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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9月 14日下午，日本自民党总
裁选举结果公布。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以
377票的显著优势获胜。

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共获得89
票，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共获得 68票。目
前日本自民党占有国会多数议席，菅义伟作
为新任自民党总裁，将接任安倍晋三成为日
本首相。根据法律程序，日本政府 16日将召
开临时国会，正式任命新首相。

在父子首相、祖孙首相频出，世袭政治十
分普遍的日本政治生态中，菅义伟作为草根
出身，且没有地盘、没有知名度、没有钱的“三
无政治家”，显得颇为独特。

1948年 12月一个冬夜，菅义伟出生在日
本秋田县的一个山村农民家庭。父亲是一名
老实本分的草莓种植户，当过最大的官是当

地草莓协会会长。他给儿子取名“义伟”，希
望儿子成为“讲究仁义，能创伟业”的人。

高中毕业后，菅义伟拒绝接手父亲的草莓
事业，想要出去闯闯。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
到东京，却只找到一份在板桥区纸箱工厂的工
作。回忆起那段经历，菅义伟感慨：“那时什么
都不怕，就觉得，到了东京就有希望。”

在那段时期，他白天打工，晚上复习，最终
如愿考上了法政大学，并萌发了从政的念头。

然而，“朝中无人”的菅义伟毕业后只找
到一份电力公司配线员的工作。他不甘心地
向法政大学就业中心求助，终于在毕业近三
年后，得到一份给国会议员小此木彦三郎当
秘书的工作，正如他的座右铭“有志必有路”，
菅义伟在秘书岗位上一干就是11年。

1987年，在小此木的支持下，38岁的菅

义伟参加横滨市议会选举，成功当选市议
员。1996年，47岁的他当选国会众议员，也
正是从众议员时期开始，菅义伟与安倍晋三
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2012年底安倍二次执政，菅义伟出任有
“总理另一半”之称的官房长官一职。相当
于安倍内阁的大管家，在内阁中的地位仅次
于安倍和副首相麻生。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菅义伟擅长危机
管理，曾负责处理应对朝鲜弹道导弹发射等
紧急事务，留给外界的形象是“冷静而成熟”。

在选举过程中，菅义伟多次向外界介绍
其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张。

在内政方面，菅义伟关于追加经济对策
展示了积极姿态。他表示将考虑增加对家
庭和企业的补贴，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的冲击。他还强调，
日本必须先把重点放
在重振经济上，然后再
考虑如何解决财政问
题，如果凭借现行的补
贴和贷款无法解决经
济困境，就将出台下一
步举措。

围绕消费税率问
题，菅义伟表示，将延
续安倍晋三的观点，10
年内不再上调消费税。

在外交方面，菅义伟凸显了要继承安倍
晋三路线的姿态，表示要“以日美同盟为基
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并透露将和安倍晋三商讨如何开展外交活

动。不过他也公开表示安倍推行的首脑外
交，可能无法被继任者延续下去，并且提出
外交必须由整个政府推进，而不是首相官邸
来主导，并提出他本人将会“贯彻具有自身
特色的外姿态”。 □何欣蕾

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裁
“三无政治家”将成为日本新首相

我大学毕业之前，很讨厌做饭。“君子远庖
厨”，认为天天系着围裙围着灶台转，是浪费生
命，所以在若干年里我把吃饭都当作生活的一
种本能，不怎么挑食，也没有美食美味的概念。

平常的日子，对于吃饭，粗茶淡饭即可，只
要不是很咸或者很淡基本都能入口，茶、开水
和酱油混在一起，就能泡饭，并且意外感觉也
能吃。好景不长，我的身体出了不良倾向，肠
炎、浅表性胃炎等接二连三地寻上门来。

有病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为了我身体
健康，亲爱的老妈向我抛来了橄榄枝，让我
回家吃饭。回家蹭饭的时候，老妈便苦口婆
心地教导我要学会做饭。做饭是一项生存
技能，会做饭才能吃得健康、吃得卫生、吃得
舒心。每当看着辛勤的家人带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家中，能舒舒服服地吃上一口热饭，
喝上一口暖汤，那种温馨、满足、安稳的“家”
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于是我决定
开始跟着老妈学习做饭。

喜欢看韩剧的人都知道，韩国人说带
着诚意做的饭食是世间最珍贵而美味的食
物，在经历了从不会做饭到合理饮食，从不
爱做饭到喜欢做饭的过程后，我对这句话
感受颇深。饭其实就是爱的味道，是亲人
间维系亲情的纽带。

