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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黑红将联合执政下萨克森州 

明镜在线 11月 1日讯  北威州社民党主席威尔（Stephan Weil）与基民盟主席阿尔

图斯曼（Bernd Althusmann）在两小时商谈后宣布，两党准备就建立大联合政府进行谈

判。现任州长威尔表示，两党已经具有足够的基础以开始具体事项的谈判，但也还有很

多需要讨论的地方。阿尔图斯曼称，目标是在 11 月建立新政府。 

10 月 15 日州议会选举后，下萨克森州的组阁一度面临重重困难。自民党拒绝了与

社民党和绿党组成“交通灯”联盟的想法，绿党则拒绝与基民盟和自民党组建“牙买加”

联盟。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社民党在本次选举中获胜，

基民盟则损失惨重，屈居第二。 

 

统计：德国寻求庇护的难民人数为 160 万 

明镜在线 11 月 2 日讯  究竟有多少人在德国避难，一直以来都未能有确切数字。

目前联邦统计局终于拿出了第一个可靠的统计数据，称目前居住在德国寻求庇护的人数

为 160 万。该统计以 2014 年底到 2016 年底外国人管理中心的登记记录为基础。统计显

示，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中，约有 16%的人出于人道原因留在德国，在两年间，这类人

的数量增加了 85.1 万，上升达到 113%。约半数的寻求避难者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

拉克这三个国家，其中男性占近三分之二。 

被纳入这一统计范围的包括依法获得承认和保护的难民、同时也包括正在走程序的

避难申请人以及申请被拒但尚未离境或遣返的避难申请人。但有 39.2 万外国人并未被

纳入统计数据，因为难以确定他们滞留德国是否出于人道原因。 

申请被拒的难民人数为 15.8 万，这些人原则上有义务离境，但其中四分之三（11.8

万）获得容忍暂缓离境。 

从东西部看，德国东部各联邦州的避难申请人数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底增长了 153%，

大大高于西部各州（包括柏林）的 107%。这是因为 2014 年在东部各州登记的难民数量

要少得多。从各州的比较看，增长率最高的是勃兰登堡州（180%），最低的是汉堡（73%）。

而从绝对数量上看，2016 年居住在北威州的避难申请人最多（42.9 万），最少的是不来

梅（2.3 万）。而难民占外国人比例则以萨安州为最高（37%），巴伐利亚州为最低（11%）。 

 

专家：德国东西部之间的误解罪在西部精英 

明镜在线 11月 1日讯  德国重新统一 27 年后的今天，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任克吕

格（Thomas Krüger）在接受《柏林报》访谈时，批评了德国西部精英对德国东部的碾压，

并称之为“文化殖民的体验”。即使如今有总理默克尔和前任总统高克这样出身于德国

东部的国家领导人，德国西部仍然在许多领域占据话语权。他 2000 年入职政治教育中

心，该机构来自东部的职员数量因此翻了一倍：从 1 人上升到 2 人，而当时中心一共有

200 名职员。“文化差异的沟通人才太缺了”，面对西部文化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实，他作

为东部人呼吁无论如何必须调和这种文化冲突，不能一味地宣传让东部学习西部。 

 

下巴伐利亚之争——基社盟如何保障未来 

明镜在线 10月 29日讯  在本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另择党在基社盟发祥地下巴

伐利亚地区的斩获令基社盟倍感不安。德国另择党在整个巴伐利亚州的支持率为 12.4%，

为西部地区各联邦州之首，而一些下巴伐利亚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如德国另择党在施

特劳宾选区的得票率为 18.4%，在邻近的德根多夫选区甚至达到 19.2%，该党成为这两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niedersachsen-spd-und-cdu-wollen-koalitionsverhandlungen-aufnehmen-a-1175953.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statistisches-bundesamt-1-6-millionen-menschen-suchen-schutz-in-deutschland-a-1176137.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deutsche-einheit-bpb-chef-thomas-krueger-beklagt-westdeutschen-kolonialismus-a-1175851.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horst-seehofer-muss-um-csu-vorherrschaft-in-niederbayern-kaempfen-a-117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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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区的第二大党。而相应地，基社盟在施特劳宾的选票流失了 16%，得票率仅 41.9%。 

