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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交部长马斯：“美国将不再是世界警察” 

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ss，社民党）在德国广播电台（Dlf）的访谈中表示，即使

拜登上任，美国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但是由于美国将从世界一些地

区撤出，欧洲将不得不更深入地照顾其近邻，如非洲、近东和中东等。总的来说，与未

来美国总统拜登的合作“有很多新的机会”。拜登是一位坚定的多边主义者。他上任可

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但很多事情都会改善。 

访谈全文如下（访谈记者：Tobias Armbrüster） 

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 

关于北约冲突地区，马斯表示，德国愿意承担起责任。德国必须全面改善与美国的

协调关系。无论如何，北约的欧洲支柱都将得到加强。马斯认为，可以向拜登提出这一

提议。拜登的前任特朗普一直批评德国没有履行有关防御开支的法律义务。 

记者：美国总统的交接工作不会如以前那样正常进行。华盛顿是在自取其辱吗？ 

马斯：首先，我认为，大家必须承认，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则，如果投票结果太接

近，就要重新计票。每个人都可以穷尽法律可能性去法院申诉。如果最后由法院来确认

选举结果，或许是一件好事。这将再次增加民选总统的合法性，希望所有人能在某个时

候接受这个结果。 

 “拜登带来很多新的机会。” 

记者：那我们来谈谈拜登。您对他有什么期望？ 

马斯：我认为拜登可以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对我们德国、欧洲以及对整个国际合作来

说都是，因为拜登是一位坚定的多边主义者。他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全球化、

气候变化、数字化、移民等都是无国界的挑战，我们需要国际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寄希望于新总统在国际舞台上带来更多合作、更少对立。这其实是我们数年来一直

在等待的。 

记者：柏林松了一口气，非常乐观主义地认为，现在选出的拜登，如您所说，他是一位

多边主义者，是一个我们等待数年的人。这种乐观主义将带来多大的危险？他真的能满

足我们的期望吗？ 

马斯：不用担心有人有所放松。因为即使我们在国际上合作得再好，我们共同面临的挑

战也非常大。目前我们正身处新冠大流行。这将是我们国际合作的第一道快速测试题。

我们知道，拜登上任，并非一切都将不同，但很多事情会改善。我们将会有不同的合作。

大家又会互相交谈，尤其是在意见分歧的地方。但这只是寻找解决方案的基础。我们现

在必须通过合作，为所有重大挑战寻求解决办法。我相信，气候变化会非常、非常快地

让我们忙碌起来，例如，美国是否会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框架

条件随着拜登的当选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仅此一点并不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防御开支的争议不会结束 

记者：马斯先生，我们来谈几个冲突领域。比如说北约和北约的防御开支。特朗普总是

批评德国做得太少。拜登上任后，这场争议就会结束吗？ 

马斯：不，不会结束。但我认为，它将以完全不同的风格展现出来。我们已承诺增加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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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开支，就像所有北约盟国一样。我们已经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会遵守承诺，美方应该给予信赖。所以我认为，这个议题还会继续存在，但不会再

像特朗普时期那样成为焦点。 

记者：今天早上您能给拜登提建议吗？ 

马斯：我不会向美国当选总统提出建议。我们已经描述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愿意在北约

中承担责任。我们将会这么做。我认为我们只是需要更好地相互协调。我们的工作是，

必须加强整个北约中的欧洲支柱，这是一个提议。因为我们知道，拜登上任，美国也不

会从根本上颠覆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他们将从世界上一些地区撤出，他们以前在这些地

区做过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工作。美国将不再是世界警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欧洲人必须

对我们的近邻——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近东和中东——给予更多的照顾。这是我们需

要承担的角色，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记者：也就是说，马斯先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德国政府说德国准备好在北约中

