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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艾达”渐远 断电缺水困局仍在救济金到期 美国就业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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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失意抗疫失利 菅义伟“弃权”

当地时间9月6日，美国劳工节，联邦

政府于今年3月签署的1.9万亿美元新冠

纾困救助法案将正式结束。而随着相关失

业援助计划的到期，超900万美国人将失

去他们的失业救助金。

据美国《国会山报》4日报道，今年夏

季，全美已经有26个州退出了新冠纾困救

助法案中的一些计划。而在联邦政府的失

业援助计划到期后，将会有540万美国零

工、承包商和无失业保险的人，以及390万

曾接受延长援助的人受到影响。

外界一度希望这一计划终止来推动

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然而目前已经终止

这一计划的地区的数据表明，即使计划结

束，美国就业复苏恐怕仍将缓慢。高盛经

济学家在8月的一项研究中称，在取消联

邦福利的州中，就业人数增加，但劳动力

参与率持平。这表明许多工人出于非经济

原因（例如担心感染新冠）而不就业，即使

在救济福利结束后，他们也不会即刻返回

劳动市场。

当前美国就业形势严峻。上周五劳工

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失业率延续

下降趋势，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5.2%，

但仍较去年2月份新冠疫情暴发前高1.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业部门新增就

业人数仅为23.5万，远不及预期。

具体来看，美国8月失业人数降至840

万。失业时间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人数环

比下降24.6万至320万，较去年2月份高

210万。因疫情原因无法外出寻找工作的

人数为150万，显示美国疫情形势再度严

峻对就业市场复苏造成影响。

美国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休闲和酒

店、零售贸易等人员接触更密切的行业新

增就业下跌，反映出德尔塔毒株的迅速蔓

延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复苏所施加的负面

影响。该行经济学家约瑟夫·宋（Joseph

Song）在报告中写道：“疲软的就业活动

体现在供需两方面：一方面，企业因需求

放缓和未来不确定性而暂停招聘；另一方

面，求职者因健康顾虑而犹豫踌躇。”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就业市场近期一

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根据美国劳工部

的数据，今年6月份美国空缺职位环比增

加59万个至1010万个，这是该指标自

200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但截至8月

份，美国失业人数在950万人左右，这意味

着美国空缺职位已经超过了待业人数，凸

显就业市场供需关系异常紧张。而在2018

年以前，美国失业人数在长达18年的时间

里持续高于空缺职位。

即便岗位空缺高企，但在新冠肺炎感

染病例持续飙升的背景下，更多工人对就

业仍持观望态度。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CNBC）曾报道称，堪萨斯州居民萨

玛莎·莱昂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恢复工

作对她而言“风险远高于机会”，她担心同

事不遵守打疫苗、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

离等健康要求。

在不乐观的8月就业数据发布后，

美国国内对于是否延长救助法案产生

了激烈争论。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在白

宫发表讲话，将8月就业数据的惨淡，

归咎于全国范围内感染德尔塔变异株

患者人数的激增。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2021年9月4日18时，全美共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39902208例，死亡648064

例。过去24小时内，美国新增确诊214979

例，新增死亡3220例。

累计确诊病例逼近4000万例，死亡病

例超过64.4万例的数据，意味着，每8个美

国人中就有1人确诊，每510个美国人中就

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

美国部分经济学家担心，德尔塔变异

株在美国各地的大规模传播，将会导致美

国经济再次陷入失业浪潮中，重回去年冬

天的严峻处境。

不仅仅是就业，美国经济的多个领域

都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中，经济复苏的迟

缓与不平等让美国公众对经济前景感到

悲观。

此前拜登政府曾预测，包括经济在内

的诸多问题会在今年秋季得到改善，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纽约时报》8月31日刊文

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未来几个月的经

济复苏可能比政府官员的预测更陷入停

滞和混乱”。

美国信安环球投资公司的西玛·沙阿

称，这些数据是“一个重大失败”，“反映了

德尔塔毒株带来的破坏”。她还说，美联储

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今年开始缩减经济

刺激措施的计划。

经济学家CarlRiccadonna认为，非

农就业数据令人严重失望，给美联储缩减

购债规模的可能时间表带来了很大的不

确定性。如果这种招聘速度继续下去，鸽

派官员将占据上风。他们将会称，目前的

就业形势无法满足美联储“进一步大幅进

步”的门槛，进一步推迟原先设定的时间

表。如果QE缩减时间表发生变化，将对股

市、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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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跑路”

