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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失败的胜利”
———试析２０１７年德国大选∗

连玉如∗∗

内容提要 默克尔在２０１７年德国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却败给了

选民.默克尔获权组阁,行将开启其第四任联邦总理生涯,得益于其

执政的根本原则、实质内容、施政特点和行政风格四方面因素.默克

尔奉行“德国优先”的利益政策,坚守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并
欲推广至全世界.她务实勤政,以问题为导向,行政风格冷静低调、

平淡简约、兼收并蓄、后发制人.然而,默克尔主导的联盟党得票率

为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差结果,导致国内组阁艰难,不得不致力于“左中

右”三党谈判,在携手法国做强欧洲方面也将受到制约.在对外关系

方面,中德关系总体向好发展态势不会改变,但竞争与人权的因素会

有加强.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德国 ２０１７年德国大选 默克尔

“牙买加”组阁 联盟式方法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４日,德国①举行第１９届联邦议院大选.参加此次竞选的政

３４

∗

∗∗

①

连玉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同行评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指１９４９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１９９０年德国统一以前指西德.



党共有４２个.其中,只提出“选区竞选人”而没有提出“州政党名单”的政党八

个,两者都提出的政党为３４个.① 选举结果共有六个政党获得超过５％的选

票,②得以进入联邦议院成为议会党.这些政党包括:(１)现任联邦总理默克

尔博士(AngelaMerkel)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和其姊妹党基

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③(黑色),得票３２,９％;(２)德

国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红色),得票２０,５％;(３)德国选择党(简称“选
择党”,蓝色),１２,６％;(４)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黄色),得票１０,７％;
(５)左翼党(红色),得票９,２％;(６)绿党(绿色),得票８,９％.④ 在这六个政党

中,选择党第一次进入联邦议院就位列议会第三大党.自民党成功度过上届

议会大选危机,再度挺进议会,得票率超过左翼党和绿党.德国第１９届联邦

议院呈现出斑斓色彩的六党政治格局.
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联盟党以各政党比较中最高得票率赢得２０１７年大

选,获得组阁权.假如组阁成功,默克尔行将开启其第四个联邦联合政府总理

任期,从而打破阿登纳总理执政１４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３年)或科尔总理执政１６年

(１９８２—１９９８年)的记录.然而,默克尔赢得了大选,却败给了选民.联盟党的

得票率为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差纪录,比２０１３年上届议会选举减少８,６％;基民盟

的选民中有１３０万人将票投给自民党,还有１００万人投票支持选择党.所以,
默克尔获得的是一次“失败的胜利”,原因何在? 影响几何? 围绕这一主题,本
文拟先重点分析默克尔执政１２年后再度胜选连任的成功之道;然后分国内、
区域与全球三个层面阐述其“失败的胜利”的影响,同时聚焦中德关系,分析新

时期中德关系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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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选民拥有两张选票,第一票投给选民所在选区的一个议员候选人,采用多数代表制,选出联邦

议院５０％的议员;第二票投给一个州政党名单,按比例代表制计算选票.各政党所获联邦议院的议席数,主
要根据第二票各政党的得票率进行分配,第一票选出的直选议员被相应地计算进去.

１９５３年７月８日签订的德国«联邦选举法»第六条规定:只有在选举中获得至少５％选票的政党,才
能在议会中获得席位.反之,则不能进入议会.参见 DieterHesselberger,DasGrundgesetz—Kommentar
fürdiepolitischeBildung,９．Auflage,Bonn１９９５,S．２１９.

联盟党由两个独立的政党组成.基社盟只在巴伐利亚州活动,是德国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区性

政党;基民盟则在除巴伐利亚州以外的其他各州活动.两个政党没有组织上的上下从属关系,但在政治上

紧密合作,有统一的竞选纲领、协调一致的竞选活动,在联邦议院组成统一的议会党团,故被并称为联盟党.
Bundestagswahl２０１７:EndgültigesErgebnis,in:PressemitteilungNr．３４/１７vom１２．Oktober

２０１７,https://www．bundeswahlleiter．de/bundestagswahlen/２０１７/ergebnisse．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一、默克尔２０１７年胜选连任的成功之道

在国内外观察家眼里,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个难解之谜.她成长于东德,并

无从政经验,但却掌控了堪称男人世界的德国保守党基民盟,出任联邦政府首

脑１２年之久.她被称为“铁娘子”或令人生畏的“黑寡妇”,却又天性犹豫、迟
疑、平淡而无奇.她的魅力在于没有魅力.过去１２年,欧洲与全球政局风云

变幻,各种危机此起彼伏.美国产生了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三届总统,英国

从布莱尔、布朗、卡梅伦到梅更新四任首相,法国也换了希拉克、萨科齐、奥朗

德和马克龙四位总统.唯独德国女总理依然故我,以其２０１７年再度胜选传递

着恒定与稳健的信息,成为２１世纪西方主要国家任职最长领导人,还在２０１７
年６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结果中登上全球“最受信任的领导人”榜
首.① 默克尔的成功之道何在? 这里尝试从其执政的根本原则、实质内容、特

点与风格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默克尔执政的根本原则

默克尔执政的根本原则是“德国优先”的利益政策.从此意义上看,她属

于德国历史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②

一国领导人热爱与服务于本国人民,理所当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于１９４９年成立的德国却不是一个“正常的”主权独立的统一国家,而是仍然

处于被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占领与管制的状态.直到１９５５年,德国才获得

国家主权独立,但在国家统一的根本民族利益上仍然没有自主权.“克制文

化”遂生成并占据德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欧洲整合与对法国关系

塑造上.老一代德国政治家如施密特、根舍、科尔等都深谙此道.譬如,德国

前总理施密特在２０１２年９月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仪式上,曾批评默克

尔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世界银行的负责人召集到柏林商讨应对

欧债危机的做法是“以欧洲中心自居”.施密特说,召集这些人开会,理应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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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默克尔的征途»,«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
由于德国背负２０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动者的罪名,遂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负面意义的政治语

汇和政治禁区.对默克尔２００５年上台以后的执政实践,有学者称其为“冷寂的民族主义”.详见DirkKurbＧ
juweit,DasGewerbegebietderWelt—AngelaMerkelskühlerNationalismusreduziertDeutschlandaufseine
ökonomischeGröße,in:DERSPIEGEL,５２/２０１３,S．３０.