现在，我经常跟老妈交流讨论一些做菜经
验，并且把我收集的一些健康饮食资讯传递给
她，老妈也把在实践中积累的小技巧教给我。
还时不时地在灶台上演练一番，因为有了这个
共同爱好，母女俩亲如姐妹，心越来越近，话题
也越来越多。俗话说，会过小日子的人，通常
会算大账。以后我还会不断精进厨艺，让做的
每一餐饭都融入诚意，让食用者吃得开心、吃
得满足。做一个懂吃会吃会做的美食者！

康德曾说：“老年时像青年时一样高高兴
兴吧！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晨歌；老
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现在若问，
人间有味是清欢，人间最美是吃饭，什么事最
让我高兴？我会说：“当一个货真价实的吃货
最高兴！”你要问我什么是美食？我会回答：

“饱含着亲情、爱心、
诚意的食物就是人间
最美味的食物。”

一顿家常饭
□任雪姣

初中毕业那年，我如愿
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中
专。一家人高兴自不必说，
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全家人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那时侯，二哥结婚不久，
我唯一的姐姐也刚刚出嫁，家
里一贫如洗，实在没钱供我上
学。父亲是个粗人，一辈子只
知道春种秋收，靠打点粮食养
活一家老小。眼看着开学的
日子一天天临近，母亲的头上
又凭添了许多白发。

一日午后，一向柔弱的
母亲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胳膊上挎了一只竹
篮子，里面还有许多鸡蛋。我忙问道：“妈，咱家都
快揭不开锅了，你买这么多鸡蛋干吗”？“傻孩子，
我是想做点小生意给你凑学费，要不然你怎么到
城里念书？再说，妈也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你。”母
亲的话让我感到朴实又温暖。

第二天天不亮，母亲便走出家门，她挎着一
篮子鸡蛋，沿着公路走到了三十里外的纺织城，
就是为了省两毛钱的车票。记得母亲第一次卖
完鸡蛋回到家里已是晚上 11点多，她一边吃饭
一边点着当天的收入，兴奋地站起来抚摸着我的
头说：“妈今天挣了一块多钱，看来俺娃上学是不
用发愁了。”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见母亲眼里闪动
的泪花。

中专二年级的时候，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
我便很少回家向母亲要生活费。那一年冬天似乎
特别漫长，算起来我大概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为
了节省开支，我在食堂里打最便宜的饭菜，有时候
就买两个馒头充饥。一日傍晚，我的同学也是我
的同乡杜丽红到宿舍找我，塞给我10元钱说：“你
妈想你了，让你这周一定要回去，这是她托我带给
你的生活费。”我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
得鼻子一阵发酸。

转眼到了毕业那年，我在西安仪表厂实习，工
厂要求不是很严，我可以经常抽空回家看望母
亲。一天清晨，我要返回工厂，母亲也要去卖鸡
蛋，我们结伴向村外走去。这一次的竹篮是我拎
着，毕竟四年的光阴过去了，我已从当年那个懵懂
少年长成风华正茂的青年，理应为母亲分担忧愁。

可还没走多远，我那不争气的胳膊就被压出一
道红红的印子，于是便央求母亲：“妈，我们还是坐
车吧。”母亲微笑着点点头。事后我才知道，卖了4
年鸡蛋，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坐车去，那个时候，她已
经是58岁的老人了。

我不知道，4年的风霜雨雪为何阻挡不了一位
老人独自前行的脚步。当她提着一篮子鸡蛋走在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没有人会留意她，哪怕只是
一眼。此时此刻，也许只有她知道，那竹篮里承载
的不仅仅是一个儿子的命运，更承载着一个母亲对
儿子博大无私的爱。

□
马
宽
新

我和亚琴是四十年前在石砭峪水库团
代会上认识的。

亚琴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农民。不久，
随着“修建水库”大潮，她投入水库建设中。

1977年，我上学离开了水库。亚琴也
接了父亲的班，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金秋季节里，亚琴收获了爱情。小伙子
是邻村一名大学生。大二期间，母亲突然病
故，父亲含泪挑起家庭重担，为苦日子劳作
熬煎。亚琴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这个穷学生
结了婚，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宝宝满月后，小俩口抱着孩子回家，发
现屋里的木板床没有了，几经询问才知结婚
时借来的床已物归原主。孩子半岁时，一家
三口又一次回婆家探亲，这次屋里不但没有
床，连娘家陪嫁的家具也不翼而飞了。原来

