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方岩岩：：回国执教，我不后悔

政治世家

与日本历史上多数首相相
似，岸田同样出身政治世家。

岸田的祖父岸田正记、父亲
岸田文武曾任国会众议员，母亲
澄子是日本大型综合商社三菱
商事董事的女儿。日本前首相

宫泽喜一是岸田家的亲戚。
受父亲影响，岸田大学时代

就立下从政志向。30 岁时，担
任父亲的国会议员秘书。

岸田迄今9次当选国会众议
员，安倍 2007 年首次执政，招揽
岸田入阁，让他担任冲绳和北方
领土事务担当大臣。2012年安倍
第二次执政后，岸田担任外务大

臣约四年半，是日本自二战结束
以来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外相。

岸田一度被视为安倍“钦
定”接班人，但安倍去年 8 月因
病辞职时，没有推岸田“上位”。
随后的党首选举中，岸田以较大
劣势不敌获得二阶俊博、麻生太
郎等党内大佬支持的菅义伟。

“复读”逆袭

蛰伏一年后，岸田再次出
马，8 月下旬率先宣布要竞选自
民党总裁。

这种“复读”经历，岸田并不
陌生。

岸田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日
本知名高校东京大学毕业生。
受父母影响，岸田读书时立志上
东大。不料，高考名落孙山。

复读两年后，岸田考上另一
所名校早稻田大学，就读法学

部。他的同学包括前防卫大臣
岩屋毅。

岸田说，去年败选是因为
自 己 能 力 不 足 。 共 同 社 报
道 ，岸 田 十 多 年 前 开 始 记 录
选民意见，写满三十本笔记，
展现自己善于“倾听意见”的
长处。

转向保守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岸田这
次竞选“向右转”，为争取在自民
党内占主流的保守派支持，拼命
淡化“宏池会”在安全和对外政
策上的鸽派形象。

去年竞选总裁时，岸田对日本
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持谨慎立
场，但这次表态称“这是有力选
项”。就美国有意在驻日美军基地
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岸田认为，应当
有具体构想才能决定赞成还是反对。

相比鹰派色彩突出的高市早
苗，岸田没有明言会在任内参拜
靖国神社，说要根据时机、状况
作判断。

性格温厚

岸田的座右铭是“春风待
人”。选战期间，他说，希望实行

“暖心政治”，凸显“宽容和郑
重”，率领自民党赢得预计 11 月
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和定于明年
夏天举行的参议院选举。

在日本媒体看来，岸田性格
温厚。不过，也有舆论认为，岸
田缺乏“冲击力”，难以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

岸 田 和 妻 子 育 有 三 个 儿
子。长子翔太郎现在担任父亲
的国会议员秘书，正在延续子承
父业的家族传统。

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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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由于合同到期，广东
女排今天将正式结束与恒大地
产集团八年的共建合作关系，由
名帅方岩领衔的教练团队也将
面临解散。广东省二沙体育训
练中心篮排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曾纪系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广东女排正在寻
找新的合作企业，球队事务暂时
由二队教练代理。

今年，广东恒大女排在方
岩的带领下，时隔 56 年闯入全
运会决赛圈。在刚刚结束的第
十四届全运会上，广东女排再

接再厉，获得第六名，创造了
广东女排历史最佳成绩。但最
后一场比赛结束后，不少场上
球员都哭了，方岩也很伤感，
因为彼此都知道，这或将是方
岩带领广东女排打的最后一场
比赛。

广东恒大女排曾是国内排球
圈第一个“吃螃蟹的”——2009
年恒大地产集团斥资 2000 万元
注册成立中国第一家完全按企
业模式运营和运作的排球俱乐
部，开创了中国排球俱乐部自负
盈亏、自主生存、自我发展的新

模式。当年球队聘请了世界名
帅郎平担任主教练，邀请过多名

“国字号”女排队员加盟，也聘请
过多名精英外援，获得过全国女
排联赛的冠军。郎平离队后，恒
大女排启动了与广东女排的八
年共建，期间经历过降级，但后
期在名帅方岩的带领下，这支球
队重回正轨。