国人去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４００年的历史告诫我们,谁想充当

欧洲中心就会遭到失败,何况德国人还背负着纳粹屠杀６００万犹太人的历史

包袱.这一历史包袱会伴随代际更替而变小,但不会完全消失,德国的邻居也

不会忘记.德国前总理科尔也透露过:在欧洲一体化上,德国往往把“在先权”

让给法国,即使是德国原创的主意,有时也要让法国提出较易办成.①

在这种情境下,“国家利益”“德意志特殊道路”等在德国都是禁忌,即使涉

及利益问题,也一般用“责任”等辞婉转表达.１９９０年德国统一以后,曾有德国

学者呼吁要为德国的“利益”正名,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利益政策“妖魔化”、将一

体化政策“神圣化”.② 然而,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尚不能为国内外大多数人所

接受.２００３年,施罗德总理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政策,提出必要时走一

条“德意志道路”,引发的负面效应长久难以消除.

默克尔自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上台执政以后,在其第一份施政声明中就向世界明

确宣示:“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是利益政策.一项符

合德国利益的政策系于同我们伙伴的联盟与合作”.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审视,这不啻为“德国利益”正名,还是一种“德国优

先论”,比２０１７年特朗普版的“美国第一”还早１５年.

作为东德出身的物理学博士,时年５１岁的德国女总理恐难晓悟,她为“德
国利益”正名,是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正常化国家”的长征史篇标画

句号.默克尔显然听取了德国政治学保守派领袖、曾任科尔总理外交政策顾

问的汉斯 彼得施瓦茨(HansＧPeterSchwarz)等人建议,以“德国优先”和爱

国主义最高准则来矫正其前任红绿联合政府的“欧洲优先”政策.欧洲仍为德

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但要置于德国利益之下,注重欧盟的“功能性”作
用而不是“海市蜃楼似的欧洲准联邦国家”的远大理想.④ 譬如,她对上台后面

临的欧盟财政危机表态说,德国愿为解决危机做出贡献,但是新政府“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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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详见梅兆荣:«战后德国重新崛起靠的是什么?»,载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七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８页.
如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哈克就持这种观点.详见 ChristianHacke,NationalesInteresseals

Handlungsmaximefürdie Außenpolitik Deutschlands,in:KarlKaiserundJoachim Krause (Hrsg．),
DeutschlandsneueAußenpolitikBand３:InteressenundStrategien,München１９９６,S．３Ｇ１３.

默克尔的首份施政声明全文详见 AngelaMerkel,“WirwerdeneineRegierungderTatensein”,
RegierungserklärungderBundeskanzlerinam３０．November２００５,in:DasParlament,DEBATTENDOＧ
KUMENTATION,５．/１２．Dezember２００５,S．１９Ｇ２１.

详见 HansＧPeterSchwarz,“AußenpolitikmitKompass”,in:DiePolitischeMeinung,September
２００５,S．５Ｇ１０.



以赴维护德国的利益,不会接受过分的财政负担,因为我们自己的财政状况、

我们自己的问题不允许这样做”.①

默克尔奉行“德国优先”政策,突出体现在２０１０年爆发并影响至今的欧债

危机中,引发欧盟成员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诸多质疑与批评.譬如,欧洲外交关

系委员会驻伦敦编辑主任汉斯孔德纳尼(HansKundnani)在２０１１年撰文指

出:科尔总理曾驳斥所谓德国将因统一而变成“另外一个共和国”是“无稽之

谈”,这是他当政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情况;在过去两年中,德国外交政策已经发

生变化.尽管德国仍然坚持多边主义外交原则,但已不是“被动反应”和“无条

件”地有求必应,而是“施动塑造”和“有条件”地视情而定;将“经济增长”置于

其他“非经济”的外交政策利益之上,导致同西方伙伴国冲突;曾几何时的“文
明国家”演变成“地缘经济强国”,是为“德国问题的新变种”.② ２０１２年７月,美
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公开警告德国,不要任由欧洲在金融危机边缘挣

扎、并强迫邻国整修经济,“如果把欧洲留在深渊之旁,以此作为你们影响力的

来源,这种战略不会起积极作用,最终只会增加危机的代价”.③

默克尔至今反对搞所谓“欧洲债务同盟”,２０１２年还放出过狠话“只要我在

世,就不会同意这样做”,④这都是“德国优先”利益政策的体现.从她的很多讲

话都可以看出,她深爱自己的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在废墟中崛起

并成功驾驭德国统一带来的巨大挑战充满自豪.默克尔在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

高潮时的名言“我们会成功”(Wirschaffendas)亦是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

怀的流露.默克尔不仅领导德国成为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维护国家利益的

“正常”国家,还要将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推介到全世界.

(二)默克尔执政的实质内容

默克尔执政的实质内容,是坚守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市场经

济”,并欲将其推广到全世界.这是默克尔治国理政的根基和远景,也是其承

继德国政治连续性的体现.