下巴伐利亚之于基社盟的意义，相当于鲁尔区之于社民党。这里是基社盟的大本营，

这里的政治根基一旦动摇，必将对整个政党及其权利诉求带来巨大后果。2018 年秋季

巴伐利亚州将迎来州议会选举，基社盟如果有过多选民流失至德国另择党，将危及其未

来的发展。如果基社盟不能继续在巴伐利亚州保持一党独大的绝对多数，甚或需要建立

诸如“牙买加”联盟之类的执政联盟，德国另择党可能还会继续从中得益。 

从外部看，下巴伐利亚的民众境况不错，工作岗位充足，失业率低，施特劳宾一带

失业率甚至低至 2.1%，这个比例一般已被视为全民充分就业了。因此这一地区德国另择

党的高支持率与经济状况关系不大。亲基社盟的政党研究专家表示，投票给德国另择党

的，主要是直接遭到难民潮冲击的人们，例如居住在边境或难民收容营地附近的人们。

如今选民在用选票惩罚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基社盟虽说在遏制难民潮方面做出了巨大贡

献，却也无法幸免于此。 

专家认为，联盟党的理念正在遭到挑战，而下巴伐利亚又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地方，

当地有五分之四的居民从出生就居住在此，仅同性婚姻获得承认这一点，就令他们难以

接受，同时他们也认为，联盟党在国内安全方面也做得不够。此外，竞选最末阶段关于

养老金的争论也使选民感到不安，而这一点也被德国另择党利用了。 

2013 年贝塔斯曼基金会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号称富有的巴伐利亚州竟有七分

之一的 65 岁以上老人面临老年贫困的威胁，在各个联邦州中，巴伐利亚州的情况仅稍

好于萨尔州和莱法州。这一问题在巴伐利亚森林地区尤甚，当地在数十年前几乎没有工

业就业岗位，尤其是女性往往只是季节性地从事旅游业或农业，养老金低微，入不敷出。

据德国工会联邦联合会的数据，东巴伐利亚一些地方的女性退休者平均养老金低于 500

欧元。难民潮的到来给这些地区造成了冲击，虽然事实上来到东巴伐利亚地区的难民并

不比别的地区多，该地区的难民融入和社会政策也都做得比较好，但还是有许多人感到

政府为难民做得很多，为自己却做得很不够。 

展望明年的州议会选举，基社盟专家担心，联邦层面的“牙买加”执政联盟可能会

成就一种新市民主义的精英政治，而无视普通百姓阶层的利益。因此基社盟可能会力求

与绿党合作，主打社会公正这一话题领域。同时基社盟还会继续致力于推动内政与安全

政策向右转。 

基社盟专家估计，下巴伐利亚的德国另择党选民中，真正支持极右思想的不超过三

分之一。基社盟要想把这些选民争取回来，首先要跳出难民政策话题，在社会政策领域

反击德国另择党。但只有联盟党在组阁谈判中真正促成难民人数上限的规定，基社盟才

可能确保 40%以上的得票率，而获得绝对多数则基本无望。 

 

德国民众满意度保持高位 

《焦点》网站 11 月 7 日讯  最新发布的一项应德国邮政委托进行的代表性调查测

得德国民众的满意度为 10 分中的 7.07 分，基本保持了 2016 年的高位。该调查通过询

问被访者对自己生活、愿望、目标、期望值和观念。多年来这个值一直保持在 7.0 左右，

2015 年与 2016 年间跃升到 7.11，如今则微降到 7.07。经济学家认为，德国民众幸福感

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物质利益上的增长。2004 年至今，失业率下降近一半；

同时因为工资的增长，就业人口的支付能力要比 2007 年增长约 10%。“我们谈危机已经

谈了十年，然而迎来的却是自 60 年代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而民众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收入增长带来了幸福感。”当然钱也并不是全部原因。问卷中获分值最高（7.5 分）的是

居住和家庭这两个传统而稳定的方面，而后才是业余时间、工作、健康和收入。“我们

民众最重要的幸福因素，是成功、有爱、三观相合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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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恐怖主义或移民等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对德国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并

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东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也并不明显。东部的满意度为 6.89 分，

虽然仍低于西部的 7.11 分，但东部的满意度在上升，西部的满意度却停滞不前甚至有

小幅下降。专家表示，东西部生活水平虽然仍然存在差距，但这个差距正在缩小。总的

看来，各个地区的满意度也正在渐渐接近，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呈现趋同的趋势。有意