9月5日晚，2020东京残奥会闭幕式在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办，这也意味着，延期

一年、空场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正式告

一段落。

与东京奥运会一同告别舞台的，还有菅

义伟。此前在9月3日，菅义伟在日本执政党自

民党内部会议上宣布，不参加本月举行的下

一任自民党总裁选举。按照日本政治的惯例，

首相一职要由执政党的党首出任，而这也意

味着菅义伟在卸任自民党总裁的同时，也将

辞去日本首相一职。

在随后进行的记者会上，菅义伟表示自

己本打算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但同时应对

选举和新冠疫情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因此决

定专心考虑新冠疫情对策。

这距离菅义伟上任还不到一年。2020年8

月安倍晋三辞职，随后在9月中旬，时任内阁

官房长官的菅义伟作为安倍钦点的接班人，

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党魁，接棒成为日本的新

一任首相。上任之初，菅义伟一度得到70%的

支持率。颇得民心的他，一时间风光无限。

但后来，菅义伟的支持率持续下跌。8月

28日，日本《每日新闻》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

公布最新民调，菅义伟内阁支持率跌到26%，

比上次7月17日民调结果30%还低4个百分

点，创出其2020年9月上任以来新低纪录。

此外，安倍晋三也对此做出回应，他表示

菅义伟曾在电话里向他透露过将要弃选的意

向，“我对此非常遗憾，但他的这个决定是为

了自民党，进而是为了日本着想”。

然而讽刺的是，在消息传开之际，日本股

市3日午盘开盘大幅跳涨200多点。截至当天收

盘，日经指数大涨560点，涨幅近2%。日本东证

指数也上涨1.6%，收于1991年以来最高水平。

民心尽失

上台时伴着民众的呼声，下台却也引发

民众鼓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菅义

伟的看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让菅义伟放弃连任最大的导火索应该

是持续下跌的民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研究员张季风直言。张季风进一步指出，

支持率下降背后，则是菅义伟对日本这一年

的两件大事完全失控，也就是防疫与奥运。

这也是外界普遍对菅义伟“弃选”的看

法。日本《东京新闻》9月4日发表文章称，菅义

伟在位期间，一直将疫情防控视为最优先事

务，但疫情却迟迟不见好转。此外，他过度重

视经济活动和奥运会，却总也拿不出有效的

应对方案，导致失信于民。

事实上，在抗疫方面，“力度不够”和“应

对迟缓”的批评声一直伴随着菅义伟的防疫

政策。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4日，日本新冠肺炎重症病患2223人，连续

第三天刷新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目前，

东京都为新冠肺炎病患提供的病床占用率

已近70%。

在疫情严峻之时，菅义伟曾试图通过奥

运会提振人心，以至于不惜空场也要硬着头

皮办奥运。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做了个

十足的赔本买卖，花费了150亿美元，几乎血

本无归。

此外，还有不少人认为，奥运会令日本疫

情进一步恶化。今年3月，东京都等地在火炬

传递前“解封”，但因疫情迅速恶化，三周后又

不得不实施重点措施，重新开启一轮紧急事

态宣言。

目前，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21个

地区处于防疫紧急状态，这些地区的紧急状

态定于本月12日结束。而据日本《每日新闻》4

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首都圈地区“一都三

县”，也就是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玉

县的紧急状态再延长两周，大阪府和爱知县

的紧急状态也可能将被延长。

疫情的暴发不仅让日本民众逐渐对菅义

伟失去信心，同时也重创了日本经济。数据显

示，2020年日本GDP萎缩幅度达到4.8%，是自

1955年以来第二大跌幅。张季风认为，疫情治

理不力、经济没有丝毫起色已经成为当前日

本国内主要矛盾点。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舆论之外，菅义伟

在自民党内部也缺乏支持。共同社报道指

出，菅义伟陷入泥潭始于8月横滨市长选举

告负，以及显示自民党式微的众院选举结

果。而成为致命一击的是他自己面向连任自

民党总裁、作为起死回生之计打出的党高层

人事调整。如今落选已成定局，“倒菅”之风

吹起。身边人士代言菅义伟的心声称：“如今

已是刀折矢尽。”