７４

默克尔“失败的胜利”

①

②

③

④

详见默克尔２００５年首份施政声明,第２１页.
HansKundnani,“ParadoxonDeutschland—EinegeoökonomischeMachtinderZwickmühle”,in:

INTERNATIONALEPOLITIK,November/Dezember２０１１,S．６２Ｇ６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报道,news．cntv．cn/world/２０１２０７２５/１１２２８２．shtml,

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１９.
SieheMarkusSieversundKarlDoemens,“MerkelkämpftgegenSchuldenunion”,in:Frankfurter

Rundschau,２７．Juni２０１２．



“社会市场经济”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勒 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ＧArmack)提出的概念,后成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①

１９４８年领导实施德国货币改革的奠基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裘元伦曾用一句话概括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率＋社会公正”.他的解

读是:“只有自由的高效经济,才能为多一些的社会公正提供现实可能.因此,

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从迄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看,从总体上说还是效率

第一,公正第二.然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公正’二字毕竟十分重视社会

公正.即使在自由高效经济的条件下,为达到多一些的社会公正,主要也

得通过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身努力奋斗,即首先要依靠‘自助’;只有确实个人力

不能及时,社会才伸出援助之手,适当提供‘他助’.这就是德国战后四十多年

社会经济政策所遵循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②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自１９４８年诞生至今显示出惊人的连续性.当然,其中

的“社会国家”因素由于几十年间发展过头,特别是经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半期

和９０年代德国统一以后的“疯狂扩张”,导致国家各级财政债台高筑等弊端.

因此,必须纠偏和矫正所谓“社会倾斜”,实施深刻改革.这是德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模式另一种形式的连续性体现.施罗德总理在２００２年开始第二任期后

大力推行改革,特别是“哈茨IV”改革措施等,③已为此付出沉重代价.④

默克尔２０００年出任基民盟主席,已开始规划“新社会市场经济”政策;

２００５年执政后明确表示:“‘社会市场经济’同‘基本法’‘双轨制职业教育’一
样,是德国创造的精神财富,启迪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智;它使德国获得巨大成

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因此必须坚持.”⑤“社会市场经济”已被明确写入欧盟

«里斯本条约»第一编“共同条款”第三条中.⑥ 在实践中,默克尔坚持其前任的

８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４９—１９６３年出任德国联邦经济部长;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出任德国联邦总理.
裘元伦:«中译本前言»,载乌尔里希罗尔主编:«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页.
指将“失业救助金”与“社会救济金”合二为一的改革措施.详见连玉如:«国际政治与德国»,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５页.
施罗德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曾悲壮地向议会发表讲话,指出在社会领域如医保、养老、劳动力市场结

构等实施深度改革,“目的是要继续维系我们的社会国家,使经济适应全球化和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详见 GerhardSchröder,Redevordem DeutschenBundestagvom１．Juli２００５,in:DasParlament,DEＧ
BATTENDOKUMENTATION,４．Juli２００５,S．１７.

AngelaMerkel,RedevordemDeutschenBundestagvom３０．November２００５,in:DasParlament,
DEBATTENDOKUMENTATION,５．/１２．Dezember２００５,S．１９undS．２１．

«里斯本条约»中译本,详见程卫东、李靖堃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３页.



改革路线,只是迫于国内压力和出于避免社会剧烈震荡等考量,采取了渐进主

义的小步走方略,一定程度上还视情而定地后退一些,以保证改革成效.
在全球化挑战和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海啸”冲击下,能否继续坚持德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默克尔不仅在国内和欧洲继续高

举“社会市场经济”大旗,还要将其推广到全世界.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０日,默克尔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应该成为世界的

榜样,建议在世界范围推广,因为它有助于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社会市场经

济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带来繁荣,是一种界于资本主义和国家经济

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市场竞争是必要的,但是“竞争不能缺失节度性和社会责

任感,如果个体的自由损害了别人的自由,必须受到限制”;为应对世界金融和

经济危机,必须建立负有全球责任的稳定的金融体系,制定国际约束性规则,
按联合国安理会模式建立“世界经济理事会”负责监管.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她
又在国内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任务是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因此,建议共

同制订一部可持续经管宪章(ChartadesnachhaltigenWirtschaftens)”.①

总之,默克尔在国内、欧洲及世界范围,都倡导实施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模式.２０１７年,在德国大选前一周,默克尔致全体选民一封公开信,再次展示

她对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坚守.② 如今,德国已从１９９０年统一以后的

“欧洲病夫”成长为欧洲首强和世界继美、中、日之后第四大经济体.尽管国际

环境复杂多变,德国经济２０１６年仍实现１．７％的增长,失业处于德国统一以来

最低点,就业者实际收入创下２０多年最高增幅,国家三级(联邦、联邦州和乡

镇)财政及社会保险继续保持收支平衡.③ 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成果是

默克尔赢得２０１７年大选的基础.此外,默克尔的成功还在于她的务实与

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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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可持续经管宪章的内涵是:确立原则,防止持久举债和滥用不可再生资源的现象发生.默克尔认

为,只有世界对此达成共识,才有可能防止危机重演.详见 Angela Merkel,Regierungserklärungzum
EuropäischenRatundzumGＧ２０ＧGipfel,in:DasParlament,DEBATTENDOKUMENTATION,２３．März
２００９,S．１Ｇ２.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德国房东玛格特舒多玛(MargotSchudoma)将默克尔这封投递到德国每家每

户的信送给笔者.默克尔在信中表示:当今时代,无论国际国内都有新的挑战及可以利用的巨大机遇,因
此,要想成功就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要有强大的能创造充分就业的成功经济.”她还针对其竞选对手

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MartinSchulz)提出的“公正”口号说:要实现公正必须创造前提条件,即强大的

经济.　　
Bundesministeriumfür Wirtschaftund Energie,DiewirtschaftlicheLagein Deutschlandim

Dezember２０１６,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Pressemitteilungen/WirtschaftlicheＧLage/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ＧdieＧwirtschaftlicheＧlageＧinＧdeutschlandＧimＧdezemberＧ２０１６．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三)默克尔的施政特点

务实、勤政、不浮夸、不虚荣、以问题为导向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默克

尔一以贯之的施政特点.２００５年,她上台后发表的第一份政府声明的标题就

是“我们是一届行动的政府”.① 对默克尔这位５１岁的东德女物理博士执掌权

柄,德国不少人并不看好,认为撑持半年就已不错.但她很快就用实际行动一

步一步地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默克尔崇尚爱因斯坦的名言“生活就像骑单车,只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

