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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数年煎熬 一朝登顶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29日投票

选出新总裁， 64岁的前外务大臣
岸田文雄在第二轮投票中战胜行
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当选。
按照相关程序， 岸田预计将在10
月4日召开的临时国会上被选为
新一任日本首相。

岸田通往自民党总裁之路颇
为坎坷 。 其行事作风谨慎 、 稳
重， 但也因此曾在竞选自民党总
裁一事上多次被前首相安倍晋三
“放鸽子”。 此次胜出， 基本也是
安倍等党内大佬在他和河野之间
权衡的结果。

出身政商世家
岸田文雄1957年7月出生于

东京 ， 祖籍是广岛县 。 岸 田 家
是政商世家 ， 祖父岸田正记是
实业家 ， 并多次当选众议院议
员。 父亲岸田文武曾 在 原 通 商
产业省担任过局级官员， 后来
也成为众议院议员。 岸田家还与
前首相宫泽喜一的家族有姻亲关
系。

岸田6岁时因父亲工作原因
前往美国纽约生活了3年。 有报
道说， 他在美国上学时经常遭白
人儿童歧视。 有一次去动物园，
他旁边的白人女孩拒绝按老师要
求与他牵手。 岸田在自己的著作
中说， 类似经历成为他立志从政
的 “原点”。

岸田在东京名校开成高中上
学时加入棒球部， 有评论认为他
此后在政治生涯中重视团队精神
与此有关。 1978年， 岸田进入早
稻田大学法学部， 1982年毕业后
在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任职。 岸田
后来说， 在银行工作期间， 他看

到了社会经济的残酷现实。 1987
年， 他辞去工作， 担任已成为众
议院议员的父亲岸田文武的秘
书。

长期担任外相
1993年， 岸田首次当选众议

院议员。 他随后加入自民党中的
名门派阀宏池会。 2000年， 当时
的宏池会领袖加藤纮一准备配合
在野党在国会通过针对森喜朗政
府的不信任案 ， 岸田也加入其
中 ， 但这场 “叛乱 ” 以失败告
终。 岸田回忆说， “加藤之乱”
的后果塑造了他此后从政的谨慎
作风。

2007年 ， 岸田首次进入内
阁， 出任负责冲绳及北方对策等
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 。
2009年自民党下野后， 他出任自
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这一要职。
2012年10月， 他被推举为宏池会
会长 。 宏池会也被称为 “岸田
派”， 成为他在自民党内的基本
盘。

2012年 12月自民党重新上
台， 岸田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任
命为外务大臣。 他在这一职位上
一干就是4年多， 在党内外知名
度有所提升。 但由于安倍本人在
外交领域特别活跃， 作风低调的
岸田基本上还是扮演 “绿叶” 的
角色。

备受安倍 “煎熬”
2017年8月， 岸田转任自民

党要职政务调查会长。 当时， 他
被认为是安倍接班人的头号人
选 。 但他延续了一贯的谨慎立
场， 没有参加2018年9月的自民

党总裁选举， 而是想等安倍再当
一任总裁后 “禅让 ”。 2020年8
月， 安倍因健康原因辞职后， 包
括安倍在内的党内大佬却没有支
持岸田接任， 导致岸田在总裁选
举中输给菅义伟。

在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日程
确定后， 岸田第一个公开宣布参
选。 在内政方面， 他提出 “令和
版收入倍增计划”； 在外交安保
方面， 他为迎合安倍等党内保守
势力， 一改以往的稳健路线， 提
出增强军备的政策主张。 但安倍
仍未支持他， 而是选择支持右翼
政客高市早苗。

岸田为人处世多被形容为
“谨慎 ” “稳重 ”， 也正因为如
此， 他在日本民众中人气不高 ，
在多个民调中大幅落后于河野
太郎 。 此次总裁选举投票结果
也 显 示 ， 岸田得 到 的 基 层 党
员 票 数 大 幅 低 于 河 野， 主要
靠 国 会 议 员 票 在 第 二 轮 确 定
胜局。

自民党总裁选举过后， 日本
基本确定将于11月举行国会众议
院选举， 人气不高恐将影响岸田
作为自民党选举招牌的作用。 一
旦自民党不能在众议院选举中取
得满意的成绩， 他可能会在党内
遭遇 “逆风”。

