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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接班人”
出炉 菅义伟直面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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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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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总统
14 日在索契会晤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4
日在俄著名旅游城市索契举行会晤。这是卢卡申
科在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
国内大规模抗议尚未平
息的情况下第一次出国访问。此次会晤备受舆论
关注，
但俄白双边关系特别是两国一体化建设能否
在此次访问后取得系统性推进，
还有待观察。

联手对抗西方国家施压
9 月 14 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庆祝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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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无悬念

执政有挑战

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菅义伟得票优势明显，在总共
534 张有效选票中获 377 票。两位竞争对手中，自民党政务
调查会长、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得票 89 张，自民党前干事
长石破茂获 68 票。
安倍 8 月 28 日宣布辞职后，自民党为避免“政治空白”，
决定启动紧急选举方案。这一方式使得自民党国会议员在
选举投票中权重突出。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紧急选举方案有利于获得党内主
要派阀支持的菅义伟，不利于在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更有人
气的石破茂。
从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整个过程即可看出，菅义伟的“先
发”优势相当突出。在安倍宣布辞职后，菅义伟在第一时间
取得自民党实力人物、干事长二阶俊博的支持。安倍则在
综合权衡政权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后，放弃了此前许诺岸
田文雄的“禅让式”交接班。
菅义伟竞选展现强劲势头后，自民党内各派阀出于选
后争夺内阁和自民党要职的考量，也纷纷倒向菅义伟。至 9
月 8 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公示之际，菅义伟事实上已得到党内
五大派阀和众多无派阀议员的支持。
大势所趋，
跟风的日本民意也倾向于看好菅义伟接班。
《朝
日新闻》9 月初的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下届首相谁更合适”的
问题，
认为菅义伟更合适的占 38%，
石破茂和岸田的支持率分
别为 25%和 5%。而在安倍宣布辞职前的类似问卷调查中，
石
破茂居首位，
菅义伟的支持率基本只是个位数。
14 日的投票结果也显示，随着菅义伟领先地位的确立，
自民党基层的支持风向也已转变。在 141 张地方票中，菅
义伟获得 89 票，同样优势明显。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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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上任后将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处理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振兴的平衡。日本内阁府 8
日发布的修正数据显示，日本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
值按年率计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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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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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处理好
“继承安倍政权”
的利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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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如何巩固权力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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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菅义伟是谁？

菅义伟在日本有个深入人心的绰号——“令和大叔”。
2019 年 4 月，菅义伟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宣布日本新年号为
“令和”，也因此被称作“令和大叔”而知名度倍增。
被民众亲切地称为
“大叔”
的菅义伟现年 71 岁，
出生在日
本雪国秋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高中毕业后就去东京闯荡，
用打工赚来的学费完成日本法政大学学业。毕业后一个偶然
的机会让菅义伟接触到政治，成为众议员小此木彦三郎的秘

书。后来他担任了两任横滨市议员，
并于 1996 年成功当选众
议员，
自2009年以来作为党内无派阀人士活跃至今。
菅义伟深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信任。早在 2006 年安倍
第一次组阁时，
菅义伟就入阁出任总务大臣，
力排众议推行故
乡纳税和地方分权改革。他在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力挺
安倍，
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持续担任内阁官房长官，
成为日
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内阁官房长官。
□据新华社

英国有意违反脱欧协议？欧盟呼吁英方“负起责任”
英国政府近日提出一份新法案，内容凌驾英国与欧盟
达成的“脱欧”协议之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13 日警
告，英国的国际信誉面临重大危险，伦敦必须履行义务、实
行脱欧协议。
据悉，英国政府 9 日提出一份争议性的“内部市场法
案”，内容恐违反脱欧协议中关于国家补贴和北爱尔兰关
税的部分。几名英国前首相与约翰逊同党议员都深表忧
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爱尔兰总理马丁通话后在
社 交 网 站“ 推 特 ”写 道 ，现 在 是“ 英 国 政 府 负 起 责 任 的 时
候。这严重攸关英国签字在国际上的可信度”。米歇尔还
表示：
“ 脱欧协议应彻底落实，以确保爱尔兰的和平和稳