承担更多的责任？ 

马斯：我们目前本来就在北约框架中审视必须进行哪些结构性改革。我们已经成立了一

个反思小组，该小组将在今年年底前就如何继续开展工作提出建议。在我们的近邻，在

利比亚，在萨赫勒地区，我们早就参与其中，但这是一条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的道路，

我们希望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与美国更好地协调——多一些团结，少一些对抗。 

 “我们需要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 

记者：德国一直非常重视外交。很多怀疑论者，尤其是国外的怀疑论者指责德国，只停

留在外交谈判层面，而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今后会不会有所改变？ 

马斯：首先，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在我们现在执行的所有国际任务中，情况并非

如此。但被指责在目前所有冲突和战争中首先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这也是不应该的。我

们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也是过去的经验——绝不可能仅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我们需

要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这就是我们正在阿富汗做的事情，特

朗普政府在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后，请我们参与或部分组织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平谈

判。仅仅用军事视角并不能永久和持久地结束现存的冲突和战争。只有通过政治解决办

法才能结束这种情况，我们正在世界许多地区合作，并准备在国际上更多地参与。 

记者：马斯先生，过去四年中另一个巨大的争议点是伊朗核协议。您的期望是什么？拜

登会重新加入吗？ 

马斯：美国退出这个协议后，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和过去两年已经看到，如果美国采取极

限施压战略，而我们采取的是这个协议层面的谈判战略，这时要想取得任何进展是非常

困难的。这样行不通。我们必须再次合作。当然，美国将讨论是否重新加入这一协议、

是否可能签订一个扩展协议。我们对此也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欧洲和美国采取两种

完全不同的战略，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将一事无成，无论是在伊朗的核能力方面，还是它

的地区角色方面。这种情况必须结束，我们必须尽快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在《伊朗核协定》上再次合作 

记者：如果您说欧洲在这件事情上如此依赖美国，那么我想再次提出“提议”这个关键

词。您能给拜登什么提议？是让他回到谈判中去吗？欧洲人和德国人或许可以以某种方

式迎合他，向他伸出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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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是的，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伊朗参与是不行的。在不让伊朗加

入的情况下向美国提出建议，不会让我们取得任何进展。但它肯定会涉及到这样一点—

—这也是美国一直以来所批评的：这个协议过于关注伊朗的核能力，但却忽略了弹道导

弹计划、伊朗所扮演的地区角色。如果以制定一项扩展协议作为基础让我们再次共同解

决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想象，这将是我们再次合作的一种方式。 

记者：也就是说，可能会再次修订伊朗核协议？ 

马斯： 我们要同美国谈一谈伊朗协议，看看美国有什么要求，它感到不满的是，尽管有

这个协议，伊朗还是发展了弹道导弹计划，在对抗以色列的角色上没有发展，它在该地

区的很多其他国家，比如说在叙利亚，还有在伊拉克的角色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

所发展，我们希望它在该地区更多合作而不是在冲突中如此火上浇油。我们得谈谈这些

问题。不可能让伊朗继续这样的行为，然后大家都回到这个协议中去。伊朗也必须在这

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德国经济部长：在气候保护方面再次与美国携手前进 

在拜登赢得大选后，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基民盟）在德

国广播电台（Dlf）的访谈中对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气候保护是重中

之重。阿尔特迈尔说，如果美国再次积极参与，不仅对经济有利，“对地球也有利”。 

阿尔特迈尔预计，在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将回归更强有力的多边方式，减

少单边决定。他强调，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过去曾遭受过破坏，例如通过惩罚性关税。

现在，国际贸易政策可以回归到有序的轨道上来。 

访谈全文如下（访谈记者：Tobias Armbrüster）。 

记者：阿尔特迈尔先生，您也和欢呼胜利的人群一起欢呼吗？ 

阿尔特迈尔：是的，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结果，它让人松了口气，而且超越了党派政治

边界，不仅在德国，在欧洲、美国，还有全世界人们都松了口气。我相信这是让近年来

的一些不利发展重新恢复正常的好机会。 

 “重返多边方式” 