此外， 日本新冠疫情在经历
了第五波高峰后暂时趋缓， 但冬
季即将到来， 未来疫情防控形势
依旧不明朗。 受疫情影响的日
本经济也需要尽快恢复， 如何
在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做好
平衡 ， 也将考验岸田的政治智
慧。

据新华社

近日亚洲一些国家由于新冠
疫情趋缓， 宣布解除部分封禁措
施， 并调整相应的防疫举措和要
求。 与此同时， 其政要和政府部
门仍提醒民众保持警惕， 勿对新
冠防控掉以轻心。

疫情趋缓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27日通

过社交媒体发文说， 印尼疫情近
几周来不断缓解。 据印尼国家抗
灾署28日数据， 该国较前一日新
增确诊病例2057例； 日增病例持
续减少， 已连续4天处于2020年8
月以来的低谷水平 ； 新增死亡
124例， 为今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

印度卫生部28日数据显示，
该国较前一日新增确诊18795例，
是200多天以来的最低水平。

8月中旬后， 日本日增确诊
病例也出现持续减少势头。 据日
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截至28
日20时30分， 日本及东京都的日
增确诊病例分别由8月高峰期的
2.5万多例 、 5773例 ， 降至1723
例和248例。 目前日本全国病床
使用率低于50%， 新冠重症患者
在9月初达到峰值后持续减少 ，
全国居家隔离的确诊病例也由9
月初高峰期的约13万例减至目前
约3万例。

7月中旬， 泰国日增确诊病
例和死亡病例连创新高。 为应对
疫情压力， 泰国政府实施一系列
防疫封锁措施并为民众加速接种
疫苗。 8月底泰国政府宣布， 由

于单日康复病例持续超过新增病
例， 疫情呈放缓趋势。 据泰国新
冠疫情管理中心发布的数据， 27
日新增确诊10288例 ， 累计确诊
1571926例； 新增死亡101例， 累
计死亡16369例。

调整防疫
日本首相菅义伟28日晚召开

记者会， 宣布 “面向19个都道府
县发布的紧急状态以及8县适用
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本月30
日到期后将全面解除。 这意味着
日本时隔近半年再度恢复无紧急
状态或重点措施状态。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27日
通过了包括曼谷在内的29个最高
风险区解禁措施： 自10月1日起
缩短宵禁时间， 对电影院、 博物
馆等10类营业场所和活动解禁，
把完整接种疫苗后至少14天入境
泰国者的隔离时间由14天减至7
天， 自11月1日起开放曼谷和9个
府的部分热门旅游景点。

随着全国疫情趋缓， 印度逐
渐放松管控举措。 该国企业7月
初已陆续复工复产， 主要城市的
公共交通恢复正常运营； 自9月
初以来， 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
全国大部分地区允许电影院、 剧
院等娱乐场所恢复一半接待能
力； 9月1日起， 新德里批准9至
12年级 （高中阶段） 学生复课；
德里大学等高校宣布从9月中旬
恢复授课， 允许学生返校； 受疫
情影响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日前批准从10月22日起开放电影

院。
随着疫情不断缓解， 印尼多

个地区从7月初开始实施的 “紧
急公共活动限制措施” 的限制级
别不断下调， 购物中心、 宗教场
所、 旅游景区开始逐步对民众开
放， 中小学校也逐步开启面对面
教学。

仍需管控
佐科说 ， 即使经过较长时

间， 新冠病毒可能也无法彻底消
失， 新冠疫情或将从全球大流行
转变为地方性流行。 印尼民众需
对新冠病毒传播保持警惕， 切勿
对防控掉以轻心。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
组长尾身茂在28日举行的专家会
议上警告说， 如果全面解除紧急
状态， 民众完全恢复以往生活，
新冠疫情还有可能反弹。 菅义伟
表示， 今后日本新冠防疫将进入
新阶段， 政府将保障医疗体制稳
定， 快速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及中
和抗体药物治疗， 以减少感染病
例发展为重症。 他同时表示， 今
后仍将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对于
餐饮业等行业有必要分阶段地放
宽限制措施。

泰国政府正进一步加速为民
众接种新冠疫苗， 以期在今年年
底实现全民接种率达 70%的目
标。 根据泰国卫生部数据， 今年
3月至8月， 泰国完成新冠疫苗全
程接种率不足6%， 但截至9月26
日已升至24.31%。