思的是，德国西部的满意度冠军，并不是经济强大的南部，而是北方的石荷州。专家认

为，个中原因在于当地人的观念，也因为当地接近欧洲满意度遥遥领先的国家丹麦。“无

论在丹麦语中还是在低地德语中，关于“舒服”的表达方式，都比标准德语要多”，专

家分析说，“让自己和别人过得舒服，这种能力，是一种生活的感受。”在欧洲晴雨表中，

德国的满意度排名第九，不算差，但与其经济实力尚不匹配。 

 

经济纵横 

英国退欧可能给德国带来数十亿额外支出 

《焦点》网站 11 月 10 日讯   根据欧洲议会的模型计算，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在英国按计划于 2019 年完成脱欧程序后，欧盟每年净损失 102 亿欧元。为填补这

个亏空，作为欧盟最大国的德国每年的净开支将增加 38 亿欧元，比之前的约 140 亿欧

元增加 16%。法国需要多付出 12 亿欧元，意大利要多付出 10 亿欧元。当然这个数字也

只是理论上的，因为与英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中，而欧盟的中期预算也还会更新。 

不过联邦政府表示，现行的欧盟财政规划到 2020 年止，在此之前暂时不会出现欧

盟财政缺口，而对于英国退欧导致的德国负担增加，政府发言人不予置评甚至表示怀疑，

认为英国仍然会履行其支付义务。 

 

德国今年前三个季度出口增长 

《焦点》网站 11月 9日讯   据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在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下，

德国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商品总值达到 9547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3%。增长尤为强

劲的是向欧盟以外国家的贸易额。这个增长率高于德国外贸联合会（BGA）此前估计的

5%。今年出口额很可能连续第四年创下历史新高。今年 9 月的出口商品总值为 1104 亿

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6%，但因为今年 8 月出口强劲，9 月相比之下还下跌了 0.4%。 

9 月进口也较去年同期增长 5.5%，达到 863 亿欧元，而前三个季度的进口总值则为

7699 亿欧元，上升 8.7%，增长幅度超过出口，但从总额上看，德国仍然呈现出超。9

月份的出超约为 241 亿欧元。 

最近许多经济专家刚刚上调了对德国经济的预测，认为今年德国经济增长可达 2.0%，

明年更可达到 2.2%。专家认为德国经济主要受益于强大的内部市场和全球的经济发展。 

 

关于德国专业人才缺口的一些研究成果 

《焦点》网站 11月 10日讯   目前对于德国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有诸多研究，

以下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 一些行业存在瓶颈：联邦劳动署的专业人才瓶颈研究中提到，“德国总体上不存在专

业人才缺乏现象”，这种说法否定了目前很多悲观的看法。但劳动署的研究中也提到，

一些领域目前已经出现缺人的问题，如老人护理行业，每个岗位平均需要 167 天才

能招到人，这要大大高于一般职业的 100 天左右。有类似困难的行业还包括如技术、

建筑和医疗卫生等。 

- 人才缺口以百万计：巴伐利亚经济界委托 Prognos 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对未来表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studie-brexit-koennte-deutschland-milliarden-kosten_id_7829857.html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deutscher-export-auf-wachstumskurs-plus-in-den-ersten-neun-monaten_id_7823289.html
http://www.focus.de/finanzen/karriere/arbeit-fakten-bitte-fuenf-studien-zum-fachkraeftemangel_id_7827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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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悲观。到 2030 年全德国专业人才缺口可达 300 万，到 2040 年更是上升到 330 万，

所缺的主要是拥有培训或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涉及几乎所有行业：因为出现专业

人才缺口的最重要原因，是高出生率年份出生的就业者进入了退休年龄，专业人才

出现青黄不接。 

- 后备人才缺乏：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对许多需要进行职业培训的行业带来影响。德

国工商大会（DIHK）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31%的企业无法招满培训生，而这个比例

在 10 年前还只有 12%。其中形势最严峻的是旅馆餐饮业，培训生缺口达到 61%。此

外还有商业和交通物流业的问题也很严重。 

- 人才匮乏已引起广泛的担心：大量的促进计划、活动和出版物，以及德国工业联邦

联合会（BDI）的一份研究，都表明经济界及相关协会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正在进