继任者是谁

日本从1885年成立第一代伊藤博文内阁

以来，到2020年成立的菅义伟内阁，已经是第

99代。今年10月21日，日本本届众议院任期期

满，执政党中将产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第

100任首相。

对于这位第100任首相，张季风认为，当

前自民党在日本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

这意味着日本未来新政府领导人很可能将由

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胜者担任。所以，即将到

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也最受外界关注。

截至目前，自民党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

现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总务大

臣高市早苗和现任自民党干事长代行野田圣

子均已公开宣布参选总裁，其他党派也正在

酝酿合适的候选人，而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

茂仍处于观望状态。

其中，河野太郎是一个热门人选。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共同社4、5两日实施的日

本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

下任首相的合适人选，31.9%的受访者选

择河野太郎，其后依次为石破茂26.6%、岸

田文雄18.8%。

一边自民党总裁候选人摩拳擦掌竞

逐，另一边，在野党也一直蠢蠢欲动。今年

6月，日本立宪民主党、共产党、国民民主

党、社民党等4个在野党向众议院提交了

对菅义伟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在野党此

举也被外界认为是有意在民众中提升存在

感，从而吸收更多的选票。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文CFP/图

飓风“艾达”席卷美国东北部多地，在8个

州引发洪水、龙卷风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9

月4日，“艾达”已造成至少65人死亡，部分灾

区仍处于断电状态，其中多地需要等到9月底

才能恢复供电。

飓风“艾达”于8月29日在美国南部路易

斯安那州登陆，向东北方向移动，是美国墨

西哥湾地区有史以来最强飓风之一。纽约

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受“艾达”影响

最为严重。

白宫2日晚些时候说，美国总统约瑟夫·

拜登宣布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进入紧急状态，

下令联邦政府随时准备提供“所有需要的援

助”。拜登说：“我们需要恢复电力，安排更多

食物、燃料和水。”

这次灾害带来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引发舆论对政府应对不力的不满。批评意见

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更早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一些生命本可以挽回；而过度开发导致

雨水难以被吸收，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应对

气候变化。

法新社3日援引美国公共政策智库城市

未来研究中心执行董事乔纳森·鲍尔斯的说

法报道，过去几十年，纽约市的基础建设跟不

上人口增长速度，更不必说要承受“越来越猛

烈的风暴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

等现象。

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说，“艾达”造成

的人员损失凸显纽约州灾难通知系统的弱

点，包括缺乏不同语种的通知。她表示，纽约

部分人口可能没有手机，这些人在危险的天

气事件中尤为脆弱。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4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栋断电的住宅楼，一名男子准备扔掉冰箱内变质的食物。新华社/图

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至

今，日本举办的夏季和冬季奥

运会共有4次，而每次举办奥运

会的年份，首相必定下台。今

年，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没能逃

过。在新冠疫情中

坚持空场举办奥

运的他，将成为

“下台魔咒”的第

四人。从高达70%

的上任支持率到

如今黯然退场，菅

义伟只用了不到

一年。而随着菅义

伟卸任，日本可能

又将重回“短命内

阁”时代。

菅义伟担任首相期间大事记

2020年

9月14日荨菅义伟在自民党领导人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确保将出任首相。

9月16日荨菅义伟被众议院选定为首相，得到至少2/3受访者的支持。

10月26日荨菅义伟宣布，日本打算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10月29日荨日本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10万例。

11月21日荨随着感染病例数目达到创纪录高位，菅义伟中止了旅行补贴运动，支持率随后下降。

12月16日荨由于在恳请公众避免聚会之后自己却出席了年终聚会，菅义伟招致进一步指责。

2021年

1月7日荨菅义伟宣布东京都和周边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感染病例的上升。

1月18日荨菅义伟誓言加紧筹备因为疫情而被推迟一年的奥运会。

4月16日荨菅义伟在美国新总统就职后的首次面对面白宫峰会中与拜登会晤。

5月10日荨由于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选民对菅义伟政府的支持率创下新低。

7月4日荨自民党及其盟友在东京都地方选举中表现糟糕，这次选举被认为是

在全国选举之前对选民情绪进行的一场关键测试。

7月26日荨随着奥运会在疫情的阴影下举行，菅义伟的支持率进一步下滑。

8月6日荨日本的新冠肺炎病例达到100万例。

9月3日荨菅义伟宣布不会参加月底举行的自民党领导人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