平衡”,她的前进是以问题为导向.在她看来,解决问题犹如治病,先要诊断病

情,然后对症下药.能争取解决的问题,绝不拖延,暂时无法解决的,明确立场

并创造条件以后解决.本着这种行动方略,默克尔在宣誓就职后第二天就出

访巴黎,开始扭转其前任对法关系偏差,同时致力于平衡与协调法英之间、大
小国之间、穷富国之间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努力为最终化解欧

盟２００５年财政危机做出决定性贡献.对于棘手的土耳其入盟谈判,她的鲜明

态度是:谈判进程是开放的,没有自动时间表,假如欧盟没有能力接收或土耳

其不能满足全部入盟条件,就必须考虑继续发展对土耳其特殊关系,将土耳其

同欧洲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②

２００７年上半年,德国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默克尔利用这一机会,同下半

年轮值主席国葡萄牙合作,引导欧盟摆脱自２００５年以来陷入的“制宪”危机,

以加强欧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决策效率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体能力.欧盟２７
国最终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庄严签署«里斯本条约»,同默克尔的努力分不开.

德国内外有人诟病默克尔“只拉车、不看路”,缺乏战略眼光与长远规划,

似有苛求之嫌.默克尔在其总理生涯的１２年间,一直不得不同各种各样的危

机打交道.２００８年横扫世界的“金融危机”暂且不论,仅从欧洲地区来看,近几

年来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扎堆蔓延,如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恐怖袭击、“英
国脱欧”、难民危机等.面对上述危机,欧盟诸机构及其精英苍白乏力、招架无

功,唯独默克尔奔波在各个危机现场,发挥着突出作用.

２０１５年１月,乌克兰东部战事升级,默克尔伙同法国总统奥朗德倡议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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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irwerdeneineRegierungderTatensein”,siehedazuAngelaMerkel,RedevordemDeutschen
Bundestagvom ３０．November２００５,in:DasParlament,DEBATTENDOKUMENTATION,５．/１２．
Dezember２００５,S．１９Ｇ２１．

详见默克尔２００５年首份施政声明,第２１页.



俄、乌两国总统达成第二个«明斯克协议»,促进实现停火.是年夏天,希腊债

务危机吃紧,默克尔政府态度坚定且具耐心,对希腊最终政治妥协起到至关重

要作用,希腊免于财政崩溃,欧元区亦得以维系.在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中,默
克尔也在致力于应对挑战,但未能争取到欧盟伙伴国在公正均摊难民份额上

达成一致.于是,在中国欢庆猴年春节的２０１６年２月８日,她风尘仆仆前往土

耳其,同土总理商讨联合提议北约参与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土耳其海岸警

卫队工作,打击偷渡,并争取到希腊政府的支持,等等.如今,难民危机已在德

国和欧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对默克尔的欧洲政策至今看法不一、褒贬兼有,如她在乌克兰危机中被认

同为“领导者”,在希腊危机中被抨击是“霸主”,在难民危机中又被嘲讽为奉行

“道德帝国主义”的孤家寡人.无论如何,在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像
默克尔这样认真勤勉、沉稳务实的政治家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如果说,默克尔执政的务实特点同其根本原则和实质内容等也可为其他

政治家所拥有话,那么,被称为“默克尔主义”①的行政风格就是她所独有的了.

(四)默克尔的行政风格

默克尔的行政风格冷静低调、平淡简约、兼收并蓄、后发制人,几乎是国内

外众口一词的评价.其实,这正是默克尔的厉害和令德国各政党生畏之处.
至于“默克尔主义”是否就是指其执政风格,暂且不论.２０１７年９月３日,默克

尔在同其竞选对手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电视对决中阐述自己的政策是

“中庸之道”.
正面解读之,默克尔的“中庸之道”可被视为待人接物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能够与时俱进和“拿来主义”地吸取各党之长为我所用.譬如,德国绿党反

对核能,曾任联邦环境部长的默克尔却因全球变暖而大力提倡核能.然而,在

２０１１年３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她马上转变立场,许诺在２０２２年前

关闭德国所有核反应堆.在社会政策方面,默克尔也吸取社民党的不少主张,
如她曾坚决反对社民党和绿党倡导的法定“全国最低工资制”,后来却接受这

一建议,将其纳入２０１３年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的“执政联盟条约”.
负面解读之,默克尔乃“克人”“克党”之能手,谁与她联姻执政,谁就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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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首次听到此说是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０日在德国波茨坦大学访问国际政治类杂志«世界趋势研究»
(WeltTrends)主编莱蒙德克莱默教授(Prof．Dr．RaimundKrämer)时,他在交谈中明确提到“默克尔

主义”.　　



边缘化甚或败北.自民党２００９年大选成绩骄人,得以同默克尔代表的联盟党

组成“黑黄小联合政府”.四年过后,自民党在２０１３年大选中惨败,所得选票

连５％都没到,从而失去议会党资格.社民党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３年两度参加默克尔

主导的“黑红大联合政府”,结果在２００９年大选中输掉１１．２％的选票,在２０１７
年选战中只获选票２０．５％,比首度进入联邦议院的选择党才多７．９个百分点,

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差纪录.历史悠久的社民党人脸上无光,其竞选人舒尔茨在

９月２４日大选后当晚宣布,再不与默克尔联合组阁,而要下野主导议会中反

对党.

所谓默克尔“克人”说,过于尖酸刻薄了.其实,德国政治存在两大个人无

法左右的客观因素,“默克尔主义”行政风格恰好契合或顺应了这两个因素:一
是德国议会民主制的“总理式民主”特点.德国的国家根本大法«基本法»明确

规定并赋予联邦总理三大实权:人事决定权,①方针制定权②和单独负责权,③

联邦总理的罢免只能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来实现;④二是德国“政治趋同”

的发展态势.

