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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新总裁菅

义伟 16日在日本临时国会首相指

名选举中顺利当选日本首相，并立

即组建内阁。新内阁将于当晚在皇

宫举行首相任命仪式和内阁大臣

认证仪式后正式成立。

菅义伟内阁共有阁僚 20 人。

从人员构成来看，前厚生劳动大臣

加藤胜信担任内阁官房长官，副首

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

一、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

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环境大臣

小泉进次郎、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以

及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这 8 位

安倍内阁成员继续留任。安倍胞弟

岸信夫首次入阁担任防卫大臣要

职。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菅义

伟内阁看重政权稳定性，继承前任

安倍政策的色彩浓厚。

此外，菅义伟还起用有科技

大臣经验的平井卓也担任数字大

臣，武田良太出任总务大臣。行政

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厚生劳

动大臣田村宪久、法务大臣上川

阳子和国家公安委员长小此木八

郎 4 位阁僚均曾担任过相同职

位。农林水产大臣野上浩太郎、复

兴大臣平泽胜荣、一亿总活跃担当

大臣坂本哲志、防卫大臣岸信夫

以及为筹备 2025 年世界博览会

增设的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为

首次入阁。

日本安倍晋三内阁 16 日上午

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集体辞职，安倍

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告别讲话”视频，回顾任期、感谢

国民。安倍上月 28 日突然宣布因

健康原因决定辞职，本月 16 日是

安倍任期最后一天。

安倍在“告别讲话”中感谢日

本民众对即将组建的新内阁的理

解和支持，表示自己将作为一名国

会议员，支持新任首相菅义伟及新

内阁的工作。安倍还谈及自己的健

康问题，说在药物帮助下，自己正

在逐渐恢复。

安倍说：“在我再次当选后，

我每一日都全身心投入经济复苏

和外交事业，以保护日本国家利

益。在这一时期内，我和国民一起

经受各种挑战，我为自己自豪。”

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安倍回顾

自己执政生涯。他说：“很遗憾，我

们的一些目标没有实现。”媒体分

析，他所指的明显是修改和平宪法

一事，而对于这一目标，他的继任

者菅义伟似乎不太热切。

“不过，我们得以作出尝试，

实现了其他一些目标。”

安倍 2006 年 9 月首次当选

首相，次年 9 月辞职，2012 年 12

月第二次上台执政，连续在任时间

7年 8 个多月，无论任职总时间还

是连续任职时间，都创下日本历史

最长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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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一个萝卜一个坑，菅义

