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此次内阁改组中， 河野太郎出任外务
大臣，引人注目。

河野太郎是前内阁官房长官、 国会众
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的长子， 曾在安倍内
阁担任国家公安委员长、 行政改革担当大
臣， 在自民党内隶属副首相麻生太郎领导
的“麻生派”。

河野太郎十分强调日美同盟， 重视日
美关系的基轴地位，亲美立场强烈，而且是
积极的“修宪派”。

同时，河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重视同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关系。 对于中日
关系， 河野2011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
示，中日两国的邻居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两

国除友好外别无出路。
有分析认为， 安倍挑选河野太郎分管

外交，同时顾及了对美、对华、对韩关系。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当天祝贺河野

太郎上任， 表示期待两国共建面向未来的
成熟伙伴关系。韩联社分析，河野太郎上任
能否给韩日关系带来转机，受到关注。

河野太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自民党元
老，上世纪90年代初在自民党短暂下野时担
任党首。他是资深的“知华派”外交家，主张对
华友好、重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深刻反省战
争责任。 1993年，作为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
野洋平发表就强征“慰安妇”罪行道歉的“河
野谈话”，为此遭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反对。

� � � �岸田文雄转而担任自民党政策调查会
会长，表示将继续支持安倍政权。

岸田是自民党内派系“岸田派” 的领
袖，党内一直存在支持其出任党首的呼声。
特别是今年以来， 安倍内阁支持率因丑闻
缠身而跌入危险区域，这种呼声尤为高涨。

《每日新闻》一篇评论分析，岸田2012
年起在安倍内阁担任外务大臣，5年间作为
安倍外交活动的实际操盘手，更多扮演“幕
后英雄”，在“岸田派”内部引发不满。 新任
防卫大臣小野寺和文科大臣林芳正等“救
火队员”都是“岸田派”成员，提高了岸田在
党内的声望。岸田本人曾暗示“希望担任党
职以积累经验，提高水平”。

有分析认为， 岸田原本打算在安倍
2021年党首任期届满退休后接受“禅让”，
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荣登大位。但自民党
今年在地方选举中连续失利、 支持率下跌
等因素让形势变得十分微妙，“岸田派”担
心政权能否维持，似乎已经等不起了。

《每日新闻》报道，安倍2日下午与岸田
谈了足足两个小时， 强烈希望岸田配合自
己的施政措施。作为交换，安倍答应岸田出
任党内要职的要求。一名“岸田派”成员说：
“现在安倍政权已经离不开岸田了。 ”

外界认为， 安倍此前一直企图将岸田
“封堵”在内阁中，以束缚其手脚，现在让其
转任自民党政调会长，无异于“放虎归山”。

� � � �此次内阁和自民党高层改组，安倍政权
的骨干成员基本留任，包括副首相兼财务大
臣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自民党
干事长二阶俊博、副党首高村正彦。

不少前内阁成员和党内重要人物获重
用，如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和前法务大臣
上川阳子重任原职，帮前任收拾烂摊子。 前
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自
民党前总务会长野田圣子出任总务大臣，也
属此类情况。

改组后的内阁虽然出现农林水产大臣
斋藤健等六张新面孔，但他们曾在相关省厅
或自民党内担任要职。 由此可见，安倍力求
万无一失。

细细研究这些新人老将的背景，不难看
出安倍对党内大佬、特别是各派系“封官许
愿”的痕迹。 比如，自民党内，身为干事长的
二阶俊博不仅手握党的财政大权，也是“二
阶派”领袖。 新任总务会长的竹下亘是“额贺
派”成员，该派系在参议院拥有巨大影响力。
安倍若想在明年9月党首选举中连任， 少不
了他们的支持。

此外，安倍还吸收野田圣子、斋藤健等
竞争对手或其派系成员入阁。 野田曾有意与
安倍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斋藤则是安倍在党
内有力竞争对手石破茂的派系成员。

《每日新闻》分析，安倍在保持自身派系
“细田派”势力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其他各派
系，笼络人心，以图形成“全党一致”的态势。
此次自民党高层调整中，干事长、总务会长、
政调会长三大职务
无一人是“细田派”
成员， 这在2012年
安倍第二次上台以
来尚属首次。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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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首相、 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3日大幅改组内阁
和调整自民党高层。 安倍希望通过这次“乾坤大挪移”，
扭转民意支持率下跌的颓势。舆论认为，经历“地价门”、
“加计学园”、防卫省“瞒报门”等丑闻连续打击后，安倍
已经输不起了。

拗不过国会签法案
特朗普两头不落好

内阁改组“大挪移”
安倍欲扭转“乾坤”

� � � �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周接近全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
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断绝了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使用总统否决权的选项。 因为即使他否决，参众两院也能
轻松凑够三分之二票数，否决他的否决，使得法案生效。 换
言之，不管特朗普签不签，这项法案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更令特朗普不爽的是， 这项法案还加入一条限制他解除对
俄制裁的条款。 如果特朗普将来想“松绑”对俄制裁，还需国会批
准。尽管咽不下这口气，特朗普2日还是签署这项法案，并发表一
份怨气十足的文字声明，称法案“存在严重缺陷”。

� � � �路透社报道，制裁法案是特朗普上台后
签署的最有分量的外交法案。 但与之前签署
其他法案和总统行政令的大肆曝光相比，2
日的签字仪式堪称低调。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闭门签署这项法案，
而后发表一份文字声明。 除此之外，特朗普

没有发表电视讲话， 也没接受媒体采访，
白宫也未安排任何活动。

特朗普在声明中毫不避讳他的
个人好恶。他说：“这份法案存在严重
缺陷，尤其因为它侵犯了行政机构对

外谈判交涉的权威。 ”
特朗普炮轰国会：“谈了7年， 国会连个

医改法案都谈不成。 作为总统，我可以与外
国谈成生意，比国会谈的好得多！ ”美国参议

院上周启动有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
的辩论，共和党方面提出的议案在三轮投票
中均遭到否决。

特朗普说：“尽管存在问题，但我考虑到
国家团结，才签署这项法案。 ”

根据该法案，美国将以俄罗斯涉嫌干涉
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
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并以
发展弹道导弹项目等为由，对伊朗和朝鲜实
施新制裁。

法案规定，总统在做出包括解除对俄制
裁或归还被查封外交财产等涉及美对俄外
交政策“重大改变”的行动时，均需向国会提
交报告，而国会有权否决总统的决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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