１９４９年的德国政党体制经过几十年的集中化演变,到２００５年默克尔上

台,基本形成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全民党”轮流坐庄的“准两党制”格局.两

大政党均奉行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社会国家”的发展问题

上.一般认为,联盟党注重经济效率,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社民党强调社

会公正,青睐“凯恩斯主义”措施.其实,联盟党和社民党均坚守社会市场经济

的指导原则,所谓“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都是界限不清和可以跨越的

政策调控手段,特别是在“社会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譬如,１９８２年,基民盟的

科尔开启所谓“新自由主义”转折,但在１９９０年德国统一进程中,科尔马上转

为“凯恩斯主义”者.２００２年,社民党的施罗德开始推行所谓“向本党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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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国联邦总理可以决定其政府班子组成人选,即有权向联邦总统建议对各部部长的任用和罢免.
参见«基本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引自 DieterHesselberger,DasGrundgesetz．Kommentarfürdiepolitische
Bildung,Bonn１９９５,S．２４５.

德国联邦总理确定政治总纲并对此承担责任,参见«基本法»第６５条,引自 DieterHesselberger,
DasGrundgesetz．KommentarfürdiepolitischeBildung,Bonn１９９５,S．２４５.

只有联邦总理才有权向联邦议院提出信任问题,换言之,联邦议院表示不信任的对象只有联邦总理

一人.倘若联邦总理因其他原因而终止其任职,各联邦部长的任职也将随之终止.参见«基本法»第６８条第

１款和第６９条第２款,引自DieterHesselberger,DasGrundgesetz．KommentarfürdiepolitischeBildung,
S．２４８、２５０.

即联邦议院只有在选出一位新总理并提请联邦总统罢免旧总理时,才能对旧总理表示不信任.参

见«基本法»第６７条第１款,引自DieterHesselberger,DasGrundgesetz．KommentarfürdiepolitischeBilＧ
dung,S．２４７.



“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自己改下台,而基民盟的默克尔２００５年上台后继承了

施罗德改革.这些都说明,两大政党意识形态模糊,阵地也是可以互换的.
德国的“政治趋同”突出体现在联邦议院大选上.２００５年以后,默克尔经

历过三次大选,都让外人感觉无聊乏味,哪有美国大选来得刺激和法国大选令

人揪心.德国学美国也搞竞选人电视辩论,却怎么也对抗不起来,反更透出趋

同的意味.２００９年举行的大选被视为“共识性竞选”,２０１７年更是这样.共同

执政的两大全民党推出各自主席进行竞选,本就不合逻辑,社民党无法高扬自

身特性,应是其竞选失利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社民党人再资深,进入默克

尔主导的内阁也仅是一种跟班的角色,加之默克尔的“中庸之道”与“和为贵”
方略,社民党形象被削弱甚至边缘化,在所难免.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大选惨败

而铁青着脸宣布再不同默克尔联合组阁,不全是情绪化反应,更是社民党重整

旗鼓所必需.

默克尔２０１７年大选获胜,但胜得很惨.默克尔“失败的胜利”将对德国内

政与外交带来何种影响呢?

二、默克尔２０１７年大选“失败的胜利”的影响

默克尔２０１７年大选“失败的胜利”已对德国的内政、欧洲与外交政策带来

很大影响,首先体现在组阁的艰难和未来政府的稳定上.

(一)默克尔组阁艰难与未来政府的稳定

从１９４９年德国成立至今,无论同其他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同

本国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德国政治的运行都呈现出稳定的特点.在将近７０
年的历史进程中,德国联邦总理只换过八位,即阿登纳(１９４９—１９６３年)、艾哈

德(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基辛格(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勃兰特(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施密特

(１９７４—１９８２年)、科尔(１９８２—１９９８年)、施罗德(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和默克尔

(２００５年至今).联邦政府也主要是由两个政党组成:或是一个大党(联盟党或

社民党)同一个小党(自民党或绿党)组成“小联合政府”,或是两个大党(联盟

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然而,２０１７年德国大选之后,首次出现在联

邦一级三党组阁的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堪称划时代意义的还有上述联邦议院首次形成的“六党格局”.历史地

看,经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德国政党的“集中化”过程,直到１９８３年为止,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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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议院基本稳定在“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的三党格局中.１９８３
年,“绿党”挺进联邦议院形成四党并立.１９９０年德国统一以后,“左翼党”的
产生与发展使德国议会变为五党生态.２０１７年大选后,极右政党“选择党”
首次进入议会导致六党格局.德国政党体制从“准两党制”向“多党制”的方

向演化.
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在２０１７年大选前宣布,决不同选择党谈判.因此,从

数字技术层面来看,其余五个议会党可以生成四种组合:(１)“黑红(社民党)”
两党组合(５３．４％);(２)“黑红(左翼党)绿”三党组合(５１％);(３)黑红(左翼

党)黄三党组合(５２．８％);(４)黑黄绿三党“牙买加”①组合(５２．５％).但是,基
民盟选战前就已宣布不同左翼党谈判,社民党选战后立表不再同联盟党搞大

联合政府.因此,只剩下唯一的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牙买加”组合可能性.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７日,获得组阁权的默克尔向外界宣布,同自民党和绿党就三党

