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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10月10日，日本众议院
选举发表选举公告，标志着
大选正式开锣，约 1200名候
选人将竞选 465个议席。选
举投票将在本月22日举行。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三
大阵营相争的选战格局已经
形成，但选情并不明朗。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说，如
果他所率领的自民党议席比
解散众议院前大幅减少，将
对其政权前景乃至政治前途
带来沉重打击。

大选拉开帷幕

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
公告 10 月 10 日发布，当天上
午候选人开始递交申请，这标
志着为期 12 天的日本众议院
选举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众议院选举将于 10
月 22日进行投票并于当天开
票。根据目前统计，将有1200
名候选人争夺 465 个席位。
自民党和公明党，“希望之党”
和日本维新会，以及立宪民主
党、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这三
股势力将在选战中展开激烈
角逐。

执政党自民党在解散众
议院时拥有288个议席，党内
有声音认为如果此次大选中
自民党单独议席减少50个就
应追究首相责任。对此，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8日回应称，只
要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起来
议席过半（233个席位），他将
会继续执政。

此外，原本是第一大在野
党的民进党如今已分崩离析，
一部分并入东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成立的“希望之党”，一
部分另起炉灶成立新党立宪
民主党，还有一部分成为无党
派人士。而小池对首相人选
三缄其口，“希望之党”打着推
翻安倍政府的旗号，但又不否
认选举后与自民党组成联合
政权的可能性。

日本现行的是小选区制
与比例代表制并立的双票选
举制度。小选区由选民直接
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得票最多
者当选；比例代表选区则是由
选民对各政党进行投票，并根
据得票数多少，按一定比例给
各政党分配议席。此次选举
议席数比上届减少10个，共计
465个议席，为日本战后最少，
其中小选区占289个，比例代
表选区占176个。

三阵营混战

安倍上月 28 日解散众议
院的前一天，东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宣布成立由自己领导的

“希望之党”。小池挟今年7月
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大败自民党
的余威，高调加入选战，加速了
在野党势力的分化组合。

小池新党成立翌日，最大
在野党民进党党首前原诚司
突然宣布该党并入“希望之
党”，希望能整合在野势力，打
破安倍自民党独大局面。不
料，小池随后表示，不会对民进
党议员全盘接收，在修宪等政
策理念上与“希望之党”不一致
的民进党人将被拒之门外。

小池此举进一步加剧了
民进党的内部分化。10 月 2
日，民进党前干事长枝野幸
男集结党内护宪派势力，宣
布建立“立宪民主党”。而前
首相野田佳彦等不愿意加入
小池或枝野新党的部分民进
党人则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
参选。

为对抗自民党-公明党
执政联盟和同样保守色彩浓
重的小池新党，日本共产党、
社民党宣布将沿袭此前在野
党达成的“共斗路线”，与立宪
民主党配合应对选战。而在
野党另一保守势力“日本维新
会”则决定，将在选举中与“希
望之党”联手。由此形成了两
个保守阵营和一个左翼阵营
的竞选格局。

大选甫启动，就已有两个
新党出现，一个老牌在野党事
实上解体。正如日本媒体指
出，这是近些年罕见的大选混
战局面。

明确提修宪

三大阵营混战，也体现在

各党竞选纲领错综复杂，尤其
是安倍自民党与小池新党在
安保、修宪等领域政策理念大
同小异，恐怕会令不少选民无
所适从。

在外交、安保方面，自民
党提出将引进陆基宙斯盾等
反导装备，并修改防卫计划大
纲，强化军事能力。自民党还
明确提出以实现修宪为目标，
并在和平宪法第九条中加入
有关自卫队的内容。

以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
党和社民党为代表的左翼阵
营主张坚持和平主义和对话
外交，明确反对安倍政权的新
安保法及其修宪企图。而以

“希望之党”“日本维新会”为
代表的在野保守势力则对修
宪展现出积极姿态，在安保、
外交政策上也与自民党没有
明显差异。小池新党的一些
候选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甚
至 比 许 多 自 民 党 议 员 还 极
端。