定，并维持(欧洲)单一市场的完整性。”
英国首相约翰逊此前指责欧盟在英国与北爱尔兰之
间施加一道食品“关卡”，恐将撕裂英国。
欧盟的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脱欧协议中关于爱
尔兰和北爱尔兰的条文“并未对英国的完整性构成威胁”。
爱尔兰也驳斥约翰逊的说法，表示欧盟并未暗中计划
在英国与北爱之间重新设立会破坏局势稳定的边界。爱
尔兰司法部长麦金蒂称：
“ 实情绝非如此。任何暗示会产
生新边界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此外，脱欧协议“确保北
爱属于英国一部分的完整性”，并“确保我们不会见到任何
形式的边界重现”。
□据中新社

作为独联体框架下最为亲密的盟友和战略
伙伴，俄白两国从来都坚定地相互支持、反对外
来干涉和制裁。
白俄罗斯发生抗议游行一个多月来，俄罗斯
多次表达支持白局势实现正常化、反对外部势力
干预白内部事务的立场。日前，在莫斯科会晤到
访的美国副国务卿比根时，俄外长拉夫罗夫警告
美国和欧盟“不要以任何形式”干涉白俄罗斯内
政，包括公开号召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
卢卡申科此次工作访问的另一个背景是，受
到所谓“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的影
响，俄罗斯和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关系近段时间再
次遭到严重冲击。俄德两国的大型合作项目“北
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面临中断的风险。俄罗斯
《生意人报》网站刊登的文章说：
“ 围绕纳瓦利内
的故事正在演变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一场新
的系统性危机。”

适时推进俄白两国一体化进程
克里姆林宫网站在宣布卢卡申科即将来访
的消息中说，两国总统在会谈中将特别关注双方
在经贸、能源与人文领域大型合作项目的落实情
况以及推动在联盟国家框架下的一体化进程。
卢卡申科访俄前夕在明斯克接受俄罗斯媒
体集体采访时表示，白俄罗斯准备继续推进与俄
罗斯的一体化建设。他还强调，所有与两国一体
化建设相关的机制必须切实发挥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双方一直以来存在的各
种 分 歧 ，俄 白 联 盟 建 设 困 难 重 重 ，推 进 速 度 缓
慢。白俄罗斯要求成立一个两国彼此地位平等
的联盟；而俄罗斯则希望形成更加深入的全方位
一体化，这使得白俄罗斯担忧自己在一体化过程
中有可能被俄罗斯“吞并”。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俄白总统索契会晤后，
两国有望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协调解决一体
化进程中积压的矛盾和现实问题，但联盟国家建
设能否从此取得实质性突破还有待时间检验。

积极奉行独联体国家优先政策
从今年 7 月斡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突发
边境武装冲突，到如今推动白俄罗斯问题的解
决，俄罗斯一如既往地积极介入独联体事务，一
以贯之地执行优先巩固与独联体国家传统关系
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曾以为迎来了融入西方的
历史机遇，
时任总统叶利钦一度推行
“全面西倾”
的
对外战略，而与大部分独联体国家关系渐行渐远。
事实很快证明，加入西方只是一厢情愿，西方国家
从来就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停止全面遏制俄罗斯。
普京出任总统后，重新将发展与加强和独联
体国家的关系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努力将独联体国家打造成与西方国家进行地缘
政治博弈的战略屏障。
白俄罗斯东接俄罗斯、
西靠波兰，
其独特的地理
位置让它成了俄罗斯抵御北约和欧盟
“双东扩”
的西
部前沿。分析人士指出，
帮助白俄罗斯稳定局势，
从
而促使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关
系，
这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