联盟进行摸底谈判.
三个政党联合组阁实践,在德国联邦州议会有过;但在联邦议院层面几未

出现过.这时小党的地位十分重要.自民党是２０１７年竞选真正的胜利者,不
仅以１０．７％的两位数支持率重返联邦议院,还有望再度参与执政.自民党主

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Lindner,３８岁)和绿党主席塞木奥兹德米

尔(CemÖzdemir,５１岁)均年富力强,个性鲜明,力求为本党谋得内阁财政部

长和外交部部长等重要职位.
三党谈判能否成功、未来政府是否稳定,取决于这三个在德国政治光谱中

“左中右”定位的政党政策能否达成一致.根据德国«明镜周刊»一份调查列出

的１６项政策,三党均有共识的领域只有两个,即«移民法»和«巴黎气候保护协

定»,另有三项涉及减税和联邦州权限的政策,三党有望协调后达成一致.而

在其余１１项政策方面,譬如难民上限、财产税、能源、欧元整合、北约２％军费

目标等,三党主张分歧明显,妥协困难.②

已经执政１２年的默克尔成熟老练、经验丰富,且善于因势利导、后发制

人,似能“以柔克刚”,排除障碍,２０１７年底之前完成组阁.然而,事与愿违,１１
月１９日,三党摸底谈判由于自民党的退出而告破裂.于是,舆论哗然,唱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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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牙买加国旗为黑黄绿三种颜色,故称这三种颜色的政党组合为牙买加联盟.
FlorianGathmann,JamaikaＧSondierung．Manmußauchgönnenkönnen,in:SPIEGELONLINE,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jamaikaＧsondierungＧmanＧmussＧauchＧgoennenＧkoennenＧaＧ１１７５４２
２．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或判处默克尔“政治死刑”之声不绝于耳、甚嚣尘上.① 默克尔主义本是一种德

国式的中庸之道,力求息事宁人和国家稳定,结果反而带来德国的政治瘫痪与

危机.默克尔何时完成组阁,未来政府将呈何状? 是重启“大联合政府”还是

开创“少数派政府”先河,抑或默克尔下台重新举行大选? 笔者以为,德国目前

政治困境症结,根本不在于政治的实质内容,而在于政治的结构形式.默克尔

两度同社民党、一次同自民党联合执政,说明政策分歧可以化解、政治妥协亦

非无望.然而,在德国的“总理式民主”体制下,默克尔“靠耗损他人为己生”,②

两个政党同她组阁的代价是自身削弱与败北.因此,社民党和自民党有感于

历史教训,更为关注本党在权力竞逐中的有利地位.这是一种聚焦“后默克尔

时代”的思维导向,其直接影响便是德国当下的政治危机.

(二)默克尔“失败的胜利”对欧洲政策的影响

除国内政治层面,默克尔“失败的胜利”在欧洲层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对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成员国的法国十分关注.２０１７年

９月２６日,即德国大选后两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题为“重
启欧洲”的演讲,意欲十分明显,就是要影响德国政党的组阁谈判,促使它们讨

论法国提出的欧洲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欧盟近些年正遭遇有史以来的一系列深重危机,欧盟机构及其

政治精英却应对乏力、招架无功,唯有默克尔德国的作用引人注目.在德国的

超强权势面前,法国孱弱、英国脱欧、波匈等东欧国家右翼民族主义势强,欧盟

陷入结构性的失衡困境.如何重振欧洲? 这不仅是德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更是法国总统“重启欧洲”讲话的主旨.

马克龙在演说中强调:欧洲必须强大,成为全球范围强大的经济实体,获
得行动能力去迎接世界巨大挑战.如何做强欧洲、实现“同中国和美国平起平

坐”的目标? 马克龙提出一系列具体倡议,譬如,建立欧元区共同预算,设立欧

元区财政部长,在防务、反恐、信息化、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合作,重新规划交

通、住房、工业领域的政策等.③ 马克龙深知德国伙伴的支柱作用,决意携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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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譬如,德国«明镜周刊»刊登旨在促使默克尔下台的“逼宫”文章«默克尔主义的废墟»,详见 Dirk
Kurbjuweit,DieTrümmerdesMerkelismus—NichtnurbeiSPDundFDPliegtdasProblem,sondernauch
beiderBundeskanzlerin,in:DERSPIEGEL５１/２０１７,S．８.

同上.
参见马克龙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的题为“重启欧洲”计划的演讲,http://news．

sina．com．cn/w/２０１７Ｇ０９Ｇ２７/docＧifymeswe０３１０７３８．s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国重建强大的欧洲.

对德国来说,热衷于欧盟整合事业的马克龙而不是极右政党领导人勒庞

当选法国总统,是天赐福音.对法国来说,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

府”最有利于欧洲整合事业.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长期担任欧洲议会主席,

自然会钟情于欧洲一体化事业,对法国倡议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然而,法国

极不乐见的“牙买加”组合却一度成为德国政府组阁的唯一选项,势必增加德

法联手推动欧洲一体化前行的难度.如在马克龙倡导的深化欧元整合问题

上,绿党的立场积极,但是自民党却表质疑.自民党尤其反对法国提出的“赋
予欧元区自主预算权”倡议,在欧元区未来发展问题上,提出设立“成员国破产

权”(Insolvenzrecht)的主张.①

默克尔如何回应马克龙做强欧洲的倡议,世人瞩目,也甚为关键.显然,

马克龙讲话倡导在“核心欧洲”即欧元区内深化欧洲整合,是一种“超国家主

义”路径.而迄今为止,在应对欧盟危机如欧债危机的问题上,默克尔更青睐

所谓“联盟式方法”(Unionsmethode).“联盟式方法”一般被视为欧盟决策程

序中两种不同性质的方法之一,同“共同体方法”(Gemeinschaftsmethode)相对

应.“共同体方法”具有“超国家”性质,其具体流程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

草案,“欧洲议会”(代表欧盟公民)和“理事会”(代表欧盟成员国)对草案进行

讨论并做出决议,可以修改立法草案,但需各自机构多数同意.“联盟式方法”

具有“政府间主义合作”性质,主要通过由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与政府首脑组成

的“欧洲理事会”会商与议决问题.② 对上述看法,默克尔明确表示反对.早在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她就在一次讲话中力求正本清源,全面系统地阐述其所青

睐的欧洲政策“联盟式方法”.