小叔子娶媳妇没钱置办家具，公公把亚琴房
子里的家具刷漆翻新，给二儿子娶媳妇用
了。亚琴没有抱怨、没有生气，就当是自己
送给小叔子的结婚礼物。

生活的艰辛历练了她坚强不服输的性
格，让她懂得了让步和包容。

为了跟上教学步伐，她带着四岁的孩
子，在西大街教师进修学院脱产学习，相继
取得了大学专科、本科文凭。在平凡的工作
中取得了好成绩，成为教师中的佼佼者。

1996年，亚琴担任黄埔中学校长（长安
地区唯一的女校长），来到蛤蟆滩，一干就是11年。

2007年，亚琴接到上级调函——调她
到申店中学任校长兼书记，这让年近五旬的
亚琴犯了难，她舍不得离开工作多年的黄埔
中学呀！

申店中学人员庞杂，给工作开展带来了
一定困难。

教育局下发校方绩效工资，70%由上级
财务拨款，剩下的30%由校长分配。为了调
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政策，校
方决定从每个人 30%工资中取出一半来奖
励责任心强、愿意挑大梁多干工作的老师。
消息发布后，校园沸腾了，很快掀起了一个

“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学校面貌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个别老师有抵触
情绪、工作撂挑子，拒绝与校方沟通，甚至给
上级打小报告。亚琴逐个给大家做工作，其
中有个教师爱人在乡政府工作，孩子上中
学，住的是破旧窑洞，生活不宽裕，如果对其
撂挑子行为予以辞退，生活会更加困难。亚
琴耐心开导她，同时对她趾高气扬、撂挑子
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使她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并一再表示愿意用实际行动跟上教师
队伍步伐，做一个称职的老师。

从此以后，那种动不动工作撂挑子、使
性子、对工作挑肥拣瘦的现象再没发生过。

在申店中学工作了5年，亚琴从工作岗
位上光荣退休，为她的教师生涯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亚琴，还是叫她齐校长吧，如今退休在
家除了读书、旅游外，就是照看孙子，其乐
融融地安享晚年。

乡村女校长
□苗晓瑛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入秋后的天气还是十分燥热，傍晚
下班回家，因为口渴难耐，打开家里冰
箱一看，里面竟然有两串饱满诱人的葡
萄。我喜出望外，立即把葡萄拿出来吃
了个干净。正当我怡然自得
时，老公也下班回家了，他一
进门就喊：“把冰箱里的葡萄
拿出来吃，太热了！”

我告诉他，葡萄刚刚被
我吃了。他愣住了，板着脸，
连忙去厨房找水喝。他一提
水壶，里面也是空的，埋怨
我：“你怎么也不烧点水？”

这几天，我和老公正在
冷战。听了他的埋怨，我气
呼呼地问他：“凭什么让我烧
给你喝？”听了我的诘问，老
公自讨没趣，自己去烧水了。

周六，还在气头上的我，
一个人回了父母家。他们见
我一个人回来，就问：“你怎
么一个人回来了？”我把吵架
的事说了一遍，本以为母亲
会指责老公，可她却说是我
不考虑别人。我很不服气，
说：“不就是吃了两串葡萄吗！”父亲知
道我的脾气倔，笑着说：“好了，不说了，
明天是周天，你们一起来吃饭。”

第二天，我和老公刚到家，父亲就
叫我去超市买盐。等我买盐回来，老公
一边接过我手中的盐，一边招呼我赶紧

过去吃茶几上的葡萄。我急不可耐，立
即坐在沙发上把几串葡萄吃了个干净。

吃过午饭后，父亲悄悄把我拉进
房间，对我说：“你刚才去买盐时，我
把葡萄拿出来让他先吃。告诉他，如
果吃不完，就把剩下的给你吃。你看
他只是吃了几个小的，把颗粒饱满的

大葡萄留着等你回来吃。
你再看你，根本不谦让，把
葡萄吃得一个不留。从这
点看，就说明你平时做事根
本不考虑别人。”

父亲接着说：“小夫妻一
起生活，哪有什么惊天动地
的事情，夫妻之间的感情，就
体现在油盐酱醋茶里。你说
前些天你们就为吃葡萄的事
闹别扭，那明明是你不对，如
果是他先回家，肯定会把最
好的葡萄留给你。你再反过
来想想，要是他像你一样，事
事都不想着你，久而久之，你
会怎么想？”

听完父亲的开导，我从
房间出来，迎面遇见老公。
见母亲正在茶几边切西瓜，
我赶忙拿一块西瓜递给老公
说：“这块西瓜肯定甜，来，老

公，给你吃。”
老公笑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

道？你少在爸妈面前演戏了。”
见我们和好了，父亲笑着对我们

说：“这样的戏，如果你们能演一辈子，
我们也就放心了。”