曾纪系介绍，广东女排与恒
大方面八年的共建合同在全运
会后到期，恒大方面已经来函，
表示不再续签合同，因此从29日
开始，女排队员陆续从金沙洲的

训练基地搬回到二沙体育训练
中心，今天球队将开会宣布未来
的安排。

曾纪系透露，目前其正在牵
头与几家企业商谈未来的合作
可能性，好几家企业都非常热
情，希望赞助广东女排，至于届
时是共建还是冠名的模式，还是
未知之数，但肯定会建立自己的
俱乐部。至于方岩领衔的教练
团队由于是恒大方面聘任的，工
资待遇目前二沙方面承担不起，
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双方的合作
关系也将结束。曾纪系表示，如

果未来资金充裕的话，广东女排
方面也会考虑聘请高水平的教
练员，如果条件不允许就培养自
己的年轻教练。“目前球队事务
暂时由二队教练代理，毕竟下个
月球队将要参加在江门进行的
全国锦标赛，年底还有联赛，时
间非常紧”。至于未来主教练的
选拔标准，曾纪系提出了三点要
求：“业务能力强、思想作风端正
以及有排球事业心。”

球员方面，原本在编的球
员依旧在广东女排的编制内，
包括曾入选国家女排的栗垚等

核心球员；几名从八一队转过
来 的 球 员 的 短 期 合 同 已 经 到
期，双方会进一步接洽，曾纪系
表示，合适的话也会转为正式
编制。“球员待遇方面变化应该
不大，拿的工资应该不比在恒
大时的差”。方岩担任主教练
期间，一直鼓励球员“走出去”，
到国外联赛打球，开阔视野。
曾纪系表示，将来广东女排依
旧支持球员留洋，“送她们出去
学东西，我们肯定会考虑的，我
们也有这个想法。”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广东女排结束与恒大八年共建 正在商谈新的合作方

全运会比赛期间，方岩（中间白衣）给广东女排队员讲解战术
图/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美国使
馆发言人28日就一名中国赴美
留学生近日在美国休斯敦机场
入境时遭到美方执法人员无理
盘查并被遣返一事发表谈话时
表示，美方此举严重侵犯中国赴
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导致当事
人及其父母的身心受到严重伤
害。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近日，一名已获得美国政府

签发的合法签证的中国赴美留
学生在入境时遭到美方无理盘
查、滋扰，在一处狭小空间内被
限制人身自由长达 50 多个小
时，其间正常饮食和休息均无
法保障，最终被美方以莫须有
的理由经第三国遣返。

中国使馆敦促美方
停止无理盘查、遣返中国留学生

9月27日，经过两轮选举，岸田
文雄击败河野太郎，当选为日本自
民党第27任党总裁。

对于这个结果，《日本时报》的
一篇分析认为，由于这些自民党内
的选举，自民党内派系和议员们的
影响力很大，与有些特立独行的河
野太郎相比，岸田文雄比较传统比
较稳健，更能得到党内大佬们的支
持，这是自民党内选择“稳定”的势
力的胜利。

由于自民党仍然一党独大，而
日本议会中席位最多的政党的党
首任首相，所以岸田文雄肯定就是
日本下一任首相。具体说，10 月 4
日，日本国会将召开一个临时会
议，提名新的首相。届时岸田就会
正式成为新首相。

岸田文雄这一任，正好是日本第
100任首相（是第100任，不是第100

位，因为有的人担任了好几任首相，
比如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
一郎等）。日本第一任首相是1885
年至1888年在职的伊藤博文，是和
清朝李鸿章同时代的风云人物了。

那么这个日本第 100 任首相，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又将会给日本
新政府带来什么变化？现年 64 岁
的岸田文雄，出生在广岛的一个政
治世家。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曾担
任过众议院议员。因为父亲代表
日本政府在纽约工作，岸田文雄小
时候在美国生活过几年。岸田后
来进入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进入银
行工作，但几年后辞职，担任身为
国会众议员的父亲的秘书。

1993年，岸田文雄自己参选众
议员并当选。后来他又在小泉内阁
担任副大臣，在安倍内阁担任大臣，
其中担任了多年的外务大臣。2012
年，又担任自民党的政调会长，负责
自民党的政策制定。从经历看，岸

田是经验丰富的资深政客。
据说与不少自民党政客相比，

岸田的表达能力不算好。他自己
也曾经说过，自己的长处在于“善
于倾听”。不过，《日本经济新闻》
的一篇文章称，这几年岸田的沟通
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

