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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下一站：日本第 100 任首相
后接受日本首相菅义伟（前左）的祝贺。 新华社发
月
日，岸田文雄（前右）在当选自民党总裁
9 29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
29 日在东京举行，经过两轮投票
后，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以
明显优势胜出，成功当选自民党
第 27 任总裁。作为日本最大执政
党新任党首的岸田文雄将接替现
任首相菅义伟，在 10 月 4 日举行
的临时国会中当选日本第 100 届
首相。
岸田上台后，在政党层面需
要带领自民党迎战即将到来的国
会众议院选举，在政府层面需要
进一步抗击新冠疫情、恢复经
济，在外交方面要处理好与周边
国家关系。
29 日傍晚，岸田文雄表示，当
前的日本正面临
“国难”
，
希望大家
把因疫情而分散的心聚拢到一起，
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应对新冠疫情
以及外交、经济和社会治理等方面
的诸多课题。
岸田当天在自民党总部举行
记者会时就今后自民党运营方针
及未来将重点解决的课题作了说
明。
在外交领域，岸田强调将以
“三个原则”为准绳，推动日本
的外交安全，同时构建“自由开
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三个原则
分别是“守护以民主主义为基准
的价值观”“守护日本的和平与
安定”以及“通过对环保等全球
范畴的课题作贡献而不断提升日
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并守护国
家利益”。
在经济领域，岸田表示，希
望构建“新型资本主义”，通过
实现发展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使
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日本方方面
面。
在社会治理方面，岸田指
出，日本目前还存在少子化以及
全年龄段社会保障制度、依托信
息通信技术进行个人教育等诸多
问题。他表示，希望倾听更多民
众的意见，增强民众凝聚力。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郭丹）

岸田文雄：
“复读生”
的拜相之路
日本自由民主党 29 日举行总裁即
党首选举，现年 64 岁的前外务大臣岸田
文雄击败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当选自民党第 27 任总裁。

出身政治世家 曾任外相
与日本历史上多数首相相似，岸田
同样出身政治世家。
岸田文雄 1957 年 7 月出生于东京，
祖籍是广岛县。岸田的祖父岸田正记、
父
亲岸田文武曾任国会众议员，
母亲澄子是
日本大型综合商社三菱商事董事的女
儿。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是岸田家亲戚。
受父亲影响，岸田大学时代就立下
从政志向。30 岁时，担任父亲的国会议
员秘书；次年，与小七岁的妻子裕子结
婚。两家是世交，岸田的岳父是广岛企
业家，祖母和裕子的祖母是同学。
岸田的座右铭是“春风待人”。岸田
和妻子育有三个儿子。长子翔太郎现在
担任父亲的国会议员秘书，正在延续子
承父业的家族传统。
岸田迄今 9 次当选国会众议员，
1993 年首次当选时，
“同期”包括日本前
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 2007 年首次执
政，招揽岸田入阁，让他担任冲绳和北方
领土事务担当大臣。2012 年安倍第二
次执政后，岸田担任外务大臣约四年半，
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连续在任时间最
长的外相。

2017 年 8 月，安倍改组内阁并调整
自民党高层，岸田选择离任，转而出任自
民党政策调查会长。日本媒体当时分
析，
岸田着眼
“后安倍时期”
，
累积实力。
岸田一度被视为安倍“钦定”接班
人，但安倍去年 8 月因病辞职时，没有推
岸田“上位”。随后的党首选举中，岸田
以较大劣势不敌获得二阶俊博、麻生太
郎等党内大佬支持的菅义伟。

“复读”逆袭 争取安倍支持
蛰伏一年后，岸田再次出马，8 月下
旬率先宣布要竞选自民党总裁。
这种
“复读”
经历，
岸田并不陌生。
岸田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日本知名高
校东京大学毕业生。受父母影响，
岸田读
书时立志上东大。不料，
高考名落孙山。
复读两年后，岸田考上另一所名校
早稻田大学，就读法学部。他的同学包
括前防卫大臣岩屋毅。
岸田说，去年败选是因为自己能力
不足。共同社报道，岸田十多年前开始
记录选民意见，写满三十本笔记，展现自
己善于
“倾听意见”
的长处。
岸田在党内所率领第四大派系“岸
田派”，正式名称是“宏池会”，由前首相
池田勇人创设，还出过大平正芳、铃木善
幸、宫泽喜一等首相。不过，今年总裁选
举前，
“ 宏池会”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出
过首相了。