记者：具体来说，贸易战现在会结束吗？ 

阿尔特迈尔：等新人上任后就知道了，尤其是贸易专员和经济部长。但我认为，他们将

重新采取更为多边的方式。这意味着美国要在国际层面与合作伙伴进行协商和谈判，少

做单边决定。对于欧盟，这也是一个与美国进行公平公正的利益平衡的机会。在两年半

前、三年前，美国对欧洲钢铁和铝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我们又因为空客和波音产生了

冲突。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制定一项大型的、基础广泛的工业关税协议。

这个提议已经摆上桌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美国新政府上任后，给它一个机会，让它

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 

美中贸易关系 

记者：您真的看到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新机会吗？ 

阿尔特迈尔：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目前有机会不再经历进一步的紧张状态。其次，中

美贸易关系中未解决的问题很多。这两国继续出现深刻的冲突是不可能符合欧洲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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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身处全球贸易。德国企业和德国人的就业机会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双方都受影

响。在中国有超过数万家德国企业，在美国有重要的德国汽车企业。因此，我们所有人

都愿意国际贸易政策回归到有序的轨道上来。 

记者：现在特朗普总是抱怨巨大的外贸顺差，尤其是来自德国的顺差。他一直特别关注

德国的汽车工业。拜登难道会忘掉这一切？ 

阿尔特迈尔：不。我相信，有些问题将继续困扰着我们，但我们有机会找到共同的解决

方案。德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因为我们要从欧洲背景来看。

但近年来，已经确定很多重点。德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立了公司，在那里也为中国市

场生产了成千上万小汽车。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大家有意愿在美国投资，在那里创造

就业机会。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必须让双方都尊重开放和自由市场的原则。 

我有点担心，现在的不确定状态当然还会持续几个月，到 1 月底总统才会上任。届时，

新班子还要再过几周才能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得到确认。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到春天才

能知道走向如何。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正如拜登及其副总统哈里斯所说的那样，

我期望国际合作方面得以加强，而且是以我们欧洲人准备好的参与方式。 

 “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 

记者：阿尔特迈尔先生，我们已经记下了您的乐观态度。您能给拜登一些什么？ 

阿尔特迈尔：我们可以提供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美国的商品和产

品也有公平的机会，能够开放地进入欧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提议签订一

项工业关税协议。在这个提议的基础上，我们也愿意着手处理美国新政府认为重要的问

题。不过，对于我作为经济部长来说，最重要的愿景之一是，拜登宣布将重新加入《巴

黎气候协定》。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又有了机会，有了在气候保护方面取得共同进展的真

正前景。日本和欧洲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往同一个方向努力，希望最迟在 2050 年实

现气候中立，如果美国加入进来、《巴黎协定》得以实施，那不仅对经济有好处，对地球

也特别有好处。 

记者：阿尔特迈尔先生，我想再来谈谈特朗普政府截至目前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批评。特

朗普确实为他的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您已经注意到了。德国有趋势向着美国发展，德

国企业在美国生产，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以减少德国的顺差。您会向未来的总统拜登

提出，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吗？ 

阿尔特迈尔：对于我作为经济部长来说，必须努力与各自的民选政府形成对事物的共识，

然后还要在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一方试图单方面推行

自己的利益，国际贸易政策就不会成功。我们已经经历过，这对世界经济也没有产生积

极影响。所以，再次强调，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让步问题。但如果美国伸出手，它在欧

洲也会遇到一只伸出的手。 

 “当然要制造电动汽车，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记者：您现在也希望拜登及其政府致力于加入和支持《巴黎气候协议》。这是否意味着

太阳能企业和电动汽车制造商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阿尔特迈尔：无论如何，我们将有机会为未来几年和几十年设计一项可持续的政策。这