岸田担任党首和首相后，他的
一些政策如何，可以根据他一些公
开言论和背景进行分析和判断。
这里主要谈三个方面。

一，自民党的改革。岸田担任
自民党高层，负责政策制定。日本
共同社的报道称，岸田多次表示，
自民党由于长期一党独大，官僚习
气严重，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所以
他将会改革自民党，要将自民党的
高层任期，除了总裁之外，其他高
层任期缩短为一年、最多连任三
届，借此来加强党的活力，让自民
党更能接近选民。

二，在经济方面。《日本经济新

闻》的报道称，岸田比较专注于中
长期的改革和可再生能源政策。
而美联社的一篇分析认为，岸田本
人在经济方面有点左派的色彩，比
如他认为安倍的经济政策，获益者
主要是工商界，普通市民不多，所
以他可能会偏向更加公平的经济
政策。不过，这些分析又都认为，
考虑到日本目前的经济状况，岸田
偏离安倍经济学的空间也不大。

三，外交方面。在最近的公开
发言、尤其是辩论时，岸田说了不
少比较强硬的话，比如说要强调日
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合作，强
硬应对中国崛起等。

不过，岸田在自民党内是岸田派
的领袖。这一派正式名称叫“宏池
会”，创始人是池田勇人，1960年代日
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首相，所以宏
池会当时也叫池田派，这一派的领袖
后来还有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
喜一等担任过首相的知名人物。

宏池派的传统是重视安保议题，
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强硬，
算是中间立场，比较稳健，日本和美
国一些媒体甚至有人称其为鸽派。

结合这一派的一贯立场，以及岸
田雄文曾长期担任外交大臣的经历，
可以看出尽管因为大的形势和竞选
气氛，岸田作出了很多强硬的表态，
但他应该是比较务实、善于在日美关
系和中日关系之间找到平衡的。

当然，政治人物最后还是要根
据身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来进行决策。岸田上台后具体会
怎样，还是需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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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小组赛第2轮今晨精
彩纷呈，两支冠军队遭遇滑铁
卢，曼联主场以2比1绝杀上赛
季欧联杯冠军比利亚雷亚尔，
尤文图斯主场以1比0力克上赛
季欧冠冠军切尔西。

曼联巨星C罗成为无可争
议的欧冠第一人，他创下各种
各样的纪录。C罗今晨首发出
场，以178次出场打破自己和前
皇家马德里队友卡西利亚斯共
同保持的欧冠出场次数纪录。
卡西利亚斯以177次出场排名
第二，梅西和哈维以151次出场
并列第三。

当这场比赛在向平局发展
的时候，欧冠历史第一射手C罗
挺身而出。伤停补时最后时刻，
弗雷德左路传中，C罗头球摆
渡，林加德在门前面对双人夹击
接球横敲，C罗小角度射门攻入
制胜球。C罗脱衣庆祝，再次秀
出完美的肌肉线条，被黄牌警告
也在所不惜。

在欧冠历史射手榜，C罗以
136球遥遥领先，梅西以121球
排名第二，两位天才远远甩开
其他球员。莱万多夫斯基以77
球排名第三，本泽马以72球排
在第四，劳尔以71球降至第五。

小基耶萨今夏入选欧洲杯
最佳11人阵容，今晨在欧冠赛
场成为关键先生。

在尤文主场对切尔西的比
赛，下半场开始仅10秒，贝尔纳
代斯基送出精妙直传，小基耶萨
爆射攻入全场唯一进球。尽管
切尔西门将门迪封住了射门角
度，但还是对小基耶萨这记暴力
射门无能为力。

切尔西今晨有66%的控球
率，射门次数以15比6领先，但
双方的射正次数之比是1比1。
尤文本赛季内战外行、外战内
行，在前六轮意甲的每场比赛
都失球，但在两轮欧冠全部零
封获胜。尤文主帅阿莱格里赛
后表示：“我们尊重上赛季欧冠
冠军，但我们的门将什琴斯尼
整场比赛确实没什么做出扑救
的机会。”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欧冠历史第一人又破纪录

