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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词中“一点红”

“U-CAN新语·流行语大
奖”是日本自由国民社主办的
活动，每年挑选出反映当年日
本社会现象且引起话题的年度
大奖及前10名词句，并颁奖给
与这些词句相关的人物或团
体。该评选被认为是看透日本
人在想什么的“风向标”，甚至
诞生过不少如“吐槽”、“草食
男”、“败犬”等世界流行的新词
汇。据日媒报道，今年该评选的
最终结果，将经过网上投票后
于12月1日公布。

与往年相比，2015年入围
评选的词汇被不少媒体认为

“政治味儿浓厚”。安倍政府９月
强行推动国会通过安保法，让
与该事件相关的多个词汇入
围。比如抗议集会上使用的标
语“I am not ABE(我不是安
倍）”、国会审议中首相安倍晋
三奚落在野党议员的发言“快
点提问吧”都获得了提名。此
外，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必
要条件“存亡危机事态”、允许

日本自卫队对遭武装组织袭击
的联合国要员等实施营救的

“驰援警卫”、反对安保法的年
轻人团体名称“SEALDs”以及

“战争法案”等“新词”也入围名
单之中。

不过，最引起中国人瞩目
的，无疑是“爆买”一词。“爆”在
日语中有一瞬间达到极限的意
思，如“爆笑”、“爆睡”等，但在
目睹中国游客近几年赴日疯狂
购物以前，因经济不景气而习
惯于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日本人
从未发明“爆买”这个词。2015
年，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做的“爆
买”不断地在日本电视上出现，
引发了日本国民极高的关注
度。该词目前在人气投票中获
得了第三高的支持票数，极有
可能最终成为2015年十大热
词。

日本图谋“观光立国”

自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由
于日元贬值，日本对华签证政
策放宽等多重原因，赴日中国
游客人数激增，而在数量的背

后，中国游客“质量”也十分惊
人。根据日本国家观光厅的统
计，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平均
达到23万日元（约1 . 2万人民
币），比其他国家的游客高出数
倍，成为日本消费市场的第一
外国人买家。

发展旅游产业也正在成为
日本政府的着力点之一。早前，
日本政府曾提出到2020年使年
访日游客数量达到2000万人、
2030年达到3000万人的目标。
不过，截至今年10月，由于中国
游客等因素的影响，访日游客
数量已突破1500万人。日本内
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2000万
人的目标已在眼前”。11月9日，
日本政府召开“观光立国”相关
构想会议的首次会议，决定为
实现更高目标制定战略。在会
议上，安倍晋三信心满满地表
示，“2000万人只是中间站。不
仅是(东京和京都等)黄金线
路，将使日本各地的魅力与世
界的需求相结合。”为了使年访
日的外国游客数量尽快达到
3000万人，日本将研究扩充接
待能力。

“爆买”会是泡沫吗？

不过，也并非所有日媒都
对中国 人“ 爆 买 ”持 乐 观 态
度。日本经济新闻11月11日
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中国游
客日本扫货能持续多久》的
文章。文章指出：据中国国家
统计局统计，中国国际旅行
收支的逆差额（2015年1～6
月）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达
到892亿美元。对于希望将消
费作为起爆剂以重振经济的
中国政府来说，这种趋势令
人感到焦虑。日经新闻担心，
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下调关税
等举措促使在中国也易于买
到日本商品，中国人前往日
本的动力将随之减弱。

此外，日经新闻还认为，汇
率波动、中日之间政治风险等
问题也可能让中国人的日本购
物热迅速降温。日经新闻呼吁，
日本应当趁着目前的热度未减
之时未雨绸缪，尽可能地向中
国游客展现日本更多“商品之
外的魅力”。

据新华社专电 英国连锁超市
巨头艾斯达食品公司宣布，今年不会
参加下月２７日、即感恩节次日“黑色
星期五”促销活动，原因是不想让消
费者为了一两天的疯狂打折而去抢
购一些非必需的大件商品。

艾斯达首席执行官安迪·克拉克
告诉记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
因为顾客更关注圣诞食品饮料以及
日化品的消费。

“过去两年，我们推出一个有组
织且执行良好的计划。”克拉克说，

“但今年，消费者们已经大声且明确
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想成为一两天打
折潮的人质。”

视频监控画面显示，去年“黑色
星期五”期间，艾斯达门店涌入的民
众数量远超平日，几乎引发骚乱，一
些消费者为抢购打折电视机而相互
大打出手……

克拉克说，零售业态正经历巨大
变革，“我们必须比以往更仔细倾听
消费者想要什么……他们的需求一
旦改变，我们就要立即回应”。

英国《每日邮报》１０日报道，艾斯
达食品公司是第一家引进“黑色星期
五”打折购物概念的企业，也是第一
家选择退出的企业。

担心买家疲劳

英店退出“剁手节”