项政策致力于可持续地、彻底地消除化石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希望使这种技术

中立，当然也需要太阳能电池板。当然要制造电动汽车，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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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氢能技术和气候中和的合成燃料的前景将由市场决定。但总的来说，我预计，现在

那些推动气候保护的人将不再长期处于劣势，这意味着双方的行动空间将会增加。 

 

德美关系危机终结？  

11 月 8日 Tagesschau.de 分析文章 

民主党人拜登入主白宫，德国会有什么变化？相当多。但并不是每个跨大西洋关系

中的冲突都会得到解决。 

2018 年 6 月初，特朗普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上所说的话让众多德国记者不敢相

信自己耳朵：在 0到 10的评分标准下，他与默克尔的关系是 10分，换句话说就是非常

出色。这话听起来即使在当时都很不可思议。而就在几周后，特朗普自己证明了这一点。

在北约峰会的早餐会上，他花了几分钟时间谈论德国的低防御开支、北溪 2天然气管道

项目，并宣称德国因为能源依赖而“完全被俄罗斯控制”。 

无论如何，在特朗普时期，跨大西洋的异化几乎是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进行。那

么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做主白宫有什么区别吗？是的，这有很大的不同。 

撕破的协议 

美国总统上任四年来，不仅击碎了巨大的信任，也击碎了大量德国政府以及欧盟非

常重视的协议，包括与伊朗达成的旨在防止德黑兰拥有核弹的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

协定》。如果拜登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的第一个官方行为可能就是恢复《巴黎气候

协定》。特朗普还让美国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 

长期紧张状态的结束 

不过，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拜登入主白宫后，德国政府就不必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身处不断的担忧之中：德国会被征收沉重的惩罚性汽车关税、特朗普仍然能让北约内讧

使得欧洲人进一步疏远。 

因为美国总统曾宣称很高兴英国退欧，将欧盟视为对手，从未将其视为合作伙伴，

他是一个奉承个别国家、排挤其他国家的高手。当特朗普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宣布从德

国撤出美军，并将其中一些士兵转移到其他欧洲国家时，德国也是受罚国家之一。 

冲突依旧 

诚然，美国民主党人并不是北溪 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朋友，奥巴马多次抱怨，他其

实是在资助德国的福利社会，因为柏林因为美国的保护伞而在国防上的投资很少。拜登

也会迫使欧洲不仅拿更多的军费，而且越来越多地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在其

周边、东欧、非洲，并在与中国的冲突中明确站在美国一边。 

不过：过去四年人们不得不严肃地担心 70 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安全架构和跨大西洋

友谊所剩无几，这个时期终于过去了。 

不同风格 

不论是风格还是思想，拜登将是一个不一样的总统，一个更亲欧洲的总统。特朗普

被一些人形容为“反默克尔”，他在任四年一次也没有访问过柏林，这真正说明了他与

德国总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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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公开指责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破坏了国家。他逼得她不得不说，欧洲必须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点”。关于欧洲人的这种自我思考得走多远的讨论肯定会继

续下去。 

在民主党总统拜登当选，德国和欧洲可以重新安稳地睡上一觉。但鉴于美国的严重

分裂，如果德国和欧洲陷入沉睡，很可能会是个错误。 

 

莱比锡反口罩抗议活动升级：“措手不及，不堪重负” 

本周六，莱比锡有至少 2万来自德国各地的民众抗议联邦政府的新冠疫情防疫措施。

起初，抗议集会主要是和平的。随后，莱比锡市解散了抗议活动，因为约 90%的人没有

戴口罩，没有保持最小距离。示威被要求提前解散后，数千人进行反抗，出现骚乱，抗

议活动升级。莱比锡市里本来想把示威活动搬到城郊，以防止感染。莱比锡行政法院已

经确认了这一点，但萨克森州高等行政法院却做出了不同的判决：它允许举行一次有

16000 人参加的集会。该事件之后，政府政策、政府当局和示威者受到了大规模的批评。 

联邦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社民党）强烈谴责骚

乱，并呼吁进行“彻底调查”。“昨天我们在莱比锡看到的一切，不能用任何理由来辩解。

示威自由不等于使用暴力和严重危害他人的自由”。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在疫情中再次出