尽管安倍这次支持前总务大臣高市
早苗竞选自民党总裁，
岸田仍争取安倍支
持，在选战期间向安倍和麻生暗送秋波，
改口称“没有考虑重新调查”森友学园丑
闻，
承诺实现安倍未竟的
“修宪梦”
。素来
与安倍和麻生政见对立的前防卫大臣石
破茂支持河野太郎，
促使安倍和麻生选择
支持在第二轮更有胜算的岸田。
最终，凭借高市阵营和岸田阵营“合
流”
，岸田获胜。

转向保守 竞选“向右转”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岸田这次竞选
“向右转”，为争取在自民党内占主流的
保守派支持，拼命淡化“宏池会”在安全
和对外政策上的鸽派形象。
“宏池会”创始人池田勇人主张“轻
军备，重经济，在美国保护下发展”，执政
期间助推日本经济起飞。因此，派系成
员以自由派居多，鸽派色彩偏浓。
去年竞选总裁时，岸田对日本拥有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持谨慎立场，但这
次表态称“这是有力选项”。就美国有意
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岸
田认为，应当有具体构想才能决定赞成
还是反对。
相比鹰派色彩突出的高市早苗，岸
田没有明言会在任内参拜靖国神社，说
要根据时机、状况作判断。
（据新华社专特稿 记者胡若愚）

疫情期间少数族裔企业难获资助——

“美国正经历一场不公平的经济复苏”
拉美裔美国人皮拉尔·扎瓦拉在迈
阿密市经营了一家有 10 多年历史、约
100 名员工的餐厅。疫情期间，餐厅经
营遇到困难，扎瓦拉向银行申请救济贷
款却连续被拒两次。她发现申请贷款的
过程“令人恼火”，“金融体系并没有真
正顾及少数族裔企业。
”
美国 《国会山报》 日前援引一份报
告指出，美国众多少数族裔小型企业主
在疫情期间遭遇不平等对待，由于无法
公平获得援助等，超过 27%的美国少数
族裔经营的小型企业至今仍处于关闭状
态。报道说：“美国正经历一场不公平的

经济复苏，这令人不安。”
脸书公司发布的一份小型企业发
展报告指出，美国中小企业普遍受到疫
情冲击，其中少数族裔经营的企业所受
打击更为严重，销售额降幅更大。报告
显示，少数族裔经营的中小企业倒闭的
可能性比其他中小企业高出 9 个百分
点。
调查显示，美国小型企业主 8 月份
对国内经济信心降至 3 月份以来最低水
平。分析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
国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如
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机会不均。据统计，

白人初创企业在成立当年获得贷款的可
能性是非洲裔的 7 倍。去年美国出台
“薪资保障计划”，旨在为小企业支付员
工薪资提供资金援助，避免其破产裁
员。但少数族裔经营的企业通过该计划
获得援助的难度很大，也无法利用美国
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计划融资。在第一
轮申请“薪资保障计划”的非洲裔和拉
美裔企业主中，只有 12%收到了援助资
金。
《纽约时报》 报道称，少数族裔经营
的企业获得的经济援助不足。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的一项分析称，底特律、纽约

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等有大量非洲裔小
企业主的地区，救济贷款的覆盖率并不
高。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显示，
在一些大城市，白人聚居区域的贷款覆
盖率普遍高于少数族裔聚居区域。
少数族裔中小企业受到的不公平待
遇已影响到就业市场。约 32%少数族裔
经营的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减少，其他中
小企业这一比例为 25%。非洲裔 8 月失
业率上升至 8.8%，几乎是白人失业率的
两倍。
（原载《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29 日
第 16 版 记者吴乐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