”。

“新门罗主义”政策表现之二在于，滥
用制裁和施压，培植代理人，赤裸裸干涉拉
美国家内政，甚至策动政权更迭。委内瑞
拉定于12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日前，委内
瑞拉政府宣布赦免包括反对派人士在内的
110人，旨在促进和解，让更多人参与议会
选举。然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却对此冷
嘲热讽，说赦免“不公平”。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全力
扶持反对派“临时总统”，公开宣称要推翻
委内瑞拉现政府。在委国内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关键时刻，美国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升级对委制裁，这种做法令国际社会不
齿。此外，在玻利维亚问题上，美国借美洲
国家组织之手干预其大选，造成玻利维亚
政局长时间混乱。

“新门罗主义”政策表现之三在于，固
守零和思维，强化“后院”意识，阻碍拉美国
家对外合作。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美
国全球收缩战略的大背景下，不断强化在
拉美的势力范围意识，阻挠他国涉足，对平
等互利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合作抛出“债务
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谬论，妄图阻挠中拉
进行互利共赢合作。在中拉共建“一带一
路”的累累硕果面前，这些谬论不攻自破。

拉美国家不会忘记，在美国内新冠肺
炎疫情愈演愈烈之际，美移民当局不顾中
美洲国家反对，甚至在没有对移民进行检
测的情况下，强行向中美洲国家遣返大量
移民，加剧了这些国家抗疫的难度。而中
国则同拉美多国举行视频会议，分享抗疫
经验，并援助抗疫物资，书写了中拉命运与
共、携手抗疫的时代高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特朗普政府以
“自由平等”之名行“美国优先”之实，蓄意
破坏地区及全球合作，阻碍他国发展，妄图
长久控制拉美地区。然而，拉美人民谋求
发展进步之心不可违，美国强推“新门罗主
义”只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反感与反对，直至
日暮途穷。

今日谁将成为安倍接班人
“新门罗主义”

不得人心

英国新冠疫苗恢复试验 想找“解药”为啥这么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