现。 

兰布雷希特表示，成千上万的人不戴口罩、不保持距离地聚集是高度不负责及自私

的行为。“每天都有人死于新冠病毒。任何否认这种危险的人，都是站在我们社会中遵

循规则以此保护自己及他人的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上。” 

马斯：示威权不包括煽动 

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Hass, 社民党）也谴责了示威者的行为。马斯在

Twitter 上写道：“基本法保障示威的权利”。“但是，凡是危及同胞、攻击警察和记者、

散布右翼极端主义煽动言论或在反示威中点燃路障的人，如在莱比锡发生的一切，都不

在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内。” 

政府发言人赛博特（Steffen Seibert）批评了抗议期间违反官方规定的行为。不过，

塞伯特表示，他不想对前一天警方在莱比锡行动中的情况发表评论。他说，原则上，当

局规定的条件必须遵守。 

绿党领导人：保护他人的自由 

联邦议院中的自民党和绿党也呼吁对警方的行动进行审查。自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

言人批评说：“一个法治国家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记者在工作时受到攻击，而很大一部

分示威者明显无视官方规定，这是不可接受的。集会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但也

要遵守规则。如果集会失控，不遵守规则，警方必须在当地有足够的警力坚定不移地结

束集会。” 

绿党领袖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要求，莱比锡事件 “亟需严厉的澄清”。

他说，集会自由是崇高的，但他人的自由和卫生系统的运作必须得到同样的保护。他说，

这是国家有关部门在疫情中的一项艰巨任务。哈贝克认为，“显然，内政部和萨克森州

的警察没有为周末的这项任务做好准备，因此不堪重负”。 

  



8 
 

施泰因迈尔：对社会的考验 

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德国新教教会大

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批评者，并对争议的日益尖锐表示

担忧。 

“我担心，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对话将变得更加困难”，施泰因迈尔说。这场危机

是“对我们社会、对我们民主的考验”。联邦总统问道：“我们能团结在一起，还是会加

深分歧？”。 

 

德国近期大事记 （2020 年 10月 11 日～10 月 25 日）。 

10 月 26日  根据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的计算，德国光伏和风力发电等

绿色可再生能源比例首次上升到 2020年净发电量的 52.4%，而 2019年这个比例还仅在

46%左右。其中光伏发电量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达 48.4太瓦时 

10 月 28日  总理默克尔和各州州长目前已就收紧防疫措施达成一致。从 11月 2日起，

在全德国范围内，将关闭娱乐设施和餐馆，禁止娱乐活动，限制公共场合的群众接触和

广场、私人公寓内的庆祝活动。两周后，德国总理和各州州长将评估现状，并做出必要

调整。 

10 月 31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视频讲话中表示，摆在德国人面前的将是“漫长而艰难”

的四个月。默克尔重申了实施第二轮“封城”对于快速、有力地控制第二波疫情的必要

性。她强调，德国联邦政府将在保障所有人健康的同时，尽一切努力确保将该国经济、

就业和福利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政府将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快速且高

效的援助，其中联邦和各州将在短期内为企业提供最多可达 100 亿欧元的特别援助。 

11 月 4日  德国联邦内阁批准向士兵和联邦警察发放一次性最高 600欧元的“疫情特

别津贴”。今年由于疫情蔓延不仅给警察造成了工作负担与安全威胁，也增加了警察被

感染的风险。 

11 月 7日  莱比锡有至少 2万来自德国各地的民众抗议联邦政府的新冠疫情防疫措施。

因为约 90%的人没有戴口罩，示威被要求提前解散。数千人进行反抗，出现骚乱，抗议

活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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