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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媒体 8 月 31 日报道，执

政党自由民主党定于 9 月 14 日

选举党总裁，接替因健康原因宣布

辞职的首相安倍晋三。日媒两项民

意调查显示，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

最受公众欢迎的安倍继任人。

安倍上周因健康状况不佳宣

布辞职，拉开继任人竞争大幕。

日本共同通讯社 8 月 29 日

和 30 日就 5 名热门继任人选展

开电话民意调查，大约 34%的调

查对象认为石破茂是下任首相合

适人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以

14%支持率排名第二，现任防卫

大臣河野太郎以 13.6%紧随其

后，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 10.1%。

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周

末公布联合民调显示，石破茂以

28%的支持率居首，河野太郎

15%，菅义伟 11%排第四。自民党

政务调查会长、前外务大臣岸田

文雄已宣布参选，但在上述两项

民调中支持率居末位。

路透社报道，上述民调凸显公

众与自民党内部政治势力的意见

分歧。日本媒体报道，菅义伟一直

是安倍的左膀右臂，竞选自民党总

裁有望获得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

博派系和其他主要派系支持，在党

内处于优势地位。菅义伟 8月 31

日以政府首席发言人身份主持例

行记者会，被问及自民党总裁选举

时，拒绝发表意见。

日本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

生，由于自民党占日本议会多数席

位，其总裁将自动成为首相。安倍

本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原定明年 9

月结束。他辞职后，自民党将提前

举行总裁选举，新当选总裁将完成

安倍剩余首相任期，直至明年秋季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日本富士新

闻网报道，自民党总裁选举将在东

京一家酒店举办，而非自民党总

部，以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

石破茂还没有宣布是否参选

自民党总裁。一旦参选，他将面临

一场硬仗。石破茂时常直言批评安

倍，在 2018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

间质疑安倍外交政策，在自民党内

不太受欢迎。

“石破茂似乎不具备推动日

本朝新方向发展的魅力或眼界，”

日本多摩大学战略规则制定研究

中心副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说，

“他似乎永远是 2号角色，负责履

行老大所作承诺。”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

9 月 2 日赴近日爆发反种族歧视

示威的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视察。

威斯康星州州长称特朗普此

行“只会添乱”，特朗普等共和党

人则指责民主党籍地方政府官员

“无能”、没能制止暴力。

基诺沙市警察 8月 23 日开枪

击伤一名黑人男子，引发当地连日

示威，其间出现暴力。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 8月 29

日说，特朗普定于 9月 2日赴基诺

沙市，“与当地执法部门（人员）见

面，查看最近骚乱造成的损失”。

威州民主党籍州长托尼·埃弗

斯致信特朗普说：“我担心，你的

到来只会……妨碍我们克服分歧、

一致前行的工作。”

副州长曼德拉·巴恩斯接受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说：“我不知道他打算如何在这里

帮上忙，我们现在绝对不需要。”

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籍众议员卡伦·巴斯做

客 CNN 节目时说：“他（特朗普）

此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煽动，

让事情更糟。”

基诺沙市黑人男子雅各布·布

莱克 23日遭警察近距离开 7枪击

中后背。布莱克的律师说，他已经

瘫痪。3名涉事警察已被停职。目

击者说，布莱克没有持武器。市警

察工会说，警察几次命令布莱克放

下刀，布莱克不配合还“动手”。威

州司法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白宫宣布特朗普将赴基诺沙

市之前，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他可能会去基诺沙市，“地方

政府最终同意（向基诺沙）派入

国民警卫队……几分钟内，国民

警卫队就清空所有人，那里安全

了”。

8月 23 日至 25 日三天夜间，

基诺沙市一些示威者点燃汽车，毁

坏商铺等建筑，警方发射催泪瓦

斯，逮捕数十人。一名 17 岁白人

25 日晚开枪射击，致使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这名未成年人自称从外

地赶来，为“保护人们和商铺”。截

至 28日，威州政府在基诺沙市部

署 1000 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

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将赴基

诺沙市的抨击，白宫发言人迪尔

30日说：“唯一要为我们街头的暴

力和骚乱负责的是自由派政客

（民主党人） 和他们无能的政

策。”

