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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瑞典军方１９日公布一
张照片，显示在首都斯德哥尔摩附
近海域出现一艘神秘的“外国船
只”，但同时否认军方正在搜寻一艘
出事的俄罗斯潜艇。

瑞典军方早在１７日就收到线
报，声称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出现
一个“人造物体”。瑞典军方随后出
动了２００名士兵、多艘隐身舰艇、扫
雷艇和多架直升机在斯德哥尔摩以
东约５０公里的岛屿周边展开搜寻。

《瑞典日报》１８日披露，瑞典方
面截获了俄罗斯的紧急通信记录，
显示俄罗斯一艘潜艇在斯德哥尔摩
附近海域出现故障。但瑞典政府否
认了这一报道。瑞方表示：“基于我
们掌握的情报，我们无法得出与媒
体一样的结论，认为这是一艘受损
的潜艇。我们也没有关于紧急信号
或使用紧急频道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１９日在其官方网
站发表声明，否认俄潜艇在波罗的
海发生事故。声明说，俄海军的潜艇
以及水面舰只根据计划正在世界大
洋各水域执行任务。俄军舰没有出
现任何计划外的状况，更不用说事
故了。 据环球网

本报讯 距离马航MH17航班
坠落已三个月有余，国际社会和乌
克兰政府曾指责乌克兰分离主义者
使用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击落飞机，
俄罗斯则认为是乌克兰军方所为。
德国《明镜周刊》19日刊文指出，德
国情报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MH17

航班是被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发射的
导弹所击落。

《明镜周刊》援引德国联邦情报
局局长格哈德·申德勒的话报道，情
报显示，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从乌
政府军一处基地缴获了一套“山毛
榉”防空导弹系统，并发射了一枚导
弹，直接在马航客机附近爆炸。申德
勒还表示，俄罗斯有关导弹由乌克
兰士兵发射，以及乌克兰一架战斗
机曾靠近马航客机的说法是错误
的。此前，乌克兰和不少西方国家表
示，乌克兰民间武装使用由俄罗斯
提供的“山毛榉”导弹击落马航客
机，但这一说法遭到俄罗斯和乌民
间武装的坚决否认。 （宗禾）

据新华社日内瓦１０月２０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２０日在日内瓦宣

布，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埃博拉疫
情结束。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尼
日利亚官方连日来提供给世卫组织
的信息显示，尼日利亚已经连续４２
天（埃博拉病毒潜伏期的两倍时间）
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因此可
以宣布尼日利亚的疫情已经结束。

“这是一个特别的胜利，它显示了埃
博拉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
国。世卫组织认为，这一振奋人心的
消息让许多担忧埃博拉疫情扩散的
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发达国家
也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据外电２０日报道，尼日利亚卫
生官员在当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在本轮埃博拉疫情中，尼日利
亚一共发现了２０例埃博拉病例，其
中８例死亡。

世卫组织１７日已正式宣布西
非国家塞内加尔的埃博拉疫情结
束。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都位列世
卫组织重点关注的１５个非洲国家。
世卫组织早前认为，这１５个国家邻
近疫区国家，当地医疗设施落后、疾
病防控能力薄弱，因此尤其需要努
力防止埃博拉疫情扩散。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少
了一根钉子，掉了一个马掌，
掉了一个马掌,倒了一匹战马 ;

倒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位骑士，
失了一位骑士，败了一场战役;

败了一场战役 ,丢了一个国
家。”拿这个谚语来套眼下的
日本政坛，会发现这个谚语的
前半段已经应验——— 在野党
已经用一把纸扇和几件衣服
搞倒了安倍的两位阁僚。如
今，这场戏最大的看点是它是
否会有“续集”——— 这套连锁
反应会继续发展吗？安倍会为
此下台吗？

