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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民调数据：大联合政府乃当前唯一选择 

《世界报》网站 4月 25日讯  最新的 Insa民调结果显示，目前支持率为联盟党 34%，

社民党 30%，德国另择党 10%，左翼党 9.5%，绿党 6.5%，自民党 6.5%。社民党支持

率下降较为明显，4 月初曾达到 32.5%，高于联盟党 0.5 个百分点，而目前已经落在后

面。在目前这种情势下，继续眼下的联盟党/社民党大联合政府成为唯一选择，二党相

加支持率可达 64%。而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交通灯组合支持率为 43%，社民党、

左翼党与绿党的红红绿组合支持率为 46%，而联盟党、绿党与自民党的牙买加组合支持

率也只有 47%，均无法在议会中达到多数。除大联合政府之外，唯一可能达到多数的是

联盟党、自民党和德国另择党的组合（50.5%），但这样的组合不存在可能性。 

 

北威州选情：社民党支持率显著高于基民盟 

明镜在线 4 月 21 日讯  北威州 1300 万选民即将于 5 月 14 日迎来州议会选举，这

场选举被视为联邦大选前最重要的民意风向标。据 SPON 选情趋势的数据，社民党在北

威州的支持率显著上升，比 3 月初增长了约 4 个百分点，达到 39%。联盟党则遭受损失，

支持率跌破 30%，目前仅为 29.7%，比社民党低了近 10 个百分点。自民党目前支持率

已经上升到第三位（9.2%），另择党稍逊（8.6%）。绿党目前表现较弱（6.0%），而左翼

党支持率首次滑落 5%线，仅为 4.5%。从目前的支持率看，红绿联盟将难以为继，具有

可能性的除了大联合政府，还有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交通灯组合，然而自民党已经

表示不会接受这种组合。 

 

德国政府计划投入十亿资金促进创新 

《南德意志报》网站 4 月 18 日讯  德国当前的创新发展态势不容乐观。中小型企

业中创新型企业所占比例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超过 50%降至 35%，研发投入也徘徊不进。

联邦经济部呼吁对此高度警惕，因为“今天的创新是明天的价值创造”，“德国必须成为

创新领导者，因为在成本方面德国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 

联邦政府将推出一个总额达十亿的计划，大力推动创新。在 10 页的文件中，联邦

经济部提出了新的“创新政策要点”，要加大在创业基金方面的投入，为研发支出减轻

税负，并建设新的智库。经济部国务秘书马赫尼希（Matthias Machnig）表示，这将把

创新政策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为促进创新所额外投入的资金可达 10 亿欧元。 

联邦政府将在促进中小企业研发方面投入约7.5亿欧元。根据该计划，雇员少于1000

人的中小型企业中，研发领域的工资支出的 10%可从每月工资所得税支出中扣除。此外

还计划为中小型企业推出三个全国性研究项目，每年投入资金共计 2 亿欧元。目标是要

在几年之内把创新企业比例再度提高到 50%。 

到 2025 年，德国研发支出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而目前这一比例仍尚未突

破 3%。科研预算要从 800 亿欧元增长到 900 亿欧元。为达到这一目标，联邦政府计划

斥资 3 亿欧元建立新的创业基金。同时，联邦经济部还计划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建立一个“长效、独立的风险融资结构”，由此希望在未来几年内使德国的风

险投资翻番。 

联邦经济部还考虑仿效美国，建设国家智库。该文件提出，要考虑“是否借鉴 Darpa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些元素，建立一个德国的战略创新中心”，为关键技

术的研发与促进提供建议。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63973131/Grosse-Koalition-ist-aktuell-alternativlos-SPD-verliert-weiter.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spon-wahltrend-nrw-spd-deutlich-vor-cdu-fdp-drittstaerkste-kraft-a-1144121.html
http://www.sueddeutsche.de/wirtschaft/innovation-milliardenplan-soll-deutschland-innovativer-machen-1.346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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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产业界对这一动议持批判态度，警告其中蕴含风险，因为德国 99.6%的私营

经济由中小型企业构成，60%参与社保的雇员在中小型企业工作，这种模式可能会导致

危机。专家同时也对政策本身提出质疑，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认为，联邦政府在维持

现有结构方面耗费太多资源，却不能勇敢地抓住数字化的机遇。 

联邦政府内部则认为情势已刻不容缓。联邦经济部长齐普里斯（Zypries）表示，“首

先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对技术开放的创新促进政策，第二我们需要能更好地聚焦战略

关键领域与未来重要技术，如微电子等。”经济部也把生物经济、量子技术与人工智能

视为重点，此外还包括高速互联网的建设。 

 

经济纵横 

德国经济界信心增长 

焦点网站 4 月 24 日讯  德国经济景气指数 4 月继续升高。慕尼黑 Ifo 经济研究所的

商业景气指数从 112.4 上升到 112.9，约 7000 家被访的企业表示自己当前的经营状况正

在进一步得到显著改善，但对下半年则并没有那么乐观，此部分指数较上个月下降半个

点，至 105.2 点。 

工业企业计划扩大生产，尤其是电气行业表示业务状况极佳，生产负荷保持在 86%，

超过长期的平均值。商业批发行业对当前状况的估计同样为自 1991 年来最佳，但也并

非所有企业都认为这一形势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改善。零售业的指数上升到 2015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值，不仅对当前状况非常满意，而且也对未来几个月非常有信心。建筑业

对自身状况的评价，则是自两德统一以来最好。 

 