行密切的讨论。德国 52%的企业认为专业人才缺乏是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 应当如何应对？改善教育机会，提供更多的教育与培训机会，促进融入，促进家庭

与工作兼顾，并改善中老年雇员和长期失业者的状况：这是联邦劳动部提出的解决

专业人才匮乏问题的途径。但劳动部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提到，其中还有许多提升的

空间，例如在女性就业率方面，以及在拥有移民背景的专业人才的融入方面。 

 

德国近一成人口债务缠身 

《焦点》网站 11月 9日讯  德国债务缠身的人口还在继续增加。《2017 债务地图》

显示，入不敷出的人口达到 691 万，比 2016 年增长了 6.5 万。这个数字占到了德国成

年人口的 10%以上。 

拥有最多比例这类人口的三个城市都在北威州：杜伊斯堡、埃森和多特蒙德。杜伊

斯堡有 17.08%的 18 岁以上成年人入不敷出，多特蒙德的这个比例为 14.44%，埃森则为

13.76%。在共计 691 万债台高筑的人中，约 423 万为男性，平均负债 3.5 万欧元，约 267

万为女性，平均负债 2.5 万欧元。从联邦州看，不来梅（13.97%）、萨安州（12.71%）

和柏林（12.63%）是债务缠身者比例最高的州，最低的三个州则是巴伐利亚州（7.47%）、

巴符州（8.31%）和图林根州（9.25%）。 

导致债务缠身的最重要原因包括失业（20.2%），疾病、成瘾及事故（15.3%），分居

离异及亡故（12.8%），持家不善（10.9%）以及自由职业失败（8.4%），这五项原因导致

了德国 67.6%的债务缠身状况。虽然德国经济形势良好，但债务缠身的人仍然越来越多，

而导致的原因也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自己与德国的经济发展

脱节了。 

 

热点透析 

大选后组阁谈判观察 

组阁协商第一轮结束成果寥寥 

《南德意志报》网站 11 月 3 日讯  默克尔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组建“牙买加”

联合政府的协商已经进行了两周，参与各方都发表了诸多访谈，只有默克尔总理一言不

发。但是 11 月 3 日，鉴于第一轮结束而协商仍举步不前，默克尔觉得有必要放出一个

乐观的信号。“我仍然相信，我们只要努力，就能共同达成一个结果”。但要达到这么一

个结果，谈判各方必须真正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第一轮协商中，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三方就 12 个议题领域都发表了意见。虽

然已经有了各方达成一致的初步文件，但这些文件在大多数方面都没有具体化，甚至只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sz-wahlzentrale-die-jamaika-entscheidung-rueckt-naeher-1.373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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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列出了还需要继续商讨的议题。 

协商各方也承认，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因此未来将进行更多的小圈子谈判，或

把一些谈判限制在各方谈判人员圈子内。超过 50 人规模的谈判，按常理很难迅速取得

进展。此外，四个政党也希望能更多地聚焦核心议题。因此基民盟与基社盟已经在 11

月 4 日开始就确定联盟党核心议题进行咨询。 

聚焦核心议题的目的在于，使“牙买加”联盟各方特别关注的议题都能得到充分的

具体的讨论，包括团结附加税（自民党）、移民（基社盟）和气候保护及交通与农业政

策（绿党）。各党的谈判人员要马上坐到一起共同梳理迄今为止的协商成果。而基民盟

必须注意，不能只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因为迄今为止，默克尔还主要在致力于平息各小

党之间的冲突，基民盟本身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推进。虽然在 9 月的大选中，基民盟的支