欧冠今晨

C罗读秒绝杀

专访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独家 即将卸任广东女排主帅——

率队打完广东女排在本届全
运会的最后一场比赛后，主教练
方岩拉起衣角偷偷抹去眼角的
泪水，转身微笑走向球员，他心
里很清楚，这或将是自己带广东
女排打的最后一场比赛。回首
2017年 10月带队至今四年的执
教，他很骄傲，因为“所有的目标
都达到了”，但也很不舍，很遗
憾，“这支球队刚刚走上正轨，还
能创造更好的成绩，我却不能继
续了。”回顾四年前毅然决然选
择回国执教，他说：“我不后悔！”

创历史最佳，既高
兴又伤感

带队到西安参加全运会时，
方岩内心一直很煎熬，最近几个

月有关球队未来走向的传闻不
断，这支球队下一步怎么走，球
员怎么办，教练员怎么办，都是
未知之数。尽管前途未卜，但方
岩带领这支球队咬着牙达成了
既定的目标——3比 1赢了河南
队，虽然以2比 3输给了浙江队，
但由于河南赢了浙江，广东女排
最终排名第六，创造了广东女排
全运会历史上的最佳成绩。

“这个成绩已经不能再好
了！我们在第二梯队里拿到了
顶头的成绩。”说起成绩，方岩很
骄傲。受疫情影响，整个夏天广
东女排都以训练为主，每周保持
三十个小时的训练量，缺少比赛
的感觉和节奏；队里两三个主力
队员都有伤，栗垚从国家队回来
后，膝关节和腰伤都比较严重，

郁佳睿踝关节伤病也比较多，加
上前途莫测，队员思想上波动比
较大。方岩认为，球队整体发挥
得不算太理想，但他始终要求队
员保持旺盛的斗志，把自己做
好。“从接到全运会参赛任务以
来，我们从凑不齐队员到今年 1
月完整组队，到打进决赛，再到
获第六名，每一步都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现在有这样的结果，既
高兴又伤感，心情很复杂！”

方岩是在最后一场比赛的前
几天接到了球队将由二沙方面
托管的通知，由于教练团队是恒
大方面聘任的，二沙方面又没有
流露出希望他留任的意愿，方岩
意识到自己与广东女排的缘分
将尽。“挺伤感的，昨天可能是我
的最后一场比赛。很多事情也
没法和队员讲，只是在场上做了
一个告别，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是
怎么回事，不少队员也流泪了。”
全运会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的
次日，方岩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目前，方岩以及他的教练团
队已经和恒大方面基本谈妥了
解约事宜，排球市场上，已经有
嗅觉灵敏的球队向方岩抛来了
橄榄枝，国内和国外的球队都
有，但方岩表示想先休息一段时

间，“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没
休息过，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扛
不住，我的第一选择是休息一段
时间把身体调理好，将来身体允
许的话，还是希望有支球队（可
以执教），我还是喜欢排球，还是
喜欢和运动队一起生活，相比国
外我更倾向于国内球队，包括顾
问的形式也可以考虑。”此前羊
城晚报记者也曾询问方岩是否
有竞聘国家女排主教练的可能
性，方岩对此表示“并无可能”。

带队四年，很骄傲
也有遗憾

在离开的节点上，回顾四年在
广东恒大女排的执教，方岩是骄傲
的，因为四年来他实现了所有的目
标，将球队从联赛最后一名（第 13
名）带到前八，再到四强，此次全运
会又创了历史最佳成绩。更令他
欣慰的是，球队从一开始的人数凑
不出一支球队，每年都要引进内外
援，到今年全运会用全华班征战，
在没有内援外援的情况下取得了
第六名的成绩。

“其实经过四年的调理，我
们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队
伍，老中青队员都有，既有栗垚、

佳睿这样的老队员，也有青年队
员，也有刚从二队上来的好苗
子，如果再引进一两个好的内外
援，联赛我们的实力依旧在前
四，也给广东女排留下了下一届
全运会的阵容。可惜的是，我却
不能继续带领这支球队，这是我
一个比较大的遗憾。”方岩说，这
段时间不少球员家长也在给他
打电话，希望他继续带队。28
日，球队核心栗垚也在社交平台
发布了自己和方岩的合影以及
球队的大合影，并配文“致敬最
好的方导，致敬最好的我们”。