伟内阁有前朝老臣，也有出身世家

的新?，如何解读其中玄机？

蒋丰：在此前自民党总裁竞选

的三位候选人中，只有菅义伟打出

了全面继承安倍政权的旗号。而新

内阁中，就有多位上届安倍内阁及

过往曾在安倍内阁任职的阁僚，包

括从防卫大臣改任新内阁行政改革

大臣的河野太郎、新上任的法务大

臣、厚生劳动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

等。21人的新内阁竟有12位安倍

旧阁僚，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

如果没有安倍的支持，菅义伟不可

能上位，他最大的回报就是让安倍

亲兄弟岸信夫出任防卫大臣，现年

61岁的岸信夫长期在外交、国防部

门担任要职，多次从事众议院的工

作，将来很可能担任首相，当年安倍

外祖父岸信介及其弟佐藤荣作先后

担任首相的历史可能重演。菅义伟

政治上的回报也体现在让经济产业

大臣梶山弘志留任，其父是菅义伟

的政治恩师，此次担任国家公安委

员长的小此木八郎，其父正是菅义

伟政治上的首位贵人。

徐静波：从人员构成和数量上

来看，基本上就是老臣当道，最大的

黑马是岸信夫。就现阶段而言，菅义

伟面临的“三座大山”是新冠疫情、

经济复苏、东京奥运会。如果这“三

座大山”扛不过去，他很难在明年9

月自民党总裁新一轮选举中胜出。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内阁构建中，

他很注意平衡各个派别的利益，同

时也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

顾问：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

来，日本政坛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

似乎成了历史，菅义伟带领的自民

党会否保持这种势头？在内外政策

上有没有明确思路？

蒋丰：在安倍之前，战后日本

为期较长的三个政权是佐藤荣作、

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佐藤荣

作过后的五个政权少则一年半，多

则不满两年半，中曾根康弘过后的

四个政权最长不超过两年零三个

月，小泉纯一郎过后的三个政权每

人只做了一年。从历史规律来看，

自民党长期执政过后，留下的必定

是一串短命的政权。从年龄上来

看，菅义伟毕竟年过七旬，大家之

所以选他接任，估计也是看准了他

这个岁数不可能在位太久。

他上位后抓紧处理的应该是

内务。日本官僚机构有个通病，各

部门老死不相往来，这一制度弊病

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无

遗。他让河野太郎担任行政改革大

臣，意在让对方打破旧制度，再由

自己建立新制度。外交上，他特别

强调要和中国、韩国发展稳定的关

系，但关键还是得看美国对日本施

加多大压力，也要看到新内阁中的

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行政改革大

臣都是对华不友好人士，这些人的

存在会给菅义伟政府对华政策带

来变数。

徐静波：民主党上回执政是在

2009 年至 2012 年间，先后产生

了三位首相。该党当时存在三大问

题，一是执政经验不足，二是应对

3·11 大地震乱套，三是党内分裂。

尽管几经重组，但还是没有亮点和

号召力。自民党长期执政是长期态

势，日本不可能出现类似美国那种

两党轮流执政的钟摆现象。

无论是在处理日中、日美、日

韩、日欧等关系上，还是在主办

G20 过程中，菅义伟都是主要的

策划者和立案者。若论外交政策，

他堪称行家。稳定的对华关系是安

倍内阁反复强调的路线，相信菅义

伟还会继承。作为前内阁官房长官

和政府发言人，在涉华、涉美等问

题上，他的用词都比较委婉和中

立。另外，菅义伟首相诞生剧的总

导演是自民党总干事二阶俊博，二

阶俊博是田中角荣最得意的门生，

多年来一直是亲华派的代表人物，

想必会对菅义伟产生很大影响。

顾问： 因病卸任的安倍还有没

有政治宏愿？ 会作为“垂帘听政”的

“太上皇”，还是安心养病，远离政治？

蒋丰： 我注意到他在 8月 28

日辞职讲话中的两个关键词，一是

治病需要“新药”，二是卸任后需

要一段时间“静养”。安倍所得的

溃疡性大肠炎属于日本 198 种

“难病”，“难病”对应中文是不治

之症。安倍前两天对外表示，服用

新药效果甚佳。我解读他的潜台词

是：这个病不是不治之症，大家给

我一段时间，我还会回来。菅义伟

明确表示，在外交事务上，他一方

面会配合外务省，另一方面会不断

向安倍请教。这其实就有“太上

皇”和“垂帘听政”的意思，也将

为安倍再度复出做好铺垫。

徐静波：我认为安倍“梅开三

度”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菅义伟

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有自己的政治

目标和野心，在延续安倍基本路线

的同时，他还将对国家行政进行改

革，如果改革成功，国民话费大大

降低、更多人纳入医保，老百姓对

他的支持度一定会上升，到时如果

安倍还想重回宝座就不占优势。从

安倍的角度来看，两次辞职都是因

为病情发作，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复

发。

菅义伟上任
对外政策保留安倍底色？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昨天，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当选日本第 99代首相，新任内阁官房长官

加藤胜信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安倍内阁中留在内阁但改任其他职务的共

3?，安倍内阁中留任原职的共 8 ?，再次入阁的共 4 ?，首次入阁的共 5

?。菅义伟内阁班底为何保留安倍底色？内外政策是否也将继承安倍路线？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 蒋 丰

亚洲通讯社社长 徐静波

顺利当选日本首相
菅义伟组建新内阁

● 环球速递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年轻黑

人女性布伦娜·泰勒 3 月在肯塔

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家中遭警察

“误杀”，抗议浪潮迄今难平。市

政府 15 日与泰勒家属达成民事

和解，赔付对方 1200 万美元，并

承诺改进当地警察执法。

不过，这不足以平复美国种族

歧视受害者的伤痛。泰勒的亲属及

黑人权益团体说，要扭转美国种族

不平等现状，还需更多改变。

“请继续说出她的名字。”泰

勒母亲塔米卡·帕尔默在一场发

布会上呼吁。“说出他们的名字”

是美国传统及社交媒体兴起的抗

议种族歧视运动，呼吁关注死于

执法不公的受害黑人个体遭遇。

据新华社报道 《科学美国

人》杂志 15 日宣布为美国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背书，理由

是拜登提出的卫生、经济和环境

计划“基于事实”，而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排斥”科学。

这是《科学美国人》创刊

175 年来首次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背书。

“我们并非草率作出这一决

定，”《科学美国人》10 月刊一

篇社论写道，“特朗普已严重损

害美国和美国民众，因为他排斥

证据和科学。”社论称，特朗普应

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凸显其“不诚

实、无能”。

【时局】

科学杂志就大选“站队”

【社会】

美警误杀黑人赔千万

据新华社报道 印度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 16 日突破 500 万例，

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累计确诊

病例超过 500万例的国家。

印度卫生部 16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过去一天印度新增确诊

病例 90123 例，累计确诊病例

5020359 例 ；新 增死 亡 病 例

1290 例，创下单日新增死亡病

例数新高，累计死亡病例 82066

例。

据《印度时报》统计，疫情暴

发至今，印度每新增百万病例所

用时间不断缩短，达到首个百万

病例历时 167 天，之后每增加

100 万例病例分别历时 21 天、16

天、13天和 11 天。

【疫情】

印度确诊病例破500万

9? 16 日，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众议院，自民党总裁菅义伟（中）起身致谢。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