代表威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

议员罗恩·约翰逊指责民主党人

“纵容犯罪分子”。他做客CNN节

目时说：“当你不为制止骚乱做任

何事或几乎不作为时，当你鼓励犯

罪分子和无政府状态时，人们失去

生命。”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媒体 8 月 31 日曝光的一

份政府报告显示，如果暴发第二波

新冠疫情，一种 “合理的最差情

形”是再有超过 8.5 万英国民众病

亡。

这份报告由充任政府顾问的紧

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上月撰写，旨

在协助英国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准

备应对第二波疫情。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报告列

出一种“设想、而非预测”的情形，

即英国各学校维持开放，但其他多

项“封城”措施 11 月起重启并保

留几个月。报告模型同时基于一种

判断，即追踪并隔离新冠感染者及

其密切接触者仅能有效阻断 40%

的新冠病毒传播链。

依据模型估算，今年 7 月至明

年 3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合计

将新增 8.1 万新冠病亡病例，苏格

兰 2600 例，北爱尔兰 1900 例。

最新模型显示，今冬疫情存在

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不过，上述数

据比上月早些时候一份报告所预估

的 12万人病亡数字低。

报告同时预测，届时可能大约

2.4%染疫者需要入院治疗，最坏情

况则可达 8.9%；入院患者中大约

20%可能需要重症监护，最低和最

高比例分别为 1.5%和 35.3%。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

计，截至北京时间 8 月 31 日 8 时

左右，全球累计新冠病例突破 2500

万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确诊病例超 599 万例。英国累

计病例逾 33.4 万例，病亡病例约

4.15 万例；8 月 30 日报告新增逾

1700 例确诊病例，创 6 月 4 日以

来最高纪录。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担考克 8

月 30 日告诉《泰晤士报》，英格兰

地区乃至英国全国可能因第二波疫

情重启大规模“封城”措施。英国医

疗卫生系统需要面对的一种“合理

最差情形”是同时应对新冠病例激

增和流感暴发的局面。

担考克还预估，有效的新冠疫

苗可能“明年某个时候”才能问世。

另一方面，国际科研人员已警

告，如果美国迫于政治压力，急于在

11 月 3 日美国总统选举前宣布成

功研制疫苗，可能危害公共卫生安

全。

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理查德·皮

托说，分发一种效力不高的疫苗可

能致疫情恶化。皮托告诉英国《卫

报》，眼下的新冠疫苗研发受到带

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

风潮推动，大家都想第一个成功研

制疫苗，“这真的会增加评估其他

疫苗的难度”。“我们确实需要找到

一种有效疫苗并且速度要快，（但）

我们需要能够有力证明其有效性的

证据”。

皮托所在的世卫组织“团结试

验”项目疫苗专家组上周致信英国

《柳叶刀》杂志。专家在信中警告：

“如果当局误以为采用一种低效力

疫苗可大幅降低感染风险，或接种

者误以为他们从此免疫，那么推广

这种疫苗可能实际上会使新冠疫情

进一步恶化。”

据新华社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8 月

30 日在耶路撒冷表示，以色列目

前正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就关系正

常化问题开展“秘密对话”。

内塔尼亚胡当日在耶路撒冷

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和美国总统高

级顾问库什纳。内塔尼亚胡在会谈

中说，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关系正常化为以色列与更多阿

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

路。他表示，目前以色列正与多个

阿拉伯国家开展“秘密对话”。

奥布莱恩表示，以色列的安全

仍然是美国的“最高优先”，他认

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前

景光明。库什纳表示，以色列与阿

联酋关系正常化为两国经济、安全

和宗教合作铺平了道路。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日说，奥

布莱恩与库什纳将参加由以色列国

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梅厄·本-沙

巴特带领的代表团，于 8月 31日

飞赴阿联酋，就以色列与阿联酋在

航空、旅游、贸易、经济、金融、卫生、

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会谈。

英预估第二波疫情或致8?多人病亡
英国卫生大臣还预估，有效的新冠疫苗可能“明年某个时候”才能问世

特朗普将赴示威地视察
地方政府：来了只会添乱

日媒民调显示：

石破茂是安倍最热门继任人

以称正与多个阿拉伯国家
就关系正常化“秘密对话”

●

8? 30 日，华盛顿暴发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