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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说，数
以千计加油站 26日卖光燃油。因

卡车司机严重不足冲击物流运
输、引发供应链危机，英国近期加
油站缺油现象严重。

汽油零售商协会代表将近

5500 家独立加油站。按这一组织
的说法，大约三分之二会员加油
站报告燃油售罄，其他加油站的
燃油“部分见底，即将卖光”。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7 日表
示，孟晚舟女士的平安回国，是中国
党和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国
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这也再次充
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
强大中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
的坚强后盾。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
女士终于于 9 月 25 日晚顺利回到
了祖国。国人很振奋，国际媒体也都
予以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
的胜利。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孟晚舟事件是一
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构陷和政治
迫害，目的是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
中国高技术企业。“经过中国政府不

懈努力，孟晚舟女士终于平安回到
祖国。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高兴。”
她说，2018 年 12 月初孟晚舟

被无理拘押后，中国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中国外
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使馆，驻
温哥华总领馆，在各个层级、各种场
合全力开展工作，向孟女士提供领
事保护和协助，向美加提出严正交
涉，要求撤销对孟的错误指控，尽快
让她平安回国。其他有关部门也做
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中国人民
鼎力支持，予以声援，有关要求加方
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晚舟的网络联署
活动很短时间里就获得了 1500 万
人签名。
“25 日晚，孟晚舟平安回家的

消息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
上就获得 4 亿点赞，超过美、加两

国人口总和。这两天，有一些青年大
学生自发来到外交部门口送上鲜
花，表达对中国政府营救孟晚舟女
士回国的感谢，表示为祖国由衷感
到骄傲和自豪，这令人感动。正如孟
女士所说，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
她今天的自由。”华春莹说。
华春莹表示，孟晚舟女士的平

安回国，是中国党和政府不懈努力
的结果，是全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
果。“正义也许迟到，但绝不会缺
席。这也再次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的强大中国，永远是每
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中国党
和政府具有坚定的意志、强大的能
力，坚决维护中国公民、中国企业的
正当合法权益，坚定维护党和国家
的利益和尊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挡中国发展前进的步伐。”她说。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 29
日举行，前期投票意向调查显示，四
名候选人可能都无法在第一轮投票
中获得过半数选票，最终赢家要到
第二轮决胜投票见分晓。
眼下，支持率靠前的两名候选

人中，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在地方选情占优势，而前外务大臣
岸田文雄获得更多国会议员支持。

共同社 25 日和 26 日开展电
话调查，汇总有投票资格的普通自
民党员和党友（即不受党章约束的
党外支持者）的投票意向。结果显
示，47.4%的党员和党友认为河野

最适合接班，其次是岸田，所获支持
率为 22.4%；另外两名女性候选人
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代理
干事长野田圣子支持率分别为
16.2%和 3.4%。
另据共同社对自民党籍国会议

员的调查，岸田支持率领先，为大约
三成，河野、高市所获国会议员支持
率均超过两成。

根据自民党选举规则，382 名
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 1 票，各地
普通党员和党友所投票折合为 382
票，两者合计 764 票，得票过半者
当选总裁。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无人
得票过半，得票数前两名的候选人
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决胜投票中，

382 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 1
票，47 个都道府县的代表各投 1
票，得票多者当选。
日本媒体分析，河野可能在第

一轮投票中获得最多选票，与第二
名进入决胜轮，但如果遇上岸田，则
对他不利。有分析指出，为避免与岸
田对决，河野阵营试图分出部分议
员票，第一轮投给高市，以促成高市
与河野最终对决。河野 26 日驳斥
那是“假新闻”。
据共同社报道，自民党总裁选

举迄今有过 4次决胜轮投票。在第
一轮投票中得票领先，但在决胜轮
失利的情况有两次，包括前首相安
倍晋三 2012年竞选党首那一次。

晨报记者 顾文俊

德国大选已决出结果。没
有超出此前民调预测，社民党
与肖尔茨赢得组阁权。但令外
界感到意外的是， 最后阶段，
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差距只有

一点多个百分点，社民党只能
说是险胜。这意味着没有一个
政党真正可以领袖群伦、深得
民心。

尽管人们对默克尔恋恋

不舍，但是，默克尔时代即将
落幕，这是不争的事实。 后默
克尔时代，德国能不能出现类
似默克尔这样 “近乎伟大的”
总理，估计谁都不敢奢望历史
再造传奇，大多数德国人只希
望国家能够相对稳定地进入