在经济和民生领域，自
民党提出，将继续加速推进

“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政策，
并在 2019 年如期提高消费税
率。各主要在野党均反对提
高消费税率。立宪民主党、社
民党等批判“安倍经济学”缺
乏惠民成果。“希望之党”则效
仿“安倍经济学”，提出“百合
经济学”。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自民
党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修宪目
标，意味着一旦自民党如愿胜
出，在其他在野保守势力的配
合下，势必将加速修宪议程。

选情不明朗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公
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
支持率为37%，比上月调查结
果有所下跌，而不支持率则上
升至 44%。另有 67%的民众

表示不赞同安倍解散国会提
前进行大选的决定。

但在政党支持率方面，自
民党为30%，一度备受瞩目的

“ 希 望 之 党 ”支 持 率 仅 为
5.4%。有四成民众回答没有
特定支持政党，这些摇摆票
的最终去向将很大程度影响
选情。分析人士认为，安倍
被质疑为摆脱丑闻而强行解
散国会，导致其支持率再度
下滑，但因为在野党势力分
化，许多选民可能仍持观望态
度。

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
原先在众议院占据三分之二
以上议席。日媒普遍预测，自
民党可能面临议席大幅减少
的风险。安倍将此次大选的

“胜败线”设定为执政联盟取
得半数以上议席，也反映出对
选情的担心。

《朝日新闻》认为，尽管安
倍大幅降低“胜败线”，为自己
留有余地，但一旦自民党席位
骤减，党内对其不满必将扩
大，届时安倍且不说未必能在
明年如愿连任自民党总裁，就
连现有的首相之位都可能遭
遇挑战。

此外，日本舆论指出，从
小池加入选战的前后表现看，
一系列行为投机色彩浓重，或
将为此次选举及选后政局带
来更多变数，不排除其在选后
首相提名中推荐自民党内的
安倍对手、建立保守联合政权
的可能性。

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前
事务局长南典男认为，“希望
之党”也好，“日本维新会”也
好，这些修宪派阵营不过是自
民党的“补充势力”，或者说是

“第二自民党”，日本民众要警
惕修宪势力借助这次大选趁
机 得 势 并 加 速 推 进 修 宪 企
图。

（新华社记者 王可佳）

日本大选开锣 安倍政权迎“大考”

本报讯 据日媒报道，日本自民
党总裁、首相安倍晋三 10月 10日在
福岛市的农村地区开启选战，首先强
调的便是日本大地震灾区震后重建
的成绩。他还强调了自己的经济政
策“安倍经济学”所取得的成果，并提
高声调说：“只有政策才能开辟未
来。”

“重建正在稳步推进”，当天，安倍
面带笑容向近500名听众挥手致意。
他避而不谈在野党严厉追究的“森友”

“加计”两个学园问题，而是批评在野
党“开创未来的不是热潮或口号”。

日本希望之党党首、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在曾当选众议员的选区东
京10区的JR池袋车站前呼吁人们“用
手中的一票终结‘安倍独大’政治”。

据报道，小池不断重复党名中的
“希望”二字，指出“现在的日本缺少
的正是希望”，力图再现东京都议会
选举时的“小池旋风”。

以日本民进党出身的自由派议
员为中心的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
男在东北地区唯一一个推举候选人
的选区宫城 1区所在的仙台市发表
演讲称“为了重塑正经的政治，需要
新的能承托人们期待的政党”。数百
名听众中不少人纷纷附和“是的”并
一同鼓掌。

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选
择在北海道岩见泽市发出选举“第一
声”，他强调“希望由自民党和公明党
的联合政权担负起今后的日本”。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在
东京新宿车站前高呼：“从未有过如
此蔑视宪法的政权”，并指出：“结果
就是在森友、加计学园疑云中暴露出
的国政私有化。”高举“安倍政治NO”
等标语的近千人聚集在现场。（中新）

安倍在福岛拉票
强调重建成绩
避谈丑闻遭指责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