(三)默克尔欧洲政策的“联盟式方法”

默克尔是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第６１届学术年活动开幕式上发表其对欧洲

政策“联盟式方法”的正本清源讲话的.首先她对下述简单划分表示反对,即
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视为“共同体方法”的唯一代表,而将“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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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FlorianGathmann,JamaikaＧSondierung．Manmußauchgönnenkönnen,in:SPIEGELONＧ
LINE,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jamaikaＧsondierungＧmanＧmussＧauchＧgoennenＧkoennenＧ
aＧ１１７５４２２．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参见 RenéRepasi,GemeinschaftsmethodestichtUnionsmethode,http://giegold．korova．co/２０１４/
gemeinschaftsmethodeＧstichtＧunionsmethode,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成员国”看成政府间主义合作的主体.她指出,这是一

种对立性思维(Lagerdenken),不符合欧洲合作的现实,必须加以摒弃.① 默克

尔对“联盟式方法”的阐释是:
第一,具有综合的性质.默克尔认为,“联盟式方法”是“共同体方法”和成

员国之间协调行动兼而有之的综合性方法,即“目标相同、团结一致、各司其

职、协调行动”.② 她强调应将欧盟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再好的欧盟政策目

标也“必须由各成员国的协调行动去实现,这是‘联盟式方法’的要义”.她进

一步解释说,问题的关键不是二者必居其一的方法的选择,而是欧洲共同目标

确定以后“协调行动”还是“不行动”的问题.即使所谓“共同体方法”,也有“理
事会”在其中参与决策,而理事会是由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欧洲理事会”
也是欧盟的组成部分;“欧盟成员国”是欧盟的建构者而不是其对立面.③

第二,“联盟式方法”的指导思想是«里斯本条约»确定的“辅助性原则”.
据此,只要个体或小社会团体或欧盟成员国有能力,就应由他们承担责任和完

成任务;大社会团体或成员国或欧盟不要干预,除非个体或小社会团体或成员

国不能解决问题之时.④ 辅助性原则的理论内涵有三个方面:自助、他助和功

能性.⑤ 默克尔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处理欧债危机的,即危机发生国首先必须自

主行动,实行“自助”;必要时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再承担起共同的欧洲责任,
实行“他助”.默克尔认为,应对欧债危机是一种义务和机会,不应得过且过了

结完事,而应从“预防”入手,采取旨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危机的令人信服

的措施,从“根”上解决问题.默克尔还说,“共同体方法”并不涉及向欧洲转让

职权,只是一种有效行使已经让渡的职权的方法.解决欧洲面临的问题,不能

“自动地和最好仅仅依靠欧盟的机构”来进行,而要系于辅助性原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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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见默克尔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布鲁日欧洲学院第６１届学术年活动开幕式上讲话,Redevon
BundeskanzlerinMerkelanlässlichderEröffnungdes６１．AkademischenJahresdesEuropakollegsBrügge,２．
November２０１０,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Archiv/DE/Archiv１７/Reden/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Ｇ
１１Ｇ０２ＧmerkelＧbruegge．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AbgestimmtessolidarischesHandeln—jederinseinerZuständigkeit,allefürdasgleicheZiel,ebenda．
RedevonBundeskanzlerinMerkelanlässlichderEröffnungdes６１．AkademischenJahresdesEuＧ

ropakollegsBrügge,２．November２０１０,in: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Archiv/DE/ArＧ
chiv１７/Reden/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Ｇ１１Ｇ０２ＧmerkelＧbruegge．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参见«里斯本条约»第５条第３款,程卫东、李靖堃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
第３４页.

详见连玉如:«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９—２０页.
RedevonBundeskanzlerinMerkelanlässlichderEröffnungdes６１．AkademischenJahresdesEuＧ

ropakollegsBrügge,２．November２０１０,in: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Archiv/DE/ArＧ
chiv１７/Reden/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Ｇ１１Ｇ０２ＧmerkelＧbruegge．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可以想见,假如默克尔能够延续其政治生命,第四次出任德国联邦总理,

在未来的欧洲政策举措方面,还会沿用迄今为止集中体现其欧洲观与政策实

践的“联盟式方法”.问题是,欧洲历史的发展逻辑是平衡,不能容忍哪个国家

坐大与称霸.理论上这对欧洲所有国家都适用,在现实中则主要针对背负纳

粹历史罪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端于西欧的欧洲一体化事业就是

从解决德国问题入手,是一种框住德国、对冲或再平衡德国优势的进程.１９４９
年以后德国历届联邦政府都致力于欧洲整合事业,从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

科尔到施罗德莫不如此.对施密特等老一辈德国政治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德国重建是西方战胜国乃至欧洲邻国与伙伴帮助的结果,必须时刻心

怀感恩之情,立足、携手与服务于欧洲.施密特也倡导实施«里斯本条约»确立

的“辅助性原则”,但主要强调其“团结互助”层面,而非默克尔的“自助”优先问

题.施密特在其著名的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社民党联邦大会讲话中说,德国出钱相助

欧洲困难国家从而推动欧洲整合事业前行,是理所当然之事.德国是欧盟“净
出资国”理所当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是“净受援国”也理所当然.为了欧洲

货币联盟稳定发展,设立欧洲“转移支付联盟”同样理所当然.关键是,德国不

能陷入孤立境地.①

然而,德国在时下欧洲卓尔不群,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令人称羡,已经“自
我孤立”;这时再强调欧盟成员国好自为之、“自助”先行,势将引发欧盟弱小国