持率比自民党、绿党和基社盟加起来都要高，但也可能他们除了这点支持率，其实也占

不到更多的便宜。 

目前基民盟可能的重要目标包括：继续推进零赤字政策；改善家庭福利；为中低收

入群体减负；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研发投入以及在国内安全方面采取

更多具体措施。 

目标的设定也有助于加速协商的成功。协商的结果最迟应于 11 月 16 日达成，而如

果协商各方不能各退一步以解决大的冲突，这个目标也是难以达到的。延长协商期这一

选项，在时间表上并不存在。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和默克尔在 11 月

17 日就要与他们的联邦议员就结果进行讨论，此后一天泽霍费尔将在慕尼黑与基社盟

州议会议员谈话，而后召开该党理事会会议，决定基社盟是否接受加入联合执政谈判。

基民盟理事会则将在 11 月 17 日召开为期两天的闭门会，不仅讨论联合执政谈判，也与

专家一起分析大选支持率下滑的原因。 

自民党也希望速战速决。只有绿党需要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参与组阁谈判一事不仅

要通过联邦层面的理事会，还要召开党大会，而党大会预定在 11 月 25 日召开。绿党向

其他各党表示这个时间差是需要的，因为党员们需要足够的时间就此事听取各方意见。 

而从协商结束到绿党召开党大会之间的这一周，仍有可能出现问题，需要各党严格

自制，以防协商成果破裂而功亏一篑。但从协商过程中的情况看来，这种自制还很缺乏。 

 

默克尔警告“重新选举”，组阁谈判进入新阶段 

《焦点》网站 11 月 6 日讯  联盟党、自民党与绿党领导人召开会议，将组建“牙

买加”政府的谈判推入一个新的阶段。该会议旨在确定组阁协商期间尚待澄清的重点问

题。同时默克尔也警告，如果谈判失败，还是会考虑组织重新选举。默克尔会后在脸书

上表示，目前还没有开始组阁谈判，但这几天“我们已经要开始谈一些要点了”，“而后

就是谈判的最后一轮，因为我们希望在 11 月 16 日周四完成一切。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但默克尔并没有发布官方的声明。 

据与会者透露，默克尔在一次基民盟理事会议中表示，鉴于自民党不断以重选为要

挟，基民盟也不必固守“牙买加”联盟。不过总是公开提“重新选举”是不明智的，因

为各个政党都有构建稳定政府的政治责任。此前自民党主席林德纳曾向媒体表示，自民

党“不怕重新选举”。 

各党之间的协商，从关于欧洲、外交与防务、教育科研以及数字化、家庭与女性这

些话题开始，进行小圈子协商。默克尔认为对于联盟党特别重要的话题是金融、气候保

护、移民与缩小生活水平差距。金融方面，基民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分配操作空

间，从而使得各党的重点都得到实施，同时又确保财政平衡。财政专家表示，即将组成

的“牙买加”联合政府在财政上只有有限的运作空间，来实现对选民的承诺。今年虽然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merkel-warnt-vor-neuwahl-gerede-jamaika-knackepunkte-bearbeiten_id_7810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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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包括联邦、各州和乡镇地方）虽然拥有自统一以来最高的结余 313 亿欧元，

但联邦层面的实际运作空间却大大缩小。而同时，良好的财政状况并不一定能够持续，

因为日益升高的利息将会对公共财政带来负担。气候保护方面，默克尔任期中确定的到

2020 年减排 40%的目标如何实现，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联盟党担心，一旦“牙买加”谈判失败，大选重新进行，将可能导致德国另择党等

右翼民粹实力的加强。6 日发布的 Forsa 民调则显示，现在如果重新进行选举，结果与 9

月 24 日的联邦议院大选并无分别。 

气候与能源政策是争议的核心议题之一。自民党再次要求放慢德国的气候保护步伐，

表示将遵守国际条约中的 2050 年和 2030 年气候目标，但对德国的 2020 年目标提出质

疑。联盟党和绿党对此有不同看法。联盟党坚持 2020 年减排 40%的目标，“否则无法想

象，一个与绿党联合执政的政府所提出的环保目标，会低于我们此前在大联合政府中的

目标”。绿党则批评自民党对谈判不认真，敦促自民党对气候保护持积极态度，“否则谈

判会很快结束”。但绿党高层人士也在关于退出煤电的争议中，表现出了妥协愿望，表

示虽然 20 个污染严重的煤电厂必须尽快脱离电网，以便实现德国 2020 年减排目标，“但

决定性的是要减少燃煤发电的总量以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更严格的

二氧化碳排放规定，或控制污染发电量来达到改善的目的。” 

 

