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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世峰

共同社近日一项全国范围紧急电
话舆论调查显示，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
率为55 .7%，不支持率为23 .7%，低于菅义
伟上台时的内阁支持率。种种迹象表
明，刚起步的岸田政府前路暗藏风险。

其一，人事安排埋下内部团结隐
患。在共同社的调查中，认为岸田在自
民党内人事布局和内阁成员安排上“顾
及派系”的受访者占74 . 4%，认为“位得
其人”的只占18 .8%。

岸田在前首相安倍晋三、前副首相
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等党内派系大佬
的支持下，拼掉人气颇高的时任行政改
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登上首相宝座，
此后“论功行赏”自然不可避免。党内最
重要的干事长职位给了被称为“3A”（安
倍、麻生、甘利的合称）之一的麻生派资
深政客甘利明，内阁最重要的官房长官
一职，给了安倍掌控的细田派的松野博
一。麻生太郎则坐上了自民党副总裁的
位子，他空出来的财务兼金融担当大臣
一职则由其小舅子铃木俊一接替，安倍
的胞弟岸信夫继续留任防卫大臣。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落败的河野被
安排担任广报总部长，负责自民党内宣
传工作。对此，河野身边人士很失望，认
为这意味着坐冷板凳，并向岸田提出抗
议。而且，岸田选前曾说“不撤换干事
长”，但事后却撤换了担任干事长五年多
的二阶俊博，也令二阶派议员心生怨气。

岸田在胜选后的演讲中呼吁“全员
参与的棒球”，“比赛结束后不再区分敌
我”，并在公布人事安排的记者会上表
示，“希望能体现党的团结”。但那些没
有获得重要职位的派系中弥漫着不满
情绪，有人愤懑地称：“这哪里是全员参
与的棒球！”自民党新任干事长甘利明
也意识到了党内出现的不平之声，在记
者会上坦言，“抱怨因人事安排而始”。

不仅如此，人事安排也得罪了党内
大佬。对于内阁官房长官一职，安倍推
荐的是亲信、前文部科学大臣荻生田光
一，岸田则不愿同时起用甘利和荻生
田，以免加深外界对其只是党内大佬的

“傀儡”的错觉。尽管岸田就此寻求安倍理解，但据说当
时安倍的眼神一直很严厉。不得已，岸田只得让荻生田
担任经济产业大臣，但这依然没让安倍满意。

其二，遗留问题如何处理将影响国民信任度。在共
同社的调查中，62 . 8%的受访者认为，“应重新调查”围
绕森友学园丑闻的财务省审批文件篡改问题。

在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的初期，岸田在一档电视
节目中被问及森友学园问题时，曾回应“因国民表示

（调查）不充分，必须进一步说明”。后来为争取安倍等
人的支持，他不得不改口称“未考虑重新调查”。这让民
众担心岸田独立施政的能力。

因审批文件篡改问题而自杀的近畿财务局前职员
赤木俊夫的妻子7日在大阪举行记者会，称6日已将要求
第三方重新调查的亲笔信寄给岸田，“首相自诩‘善于倾
听他人意见’，那就听我诉说”。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
野博一在7日的记者会上称，“不考虑重新调查”。

新任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身后也“不干净”。甘利
2016年曾因收受现金问题辞去安倍内阁经济再生担当
大臣一职，现在在野党要求其在国会做出说明。对此，
甘利表示，调查机构已作出不起诉决定，自己也通过记
者会及书面回答了质询，“已尽到说明责任”。

其三，因顾及派阀利益而产生的人事安排，可能会
造成尾大不掉。

自民党新任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就任记者会上
表示，要把实现“修宪”作为众议院选举的核心承诺内
容之一。对此，有自民党内干部担心高市与岸田在不同
政策领域的分歧或难以协调。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高市是安倍政策的坚定
执行者，性格强势自负，又得到安倍的强力背书，相当
于安倍在党内高层安插的棋子。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
时，也是高市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由其领导的竞选承
诺制定工作就曾遭遇困难。