据新华社

亚洲一些国家新冠疫情趋缓

新华社电 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米利28日在国会听证会
上表示 ， 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的
“战略性失败” 告终。

米利当天与国防部长奥斯
汀、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
共同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
阿富汗撤离行动的听证会。 米利
说， 阿富汗战争显然没能以美国
设想的方式而结束， 尽管美国在
撤离行动中取得战术性胜利， 但
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意味着美
国的战略性失败， 他还认同撤军
损害了美国信誉。

奥斯汀在听证会上表示， 美
国必须总结阿富汗战争的教训，
称美国此前并未能真正了解阿富
汗国内的实地情况。 他说美方对
阿安全部队迅速溃败感到惊讶，
称美方没有就阿政府在11天内垮
台做针对性计划。

奥斯汀、 米利和麦肯齐还都
表示， 美国政府2020年与塔利班
达 成 的 协 议 对 阿 安 全 部 队 的
士 气 造成了负面影响 。 在被问
及美军无人机8月29日在阿首都
喀布尔实施空袭造成10名平民死

亡一事时， 麦肯齐说袭击发生在
他的责任辖区内， 他对此事负全
部责任。

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当天在听
证会上说， 阿富汗撤出行动是一
场灾难，必须要有问责机制，他表
示米利和奥斯汀应该辞去职务。

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反恐
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 去年2月，
美国政府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承
诺今年5月前撤出阿富汗。 今年7
月，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在阿
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日结
束。 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并控制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8月30日晚，
一架美军运输机载着最后一批美
国军人离开喀布尔， 美国结束长
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国内局势的骤变， 美
方混乱的撤离， 使拜登政府饱受
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友的批评。 皮
尤研究中心8月31日公布的民调
显示， 近七成美国民众认为美国
未能在阿富汗实现目标。 图为美
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
利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会听证
会。

新华社电 据朝中社29日报
道， 朝鲜国防科学院28日上午在
慈江道龙林郡都阳里成功试射了
新研发的 “火星-8” 型高超音
速导弹。

报道说， 通过首次试射， 国
防科学家们确认了该导弹在主动
段的飞行控制性能和稳定性、 导
弹战斗部的制导机动性和滑翔飞
行特点等技术指标， 并确认了发
动机及首次采用的安瓿化导弹燃
料系统的稳定性 。 试射结果证

明， 所有技术指标均已达到设计
目标。

朝中社报道说 ， 这 一 导 弹
研 发 项 目 对 大 力 提 高 朝 鲜 尖
端国防科技力量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

朝鲜军方9月15日成功试射
铁路机动导弹， 精准打击了设在
东部海域800公里水域的目标 。
朝鲜国防科学院9月11日和12日
还分别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
巡航导弹。

美军参联会主席表示
阿富汗战争以“战略性失败”告终

朝鲜成功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弗林德
斯大学28日发布公报说， 该大学
科研人员数年前发现的2500万年
前的鹰骨架化石被认为是澳最古
老的鹰类化石。

该大学古生物学家2016年在
南澳大利亚州一牧场发现上述化
石， 由63块骨头组成。 这一生活
在渐新世晚期的物种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鹰类猛禽之一。

研究人员发现， 骨骼化石显
示这种鹰的翅膀相对它的体型较
短， 而它的腿则比较长。 因此它
似乎飞得并不是很快， 却十分灵
活， 擅长伏击猎物， 捕食鸟类以
及考拉、 负鼠等哺乳动物。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
《历史生物学》 杂志上。 论文第
一作者埃伦·马瑟说， 这一物种

显示出一些现有鹰类并没有的特
征， 因此它不属于现存的属或者
科， 似乎是鹰类家族一个独立分
支。

马瑟介绍， 该物种比澳大利
亚现存的楔尾雕体型略小， 但在
当时是澳洲大陆最大的鹰。 它的
足展近15厘米， 这使得它可以抓
到大型猎物。 当时最大的有袋类
动物捕食者体型与现在的小狗或
大猫相似， 因此这种鹰肯定是统
治者。

报告共同作者、 弗林德斯大
学副教授特雷弗·沃西说， 鹰处
于食物链顶端， 数量很少， 保存
下来的化石不常见。 “找到鹰的
一根骨骼化石都很难， 能获得大
部分骨架很令人兴奋， 尤其是还
那么古老。”

科研人员发现澳最古老鹰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