组阁协商失败后会怎样 

明镜在线网站 11月 12日评论  据《世界报》的报道，默克尔总理要求参加组阁协

商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绿党在限为 10 页的篇幅上写下各党协商结果。如今柏

林协商马拉松的决胜周已经到来，从 11 月 13 日周一默克尔召集的高层小型对话开始，

周一到周四举办各种会议，需要的话还将把会议延续到周五，最后把各政党的要求汇总

为一份 10 页文件。这些政党必须最终确定：建立共同执政联盟的基础是否稳固？是否

可以开始就联合执政协议进行谈判？接下来要形成的就是多达 200 页的文件。 

联盟党和自民党持谨慎乐观态度，但也强调还存在大量的问题（泽霍费尔所言），

成功组建“牙买加”政府的机会只有 50%（林德纳所言）。持悲观态度的主要是绿党，

称这是令人失望的一周，特里廷清醒地表示，“绿党现在的成功几率是 0:10”。这些都只

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谈判策略吗？也许部分是。但事实上，许多中心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澄

清，包括移民、气候保护、能源、交通、内部安全等，争议点非常多。而绿党计划在

11 月 25 日召开的、旨在为组阁谈判铺平道路的党大会，形势也并不那么乐观。当数日

前绿党高层在停用煤电和燃油发动机上提出妥协时，基层一片哗然。绿党人士因此也表

示担忧结盟的可能性很不确定，提醒默克尔不要以为用时间压力就可以迫使绿党接受妥

协。 

这么看来，通往“牙买加”联盟的道路还远得很，如果四个政党无法达成一致，又

将会发生什么？这种情况下有两个选项，一个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另一个则是大家都不

想要的。 

第一个可能性是大联合政府救急：如果在“牙买加”组阁协商失败的情况下，社民

党能否出面推动组阁？基本没有可能性。社民党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已明确表示，社民

党进入反对党阵营。即使是现任社民党主席舒尔茨（Martin Schulz）和联邦总理默克尔

离任，这个决定也不会改变。社民党议会党团前主席奥普曼（Thomas Oppermann）曾

在大选后提过在排除默克尔的情况下建立大联合政府的建议，但在本党内被迅速否决。

而且默克尔为什么要下台呢？虽然联盟党的大选成绩也不是很好，但还是比社民党要高

出 12.4%。大联合政府如今看起来没有什么机会，即使社民党施加压力。 

第二个可能性是重新选举：这个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与维利·勃兰特（1972 年）、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was-wenn-jamaika-scheitert-die-woche-der-entscheidung-a-1177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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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1983 年）和格哈德·施罗德（2005 年）不同的是，默克尔无法通过

不信任案来铺平重新选举的道路。因为她只是职务上的领导人：一个从来没有向她表达

过信任的联邦议院，也无法表达不信任。这也就是说联邦总统必须出面。如果“牙买加”

谈判各方无法走到一起，社民党的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先应该首先会

意识到有必要与社民党内部就组建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进行沟通，但这方面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基本为零。 

然后怎么办呢？基本法中规定，联邦总统可以向联邦议院建议一位候选的政府首脑，

一般来说，他会在联邦议院中形成一个占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之后，才会采取这一行动。

但如果这种联盟无法建立，则施泰因迈尔会提名现任总理默克尔作为当前联邦议院中最

大议会党团的代表来作为再次选举的候选人。前两轮选举会在两周内完成，默克尔可能

不会获得她所需要的绝对多数，但到第三轮选举中，简单多数就已足够。 

现在施泰因迈尔面临如下考量： 

- 作为联邦总统，他可以在七日之内任命默克尔为总理。而后默克尔就必须领导

一个少数政府执政，每件决策都必须在议会中争取多数。 

- 还有一个可能是，施泰因迈尔解散联邦议院，在 60 日内开启重新选举。 

然而，重新选举蕴含着巨大政治风险。人们担心，从中得益最大的将是右翼民粹政

党德国另择党，因为其他各党都没有能力重归于好、握手言欢。而联盟党会面临一个问

题：再次选举是仍旧推默克尔呢，还是另推他人？原先准备好做在野党的社民党，如果

想要重新加入赛跑，也要匆忙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自民党与绿党虽早已声称不怕重新选

举，但两党也认识到重新选举会带来政治不稳定甚或瘫痪的风险：“我们要付出的所有

代价，都比重新选举要小”，巴符州绿党州长克莱彻曼（Winfried Kretschmann）说。 

综上所述，重新选举基本不可能让组阁变得更容易。虽然德国人对于“牙买加”联

盟的兴趣显著降低，但很有可能的是，即使进行重新选举，组建政府的选项也并不会与

今天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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