其四，提拔少壮派伴随着风险。在人事安排上，岸
田力图展现自身特点，但又面临着党内重量级人物和
主要派系的干预，显得捉襟见肘。

着眼于众议院选举，为了体现“新鲜感”，岸田内阁
20名阁僚中有13人为首次入阁，其中有三名仅3次当选
众议员的年轻议员。对此，在野党质疑他们能否应对需
要打破中央政府部门纵向分割的局面，认为他们的领
导能力不足。

自民党内四大要职之一的总务会长起用了仅3次当
选议员的福田达夫，也备受质疑。有意见认为，在最终决
定党内主张的总务会，有很多多次当选、爱挑毛病的资
深议员，要协调他们的意见，少壮派的福田很难胜任。

岸田在经历政坛摔打、蛰伏多年后终于得到一展
鸿图的机会，但其政府从一开始就暗藏隐忧，其“共创
新时代内阁”的合作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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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难民经历烙印

当地时间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
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
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中，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
家不算多，73岁的古尔纳此番获奖，
或许有语言优势的“加持”：他出生在
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如今生活在英
国，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也是英语。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
（现隶属坦桑尼亚），那是一个位于非
洲东部海岸的小岛，他在那里长大，
当地的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也是
如今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然而，20
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爆发革命，作为
阿拉伯裔的古尔纳遭受迫害，18岁那
年被迫离开家人、逃离刚成立不久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了难民。
1968年，他赴英国学习，就读于坎特
伯雷基督大学。

1980年到1983年间，他曾短暂
回到非洲，在尼日利亚的巴耶鲁大学
教书，同时攻读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
博士学位。1982年，他获得博士学位，
1985年开始在坎特伯雷肯特大学教
书。退休前，他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
的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除了作家
和教授的身份外，自1987年以来，古
尔纳一直担任英国文学杂志《瓦萨非
瑞》的特约编辑。离开故土后，他只在
1984年有机会回过一次坦桑尼亚看
望父亲，那之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古尔纳写作的“历史”比当教授
长多了。他从21岁开始用英语写作，
母语斯瓦西里语并没有对他产生太
多影响，但作为难民的经历则给了他
写作的灵感。古尔纳出版过10本小说
和不少短篇故事，“难民的混乱”是贯
穿始终的主题，那些记忆给他的作品
打上了烙印。1987年，他的处女作《离
别的记忆》就描写了非洲大陆上一次
失败的起义；次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
则从多个层面描写了流亡的现实生
活。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994年
的小说《天堂》，入围过布克文学奖，
也将古尔纳带入了文学圈的视野。

古尔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
像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样
10岁就立志成为作家，而是随着生活
的经历才慢慢成为作家。“我只是到
了一定的年龄，想做一些事，比如艰
难地到了英国，四处搬家。当时人生
地不熟，远离故土，经历困难才活下
来，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些都影响
了我。”他2016年在一次采访中说，自
己一开始只是单纯地写东西，写到一
定程度才去考虑进一步做些什么，了
解写东西和写作之间的区别，然后慢
慢学会改进、组织文字和想法，形成
小说。

喜欢写星座运势的生物学家

与古尔纳经历类似的，还有今年
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雅顿·帕
塔普蒂安。帕塔普蒂安现居美国，且
早已获得美国国籍，但他是亚美尼亚
人，在黎巴嫩长大。1975年，黎巴嫩爆
发了一场持续近15年的内战，1967
年出生的帕塔普蒂安就在战乱中长
大，还被持枪的军人抓捕过。

1986年，他和哥哥逃亡到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为了生存下去、凑够上
大学的学费，抵达美国后的10年间，
帕塔普蒂安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送
比萨，卖鞋，做三明治，甚至还给一家
亚美尼亚报纸写过每周星座运势。有
意思的是，多年后他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列举自己的“非学术性工作”，
还专门在“每周星座运势作家”后面
标注“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付出终得回报，1990年帕塔普蒂
安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科毕业，
学的是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专
业。当初他本想申请医学院，是教授