新的时期。
有意思的是，默克尔赢得

了极高的支持率， 默克尔力
挺的候选人拉舍特却没能在

大选中获得认可， 默克尔所
在的政党基民盟也没能走出

颓势。 更有意思的是，财长肖
尔茨虽然不属于默克尔的阵

营， 他却热衷于模仿默克尔
的菱形手势， 行事风格也犹
如默克尔的翻版， 选民从他
身上看到默克尔的影子 ，默
克尔本尊却没有支持他 ，因
为不是一个党派。

作为旁观者，我们更加确
信， 中间路线就是默克尔时
代的最显著的执政风格 ，它
使得联盟党与社民党已经越

来越模糊分歧。 只要务实理
性，不管是哪个党，都可以掌
舵德国这艘大船。 既然分歧
不明显， 那么二党携手就是
最佳的选择， 可惜社民党不
乐意，因为默克尔时代，社民
党总是充当绿叶， 很多政策
的果实都算在了默克尔和联

盟党的账上。
肖尔茨领导的社民党，此

番要与绿党和自民党这两个

较小的政党共同组阁，建立一
个三党联盟。 之所以是三党，
是因为任何两党的支持率加

在一起都不可能超过 50%，就
算社民党此刻反悔，愿意与联
盟党两强携手，这两大传统大
党加在一起的支持率也只有

49.8%， 德国政坛的分化实在
是太严重了。

社民党上一回领衔执政，
那还是在施罗德时期， 显然
是在前默克尔时代。 它的很
多国内政策为社会的福利种

下了因， 此后由默克尔领导
的政府摘下了果。 这当然是
党际间的纠纷， 中国人更关
注的还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尤

其是对华政策，在这方面，所
幸两党的主流意见都还比较

务实，施罗德对华、对俄就比
较亲近， 默克尔 2005 年上台
之初对华、 对俄都还有些攻
击性， 这从她严词批评所谓
的中国人权问题、 民族问题
上就能看出来， 也能从她上
任次年访问莫斯科时顺带与

俄反对派会面也能看出来 ，

但时间一长，务实理性的一面
占了上风，让她看到了德国应
当在东西方之间发挥的中间

作用，也让她确信德国和欧盟
的利益所在。

这种务实主义作风能否

为继任者所传承，如果只以新
总理肖尔茨作为考察对象，问
题应该不大，德国对华政策以
及接下来的中德关系也不会

令人担忧。 但是，绿党与自民
党的参与执政，就使得这种前
景蒙上很大的阴影， 因为这
两个党对华立场都比较强

硬， 而且它们在这次大选中
获得的支持率加在一起 ，与
社民党平起平坐。 这意味着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 它们有
可能携起手来， 与社民党分
庭抗礼。 在当前中美大国博
弈的大背景下， 从欧盟的层
面也已出现不少呼吁对华遏

制对抗的声音， 社民党即便
不受政府内部杂音干扰 ，也
不会像过去那样对华秉持应

有的理解和尊重。
默克尔即将退出政治舞

台了，只不过还要再坚守一段
时间，为看守政府效力。 一旦
肖尔茨与他的内阁小伙伴们

各就各位，默克尔的看守政府
总理身份也就自动终结。十六
年执政生涯，十年中德关系的
黄金期，十年德国经济的光辉
岁月，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成
绩已经满满。 不足当然是有
的， 缺憾也会被人去诟病，但
是， 她在一场场危机面前，总
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足以证明
她的老道和杰出，也足以令德
国政界的那些须眉自叹不如。
笔者作为中国国际新闻工作

者中的普通一员， 自从业以
来，就赶上了默克尔时代德国
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从全球金
融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后
来的乌克兰危机、 难民危机，
以及最后的新冠疫情，默克尔
当总理虽然当得够长， 但是，
没有一个任期不是与危机相

伴。
默克尔即将完成她的使

命，光彩地落幕。 德国的内政
外交也将调整步伐， 调整风
格， 在新的内外环境中启程。
老百姓求稳，稳中求进，政治
家同样也不应造次。 可以预
见，新政府执政初期，中德关
系少不得又会出现一些波折，
一些不测，就像默克尔的第一
个任期那样，对中国尚缺乏了
解， 也不愿听取前人的意见。
肖尔茨与绿党和自民党的组

合，同样与中国缺少深入的交
流，也不会遵循默克尔的政治
遗言。 但是，德国的国家利益
在那儿，中欧的大国关系在那
儿， 世界变局的大势在那儿，
谁都不能逆势而为。默克尔的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基础和
实质，就在于对势的捕捉和左
右逢源。希冀德国未来的新总
理和新内阁也能早日领会中

欧共同的价值以及这个时代

的要义。

德国新政府组阁在即
能否继承默克尔外交遗产存疑

外交部发言人就孟晚舟平安回国表态

强大中国永远是
中国公民坚强后盾

英国数千加油站无油

民调显示四名候选人可能都无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

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备战决胜轮

9月 26 日，英国一家加油站内挂起了燃油售罄的标牌。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