据新华社专电 美国官员１０
日说，美方已将韩国前总统全斗焕
藏匿在美国境内的超过１００万美元

“腐败赃款”返还给韩国。
全斗焕１９７９年发动政变，１９８０

年上台，执政至１９８８年。因１９７９年
“１２·１２”政变和１９８０年“５·１８”光州
事件等，全斗焕１９９７年被韩国法院
以叛乱、内乱和贪污受贿罪名判处
无期徒刑并下令追缴２２０５亿韩元

（约合１.９亿美元）。同年１２月，全斗
焕得到韩国总统金大中特赦，１９９８
年初获释，但依然必须退还赃款。
不过，全斗焕迄今只上缴了一小部
分赃款，自称已“破产”，无力归还。
韩国检察部门不得不追查全斗焕
借用亲属名义开设账户、管理不法
资金的行为。

美国返还韩国

前总统赃款

日日本本首首款款喷喷气气式式““大大飞飞机机””首首飞飞
编号MRJ，欲争夺全球客机市场

““爆爆买买””还还能能火火多多久久？？
中国游客“爆买”入围日本年度热词评选

据新华社专电 日本第
一 款 国 产 喷 气 式 支 线 客 机
ＭＲＪ１１日完成首次试飞，它是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
制的首款喷气式“大飞机”。半
个多世纪前，三菱重工等日本
公司合作研制了ＹＳ—１１型螺
旋桨式客机。该飞机试飞，标
志着日本向争夺全球客机市
场迈出第一步。

ＭＲＪ为“三菱支线喷气客
机”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由日本
三菱重工旗下三菱飞机公司研
制，为双引擎喷气式支线客机。
它分为ＭＲＪ９０和ＭＲＪ７０两个系

列，分别为９０座级和７０座级。
首架ＭＲＪ客机１１日在日

本爱知县名古屋机场起飞，大
约一个小时后顺利返回着陆。
三菱飞机公司在网站上直播
了试飞过程。

三菱重工２００８年正式决
定研制ＭＲＪ并成立了三菱飞
机公司。三菱起初希望这款客
机２０１１年首飞，但是由于修改
设计等原因，进度一再拖延。
首架ＭＲＪ去年１０月建造完成。

三菱飞机公司希望这款
飞机能打进全球市场，与巴西
航空工业公司和加拿大庞巴

迪公司争夺中小型喷气客机
市场。

ＭＲＪ至今已经获得２２３架
确认订单，最大客户来自海
外，为美国航空运营商跨州控
股公司，订货量为１００架。在日
本国内，ＭＲＪ获得了两家最大
本土空运商全日空航空公司
和日本航空公司的订单，前者
定于明年４月至７月接收首架
ＭＲＪ。三菱希望在全球市场售
出超过２０００架ＭＲＪ。

二战结束后，美国禁止
作 为 战 败 国 的 日 本 制 造 飞
机。不过，日本航空工业从上

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逐渐恢复，
起初是修理美军战机，继而
按照许可证制造美国设计的
战 机 以 装 备 日 本 自 卫 队 。
１９６２年 ，日 本 自 行 研 制 了
ＹＳ—１１型螺旋桨引擎客机，
大约１０年后停产。

虽然日本企业推出ＹＳ－
１１之后没有继续研制大中型
客机，但是三菱重工和其他制
造商与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
司保持合作关系，成为后者主
要零部件供应商。波音新款
７８７客机的３５％由日方企业制
造，包括机翼。

据新华社专电 就在阿里巴巴
集团静候今年“双十一”购物季新销
售纪录时，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
首席执行官（ＣＥＯ）杰夫·贝索斯悄
悄登上全球富豪榜第四位。

美国彭博新闻社亿万富翁指数
１０日显示，贝索斯的财富达到５８２亿
美元，取代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
斯利姆，成为全球第四富有的人。

彭博社数据显示，自今年１月１日
以来，亚马逊股价上涨１１３％，为贝索
斯赚取２９６亿美元。受第三季度业绩强
劲提振，亚马逊股价１０月上涨２２.３％。

随着亚马逊股价上涨，贝索斯上
月在美国富豪榜跃升至第三位。今年
年初，贝索斯在这一榜单位列第十三
名。

据彭博社亿万富翁指数，美国微
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依然是世界
首富，身家８５０亿美元。

亚马逊CEO

跃升全球第四富

本报记者 王昱 编译

据日本媒体报道，11月
10日，评选今年日本社会热
词的“2015U-CAN新语·流行
语大奖”公布了获得提名的
５０个词汇名单。其中，形容中
国游客赴日扫货盛况的“爆
买”一词不出意外地名列榜
单之中。这说明，中国游客惊
人的购买力正在越发引起日
本的关注。不过，在热闹的背
后，不少日本媒体也开始担
忧起了访日游客的“爆买”戛
然而止的风险。

今年十一黄金周，中国
旅行团在日本东京药妆店门口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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