建议他试试生物学。帕塔普蒂安说，
他很快爱上了做基础实验，这也改变
了他的职业生涯，“在黎巴嫩时，我甚
至不知道科学家可以作为一种职业
选择。”

1996年帕塔普蒂安从加州理工
学院博士毕业，后来又成为博士后研
究员。他在几个研究所工作过，担任
过美国最大私立非营利性生物医学
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助理
教授，在美国诺华研究基金会当过14
年研究员，2014年后供职于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

其实，能获得诺贝尔奖多亏了帕
塔普蒂安的“知难而退”：他刚开始对
神经系统研究感兴趣，后来才转向痛
觉和触觉领域，原因是这似乎比研究
大脑简单点。但他说，像神经元是如
何感知压力和温度等物理力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解决。“当你发现一片不
为人知的土地时，挖一挖就会收获颇
丰。”帕塔普蒂安说。

差点找不到工作的物理学家

古尔纳和帕塔普蒂安离开了故
土，再也没有回去。但今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之一克劳斯·哈塞尔曼，
则是一个离开祖国后又回去的例子。

哈塞尔曼今年已经 9 0 岁，他
1931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经济
学家、记者，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德
国社民党成员广泛活动——— 就是最
近刚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一大党的
社民党。但在当时，他因党内活动遭
到迫害，全家在1934年移居英国，英
语也成了哈塞尔曼的母语。

哈塞尔曼与物理结缘是在13岁
那年，他花了一张电影票的钱从同学
那儿买了一个晶体检波器，然后接上
合适的电路，弄了一台简易收音机。
发现这玩意儿的“魔力”后，他经常跑
到图书馆翻书，研究晶体检波器和收
音机的工作原理。1949年，他随父母
回到了伤痕累累的德国，准备上大
学。他不确定自己想学工程还是物
理，干脆在一个机械厂实习了半年。

后来，他考入汉堡大学，学习物
理和数学两个专业，1955年夏天毕
业。虽然本科读了五年，但哈塞尔曼
只用两年就拿下了马克斯·普朗克流
体动力学研究所和哥廷根大学的博
士学位。有点尴尬的是，他的博士毕
业论文只得到2分（相当于B级），原
因是他没用导师建议的方法解决问
题，而是在发现那条路行不通后，另
辟蹊径。虽然得到了研究结果，但导
师对此不感兴趣，尽管勉强接受了论
文，但却打了个低分。

博士毕业后，哈塞尔曼回到汉堡
大学，与他的本科学位论文教授合作
做博士后，在这所大学的造船研究所
做过流体动力学研究。20世纪60年
代，他曾前往帕塔普蒂安的母校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地球和行星物理
研究所担任助理教授。

等到再回到德国时，哈塞尔曼又
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在美国的研究方
向和汉堡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不对
口”。有一天，他的论文教授找到他：

“哈塞尔曼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在
别的单位找个工作？”哈塞尔曼不知
道怎么办，便找到德国水文研究所的
所长，想在那找个活儿，但那位所长
也觉得哈塞尔曼是个“麻烦”，没敢
要。好在，那位所长给德国联邦科技
部打了个电话，问那里有没有什么职
位能提供给哈塞尔曼。没想到，好运
气这时候来了，德国科技部专门提供
资金，在汉堡大学创建了一个理论地
球物理系，聘请哈塞尔曼当系主任。
正是在地球物理学上的研究，让他与
日裔美籍科学家真锅淑郎一道，凭借

“对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可变
性和可靠地预测全球变暖”的贡献，
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
意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因“发现
了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
无序和波动的相互作用”，也获得今
年的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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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2021年诺贝尔奖陆续揭晓，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到诺贝尔文学奖，人们
又知道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名字和知识。其实，在搞学术和科学家身份之外，他们的命运
曾与历史的洪流交织，有着独特的个性和人生经历。他们是用知识改变世界的“神”，也
是生活中和我们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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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尔尔纳纳

哈哈塞塞尔尔曼曼

帕帕塔塔普普蒂蒂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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