家联合、对冲德国强权,“被人孤立”遂成现实.施密特认为,德国孤立不仅有

损于自身,更有损于欧洲.“避免孤立,是德国根本的长远战略利益之所在,高
于所有政党的各种利益考量.”为此,必须在欧洲高扬“互助精神”大旗,必要时

同意设立“欧洲债务联盟”.施密特语重心长道:“我们德国人不应民族利己主

义地拒绝这种做法”;假如欧元区不能稳定发展,欧洲的分量必将在全球化的

世界中继续销蚀,从而不得不坐视美中两国领导世界的局面出现.②

施密特讲话同马克龙２０１７年“９２６讲话”精神如出一辙.但青睐“联盟

式方法”的默克尔能像德国老总理谆谆教导德国人民的那样行动吗?! 无论如

何,未来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将对德国与欧洲在全球化世界中的

地位与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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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utSchmidt,Rede DeutschlandinundmitEuropa ,aufdemSPDＧBundesparteitagam４．
Dezember２０１１inBerlin,https://www．spd．de/aktuelles/detail/news/deutschlandＧinＧundＧmitＧeuropa/１１/
１１/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

Ebenda．



(四)默克尔大选“失败的胜利”在全球层面的影响

德国大选历来主拼内政,特别是经济与社会方面,包括对华关系的外交政

策问题在２０１７年大选中几无涉及.然而,德国外交正处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

来最为重大的转折关头.德国政治学者君特海尔曼(GuntherHellmann)认
为,作为转折关头的标志是２０１４年３月克里米亚危机到２０１７年５月北约峰会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与俄罗斯重新对峙、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等,正在拷问

着新一届德国政府.①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世界格局、地
缘政治、欧美联盟、德美关系的冲击是空前的.一向谨言慎行的默克尔也在特

朗普２０１７年５月欧洲之行后不无感慨道:我们可以倚赖别人的时代已然逝去,
我们欧洲人必须切实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②

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默克尔在２０１７年大选之前致全

体选民的信中认为:存在迎接挑战的巨大机遇,必须加以利用.然而巨大机遇

具体何指,信中并未说明.笔者以为,巨大机遇中含有中德合作发展的成分.

２０１７年是中德建交４５周年.中德关系在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科尔、施
罗德打下的基础上,在默克尔主政１２年间又获得长足发展.譬如,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的开启,特别是两国在先后主办２０１６年

“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２０１７年“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精诚合作,为双

边与多边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注入了正能量.中德关系总体向前发展的良好态

势不会改变,是超越于德国党派政治和政府更迭的.但是,中德关系发展中有

三大变量需要注意:一是中国发展和德国的看法;二是德国在欧盟的作用和欧

盟成员国的承受力;三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
从国际关系的结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出发,中德关系具

有一种“天然盟友关系”(NatürlichePartnerschaftsbeziehung)性质.③ 然而,德
国对外关系强调价值,并以一种使命般冲动意欲在世界范围推行德国/欧洲的

“普世价值观”.从此意义上看,德国对中国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普遍

认知,即视中国为已经消亡的东德的扩大版.对此,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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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heGuntherHellmann,Deutschland,dieEuropäerundihrSchicksal．HerausforderungendeutＧ
scherAußenpolitiknacheinerZeitenwende,in:ZSE (ZeitschriftfürStaatsＧundEuropawissenschaften),
hrsg．vonJoachimJensHesse,２Ｇ３/２０１７,S．３２９．

这是默克尔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８日周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政治集会上的讲话,news．jstv．com/a/
２０１７０５２９/１４９６００８６６９７３７．s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１９.

详见连玉如:«中德“天然盟友”关系刍议»,«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１５—２６页.



“反共原教旨主义”(antikommunistischerFundamentalismus)概念,①它就像一

个有色眼镜,决定和影响着德国的中国观,自然也会反复、顽强地在具体的对

华政策或理念方面体现出来,譬如经济竞争或人权问题.德国对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看法的转变也是这方面一个突出事例.②

中国发展的根基在于自身,“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德国发展的根基

在于欧盟,欧盟成员国既需要、同时又不情愿接受甚至反对德国主导作用的

“欧洲/德国困境”需要正视.法国怕“衰落”、德国怕“孤立”,分别是法德两国

由来已久的历史梦魇.因此,重启或激活德法两国在欧盟整合中的“双引擎”
作用,对于欧盟克服危机、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意义重大.中国

在处理对德/对欧关系时要考量平衡与协调的问题;否则,关注德国的“欧盟核

心大国作用”,引发所谓“中德特殊关系”猜忌,未必会有“促进中欧关系全面发

展”的正面效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的中美关系发展,会对中德/中欧关系产生影

响.在中、美、德三角关系上,不少看法认为,特朗普与默克尔理念相左、矛盾

频频,会促使中德两国关系走近.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特朗普对中

国不像其前任那样在人权问题上频繁施压,反会诱使德国新政府加大对华人

权问题批评力度,从而影响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德国对美国特朗普的理念再

有不满,也不能和不愿割断大西洋联盟的脐带,德国对中国的理念再有认同,
也不能和不愿同意识形态相左的中国完全站在一起.

同中国一样,德国也是２１世纪新崛起大国.尽管两国的人口、体量等诸

多因素差距较大,但德国是“欧洲的德国”,其在欧洲乃至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不可低估.默克尔在２０１７年德国大选中胜利了,其成功之道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是观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内政外交的基础.但是,默克尔胜得很

惨,导致其组阁困难,也影响到德国今后的欧洲与外交政策走向.对中德关系

发展问题的关心与观察,亦需考虑到默克尔“失败的胜利”的前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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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ＧruLian,“ReflexionenüberdenKernderAußenpolitikderVolksrepublikChinaim２１．JahrhunＧ
dert”,in:JensDamm,MechthildLeutnerandNiuDayong(ed．),ChinasInteractionwiththeWorld:HisＧ
toricalandContemporaryAspects,BerlinerChinaHeft,Nr．４９/２０１７,S．１０１Ｇ１１２．

在中德两国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签订的“共塑创新行动纲要”第８条中,德方明确欢迎中国的“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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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这在欧洲或国际范围是比较早的表态.但笔者在２０１７年８、９月访德期间,从德国官员与学者口中听

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即扩张、强迫与利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