这种猜想并非空穴来风。
纵观安倍的从政史，“积小败
为大败”似乎向来就是他的

“拿手好戏”——— 遥想2006年
他第一次任首相时，最开始也
是顺风顺水，可紧接着不少阁
僚相继因丑闻和失言问题辞
职，再后来自民党因内阁溃不
成军而在选举中大败，最终安
倍本人不得不黯然辞职，回家
养病去也。今昔对比，何其相
似乃尔。

按照日本人自己的说法，
安倍这个“一战不利，一溃千
里”的软肋，是其出身使然。安
倍在日本政界有“少爷”之称，
这个外号既是对安倍出身政
治世家的调侃，也是暗示出身
名门的安倍不像“草根政治
家”那样“皮实”，一遇到困难
就抓瞎。

2007年安倍第一次下台
时，日本曾有评论家打趣说：
安倍很像《三国志》（日本人称
呼《三国演义》）里的袁绍，由
于出身高贵，从小春风得意惯
了，很会打“顺风球”，但遇到

点挫折，立刻就自乱了阵脚。
这个比喻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挺
有指导意义：想了解安倍命运如
何，可以翻翻三国、参考一下袁
本初当年的遽兴与骤亡。

的确，“少爷”的出身，让
安倍在顺风时很会“借力”，然
而，这种迅速的膨胀必然会留
下许多漏洞，为日后的崩溃埋
好伏笔。以安倍此次遭遇的

“狙击”为例，在内阁中增加女
性阁僚数量，其实是日本历届
内阁都想利用的卖点，但安倍
有能力将其实现，显示出了他
拥有超乎一般政客的人脉和

“借力”能力。然而，由于这些
女性阁僚的水平参差不齐，国
会答辩常出纰漏，反而成为各
大在野党攻击安倍政权的好
材料。这个始料未及的“神展
开”，的确是安倍这种“少爷政
客”才会遇到的事。

此次两名阁僚的辞职，对
于安倍来说，是否就是“官渡

之战”呢？从日媒目前的报道
看来，还真有点这个意思。此
次安倍内阁所遇到的“狙击”，
无论从目标选择还是发难时
机上，怎么看都像是在野党谋
定而后动的结果。这标志着安
倍的对手们，已经从去年的溃
不成军中重整旗鼓，对安倍展
开了“反攻倒算”。

此次辞职风波是否会引
发“多米诺效应”，很值得安倍
头痛。据《日经新闻》报道，在
野党正打算利用“政治和金
钱”问题对安倍的其他阁僚展
开攻击。日本共产党还指出农
林水产相西川公也在“安愚乐
牧场”和牛销售中获得了政治
献金——— 这些接踵而至的麻
烦显然是在向安倍宣告，他过
去一年所经历的“顺风局”已
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安倍
及其政府的恐怕是十分艰难
的“逆风局”，而这，恰恰是“少
爷”安倍一向最不善应付的。

““娘娘子子军军””垮垮了了，，安安倍倍慌慌了了
两位女阁僚同日辞职，日本内阁遭重创

瑞典出面否认

俄潜艇事故传言

德情报局长称

乌叛军击落MH17

尼日利亚摆脱

埃博拉疫情

安安倍倍““少少爷爷””好好日日子子到到头头了了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２０日证实，法务大臣松岛绿当天请辞。而就在几小时前，安倍刚刚接受了另一名女阁僚、经济产
业大臣小渊优子的辞呈。安倍一直高调倡导发展“女性经济学”，９月重组内阁时又把５名女性纳入麾下并委以重任。。分析
人士指出，内阁改组不足两个月，两员女将却相继因丑闻下台，这必将重创安倍政府，同时向反对党提供了绝佳的“炮炮
轰”机会。