留
点
葡
萄
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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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许多非洲国家在
不放松防疫的前提下，采取
各种措施吸引游客，重振旅
游业。根据世界旅游业理
事会的数据，非洲约2400万
人以旅游业为生，旅游业收
入占一些非洲国家国内生
产总值的10%。2019年，旅
游业为非洲经济贡献了
1680亿美元。受疫情影响，
非洲国家近3个月损失旅游
收入近550亿美元。

近日，非洲一些国家逐
步放宽民众出行限制。随
着疫情形势渐趋稳定，南非
开始允许民众跨省自由出
行。南非旅游部长表示，计
划分三阶段逐步恢复旅游业，
包括重新开放国际旅行。一
个月前肯尼亚恢复国际和国
内航班，目前旅游和酒店业
正缓慢复苏，部分度假胜地、
国家公园和首都内罗毕的
酒店平均入住率已回升至
疫情前的 25%至 40%，大多
数是国内游客。在采取封
禁措施 5个月后，津巴布韦
政府已批准恢复国内航班，
促进旅游业恢复。

为吸引更多游客，一些旅游
景点纷纷下调门票价格。在肯尼
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出售给外
国人的门票价格由此前的60美元

下调至 35美元。该政策自
今年 7月 1日起生效，有效
期一年。卢旺达发展署也
推出了一系列景区优惠项
目。此前若要体验维龙加
火山的山地大猩猩观光项
目，游客需购买价格为1500
美元的许可证，现在，许可
证的价格下调为500美元。

此外，一些景区还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大力拓展线
上体验服务。东非最大的
黑犀牛保护区肯尼亚奥佩
吉塔保护区在社交媒体上
推出了“云游览”项目，让暂
时无法前往的游客可以在
线上游览。

业内人士表示，非洲旅
游业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
游客，当地旅游行业的复苏
进程与国际社会的疫情防
控进展息息相关。目前，
部分非洲国家还未开放
国门，许多商业航班仍处
于停飞状态。由于疫情
的冲击短时间内无法消
除，旅游业既需要政府的
扶持，也需要做好自身的
常态化防控，并持续推出

更加灵活的应对策略。世界旅
游组织预测，非洲旅游业至少需
要 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彻
底恢复。 □李滢嫣

报告预计报告预计
未来全球化石燃料需求将下降未来全球化石燃料需求将下降9月14日，

意大利数百万
中小学生结束
六个月的居家
防疫生活 ，回
到校园上学 。
除意大利北部
一些地区的学
校已率先重新
开放外 ，意大
利大约 800 万
中小学生中的
大部分于14日
返校复课。

□米凯莱摄

英国石油公司日前发布《2020年世界能源展
望》报告预计，未来全球能源需求结构将持续调
整，化石燃料需求将下滑，可再生能源等将占据更
多市场份额。

报告认为，向低碳转型这一趋势将带领全球
能源系统重塑，未来能源将更加多元化，整合和竞
争程度将加剧。由于能源利用率提高和公路运输
电气化，未来30年化石燃料需求将出现下滑。

报告表示，随着投资力度加大，风力、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或将成为未来发展最快的能源。同
时，在能源需求领域，电力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

英国石油公司每年发布世界能源展望报
告。作为能源产业的风向标，今年报告讨论了
2020 年至 2050 年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机遇与不
确定性，特别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能源需
求的影响。 □赵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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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茂（左）、菅义伟（中）、岸田文雄（右）

英国慈善组织特拉塞尔基金会说，英国今年4月
至6月新增将近10万户领取食品救济的家庭。

特拉塞尔基金会在全英范围内管理超过1000家
食品银行。英国《都市日报》14日以基金会为消息源
报道，受新冠疫情影响，基金会下属所有食品银行出
现紧急、持续的救济需求。今年 4月，这家慈善组织
发放紧急食品援助包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89%，

其中发放给儿童的食品援助包数量同比增长107%。
英国赫里奥特-瓦特大学一项调查预计，今年冬

天需要从特拉塞尔基金会领取救济物品的人数将增
加61%，是年度冬季人数涨幅最高的一次。

另外，由于英国今后仍将有大量失业人口，预计
今年年底新增 67万贫困人口，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
支付住房、能源和食物等基本生活开支。

特拉塞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埃玛·里维说，调查
显示，新冠疫情使成千上万人第一次领取食品救
济。为防止更多人面临贫困，现阶段英国政府出台
福利政策调整和保留工作岗位的方案，但这些方案
即将结束，政府应继续推出类似措施。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今后贫困人口数量将出
现灾难性增加。”里维说。 □王逸君

英疫情期间新增近英疫情期间新增近1010万户领食品救济家庭万户领食品救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