回国执教之前，方岩旅欧执
教了二十多年，一直带的都是职
业球队，回国后执教的恒大女排
虽是国内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
女排职业球队，但后来的共建模
式在方岩看来，并没能将两者的
优势很好地融合，“我觉得这两
方面没能形成优化组合，反而有
些制约，还是比较难的。在国内
联赛，恒大女排也一直是个‘异
类’，投入那么大，但得到的回报
并不多，其实也挺感激恒大的，
坚持投入女排十二年，也给我提
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另外，广东
女排未来还是要重视青训培养，
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方岩说，在广东恒大女排这
四年，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
为辛苦的四年，虽然领队、教练
团队帮了不少忙，但在国内执教
操心的事要更多。

“在国外俱乐部，运动员都
是职业球员，她们训练非常自
觉，这关系到她们未来的路怎么
走，她们的目标也很明确，自我
管理要比国内球员要强。而且
国外主要以赛代练，基本周周
赛，有时候甚至一周双赛，一直
在旅行中，教练管好训练和成绩
就好，其他事情不用操心。训练
时间也没那么长，每年还能保证
两三个月的休假。但在国内主
要是训练，从去年10月回国到现
在，我几乎一天没休过”。

不过被问到是否后悔回国执
教时，方岩的回答没有丝毫犹
豫：“不后悔！我的教练生涯从
国内开始，后来出国执教，有这
么个机会回来，在国内结束，我
觉得很好，一定程度上也延长了
我的执教生涯。前两年打进联
赛四强，我们激动过，高兴过，确
实也很享受赢球的欢乐，当然其
中 的 难 度 也 是 常 人 无 法 想 象
的。”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一处矿
井的电梯设备26日出现故障，39
名矿工被困井下，距离地面大约
一千米。营救人员说，矿工需攀
爬梯子回到地面，全程耗时多达
10小时。截至28日下午，35人
安全升井，4人尚未抵达地面。

这处矿井位于安大略省萨
德伯里，地下蕴含铜、镍等金属
矿藏，由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
谷公司开发。

淡水河谷公司的声明说，
26 日中午，运送矿工下井的电
梯系统出现故障，被困的 39 名
矿工随后前往井下紧急避难
室，他们身体情况良好。

工会组织钢铁工人联合会
说，紧急避难室储水充足，被困
工人在那里与营救小组取得联
系，获得食品、药品补给。

矿工被困位置距离地面大
约 900 至 1200 米。27 日，救援
人员安置好梯子，开始帮助矿
工升井。

安大略省矿业营救组织负责

人肖恩·莱德奥特说，这些梯子坡
度陡峭，近乎垂直于地面，可能需
要爬10小时才能到达地表。每
升高100米处，救援人员会设置
歇脚点，供被困人员休整和储存
体力，以防爬升时遭遇危险。

《多伦多星报》说，安大略
省首府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加拿
大国家电视塔高553米，如果爬
楼梯登塔，共需要爬 1776 级台
阶，与被困工人需要爬升的梯
子级数“相形见绌”。

加拿大广播公司 28 日报
道，当天上午，共有35名工人安
全升井。

钢铁工人联合会说，一组医
生在现场待命，35人无人受伤，
已经被分别送回家中。

淡水河谷公司当天下午发
表声明说，另外4人正在上爬的
路上，目前获救的 35 人身体状
况良好。

莱德奥特说，原先预测所有
人上午 11 时都能升井，但实际
情况比预想的困难。“（新华社）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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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岸田文雄（前右）在日本东京当选自民党总裁后接受日本
首相菅义伟（前左）的祝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 29 日在黑海海
滨城市索契会见来访的土耳其
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意味着他结束因曾接触新
冠病例而采取的自我隔离。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29日早些时候发布普
京将与埃尔多安会晤的消息。
双方将面谈双边和国际事务，
随 后 共 进 工 作 早 餐“ 继 续 交

流”。佩斯科夫说，这次会晤意
味着普京结束自我隔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
京在会晤中说，俄土双方在有关
叙利亚、利比亚、阿塞拜疆与亚美
尼亚边境冲突等议题的国际事务
中正在开展的合作“相当成功”。

克里姆林宫 14 日说，普京
的随行人员出现新冠病例，普京
随后接受病毒检测，确认身体健
康，但将自我隔离一段时间。

普京结束自我隔离 会见埃尔多安

爬梯10小时！
加拿大35名被困矿工升井

岸田文雄将成为第100任首相

日本内政外交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