法务大臣松岛绿现年５８
岁，是国会众议员。日本主要反
对党民主党副干事长阶猛说，
松岛多次向选民分发纸扇子，
其中一些扇子上印有她的名字
和法务大臣的头衔。

松岛在向国会递交的文件
中承认，她从２０１２年至今制作
了２１９８０面扇子，耗资１７４万日
元（约合１.６２万美元）。

２０日早些时候，曾被日本
媒体称作“安倍接班人”的经济
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向安倍递交
辞呈，安倍当场接受了辞呈。这
是安倍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二次上台
以来首次有阁僚辞职。

小渊所涉政治资金丑闻
时间跨度大，问题点大致可分
两类，一是其政治后援团体在
组织观剧会等活动时有收买
选民之嫌，涉嫌违反“公职选
举法”；二是其政治资金收支
报告显示有多处漏记收支、政
治资金公私混用(到其姐姐姐
夫经营的服饰店购物 )等问
题，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
法”。据日本媒体初步统计，收
支不一致的资金高达数千万
日元。

另据报道，安倍晋三２０日
晚间决定任命两名自民党议员
分别出任经济产业大臣和法务
大臣，替代辞职的两位大臣。

安倍任命参议员宫泽洋一
为经济产业大臣，替代辞职的
小渊优子；任命众议员上川阳
子为法务大臣，替代辞职的松
岛绿。宫泽和上川将于２１日经
阁僚认证仪式后正式就任。安
倍当天表示，他对小渊和松岛
两人辞职负有任命责任，但当
前政治和行政课题堆积如山，
不能因两人辞职影响政治日
程。媒体指出，安倍同一天迅速
任命继任者，旨在将两名女阁
僚辞职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
最小程度。不过，日本各在野党
当天表示，将在国会追究安倍
的任命责任。

紧急换人：

阁僚下台避追责

小渊和松岛原先被安倍
委以重任，因此，她们分管的
争议领域也可能受波及。小
渊原先主管日本的能源政策
以及化解由福岛第一核电站
放射性物质泄漏带来的核危
机；松岛则主抓定于１２月生
效的《保密法》。这部法律旨
在严惩泄露国家机密的行
为，但不少民众担忧它可能
侵犯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
由。

另外，两名女大臣陷入
丑闻并辞职一事还导致安倍
政府支持率下跌，将为其推
行的消费税上涨方案设置阻
碍。

共同社一项最新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
率为４８．１％，比上月下降
６．８个百分点。这家媒体分
析，安倍支持率下跌可能与
小渊牵涉丑闻有关。

为增加财政收入、减少

政府债务，安倍政府今年４
月把消费税率增加三个百分
点，达到８％，并打算明年１０
月把消费税率提高至１０％。
安倍将于今年年底前决定是
否进一步上调税率。

日本理索纳银行首席经
济分析师黑濑晃一（音译）告
诉路透社记者：“我认为，为
防止支持率进一步下滑，政
府可能推迟上调消费税率。”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影响深远：改革推进将受阻

共同社援引批评人士
的观点报道，安倍先前一味
提倡“女性经济学”，却忽略
了对内阁成员必要的背景
审查。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
教授中野晃一说：“一旦两
名大臣离开内阁，安倍的政
治智慧和判断力将遭质疑，
当初他可是极力保住这两

人的。”
安倍２０日告诉媒体记

者：“是我委任这两人作为
首相，我愿负责任，为这一
局面深深道歉。”

几个月前，安倍重磅推
出“女性经济学”，意在提高
女性在企业中的参与度和
活跃度，增加日本劳动力数

量，促进经济复苏。他９月
改组内阁，包括小渊和松岛
在内的５名女性进入新内
阁，创历届内阁女性阁僚
数量之最，更被视为安倍
政权的“招牌”。一些日本
媒体用“安倍政府的招牌
掉到了地上”评述女大臣
的辞职。

质疑声起：政府招牌碎一地

20日，日本法务大臣
松岛绿在东京出席新闻发
布会，宣布辞职。

20日，日本经济产业大
臣小渊优子出席新闻发布
会，宣布辞职。

2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东京的首相官邸接受媒体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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