工业 4.0 解决方案领域销售额增长迅猛 

焦点网站 4 月 24 日讯  Bitkom 行业联合会在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传统工

业的数字化和联网对经济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工业 4.0 解决方案领域的销售额今年

已经增长了 21%，达到 59 亿欧元。2018 年预计增长也可达 22%，从而使已经达到较高

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得到加速。 

专家表示，工业生产的数字化是重要的增长议题。本届汉诺威博览会上，工业 4.0

成为焦点。博览会迎来约 20 万参观者，参展商达 6500 家，大量的工业订单也体现出工

厂数字化所蕴藏的潜力。 

目前对相关解决方案需求最旺盛的是机械与设备制造行业。此类解决方案可以让企

业回溯其运营、状态与环境数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开发新的服务模式。居于第二位

的则是汽车工业，在该行业，工业 4.0 解决方案主要应用在生产与物流中。第三位则是

电子行业，借助工业 4.0 可以对电子行业的复杂生产流程进行几乎是实时的监控，从而

提高透明度，并节约仓储成本。 

 

能源供应建设进展缓慢 

焦点网站 4 月 24 日讯  “我们的输电线路建设得太慢了”，联邦能源与水利联邦联

合会（BDEW）主席卡普菲尔（Stefan Kapferer）在汉诺威博览会上表示，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也包括地方政府支持不力。建设进度至今仍非常缓慢，计划中修建的 1800

公里输电线路，至今仅完成了 35%。 

“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这对于电网建设自然也会带来影响”，卡

普菲尔说，仅在第一季度，太阳能、风能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就比去年同期增长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konjunktur-wirtschaft-in-fruehlingslaune_id_7016946.html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industrie-kraeftiges-umsatzwachstum-bei-loesungen-fuer-industrie-4-0_id_7017032.html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energieverband-schlaegt-alarm-ausbau-der-energieversorgung-stockt_id_70177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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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达到 501 亿千瓦时，占到德国电力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来自

海上风力发电，增长达 36.7%，发电量 48 亿千瓦时。卡普菲尔指出，海上风电具有竞

争力且成本低廉：“我们预计到 2025 年海上风电新装机容量可超过 8000 兆瓦。”而陆上

风电园则仍以 224 亿千瓦时的发电量，居于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前列，增长率为 3.1%。

光伏发电增长率为 29%，水电生产则因降水不足而下降 31.3%（37 亿千瓦时）。 

但同时 BDEW 也警告德国几个重要电厂项目的建设可能受阻，尤其是天然气电厂

和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受到市场形势的负面影响。目前在建的共有 4 座天然气电厂，装

机容量 780 兆瓦，另有 15 座在规划中，装机容量可达 9500 兆瓦。规划中的抽水蓄能电

站则有 8 座，总装机容量 4600 兆瓦。而投资方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些项目

的实现。但要确保在风能或太阳能不足的情况下仍能保证电力供应，这些发电厂就必不

可少。根据预测，2022 年关停的发电厂装机容量达 26038 兆瓦，其中一半为核电厂，

而常规发电厂新建装机容量则仅为 1832 兆瓦。卡普菲尔提醒下一届联邦政府要通过建

立相应机制，保障可再生能源占 30%以上份额的电力市场的运作。 

 

280 万就业者从事短期工作 

焦点网站 4 月 21 日讯  据联邦政府对左翼党征询的一份回答，10 年里德国短期工

作的就业者人数从 200 万上升到了 280 万，持有短期劳动合同的主要是女性和年轻人。

女性就业者中 7.6%持有短期劳动合同，高于男性 6.5%的比例。同时，15-24 岁年龄段

的就业者中，有 20%左右签订了短期劳动合同，而在 25-34 岁年龄段中这个比例为

13.1%。外国人中有短期劳动合同的比例也达到 13%，几乎比德国人高出一半。短期劳

动合同在各行各业中所占的比例各不相同。最常见的是教育与授课领域（12.7%），而后

是餐旅业（10%）和医疗卫生及社会事业（8.8%）。 

专家认为这种就业模式不可或缺，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职场或在必要时段更

好地安排生活，它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德国的就业。但也要注意不能让青年人因为不断从

事短期工作，而影响到今后的人生与就业规划。 

 

专家相信半数难民将在五年内找到工作 

焦点网站 4 月 20 日讯  联邦劳动署一直在呼吁人们对难民就业要多点耐心。纽伦

堡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的专家估计，最近到达德国的具备劳动能力的难民中，会有

约 50%在到达德国后的 5 年内找到工作，而要让他们的就业率达到 70%，则还需要外

加 10 年时间。目前的情况显示，难民在劳动力市场的融入要稍好于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原因之一似乎是对难民的资助力度加强了。但从另一方面看，目前进入德国的难

民要比过去多得多，因此适合难民的工作岗位相对紧缺，竞争激烈。研究所专家认为，

当前的难民融入进展，还是符合预期的：到 2016 年年中，2015 年来到德国的具有劳动

能力的难民就业率为 10%，2014 年到达的难民就业率为 22%，而 2013 年到达的难民就

业率则近三分之一。不过这个数据中，把正在进行有偿实习的难民也计算在内，如果去

除这一部分，则数字还要减少三分之一至一半。 

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以 2016 年对难民进行的一次代表性问卷调查为基础，调查结

果与联邦劳动署的就业统计相当吻合。根据后一份统计数据，2015 年初到 2016 年底，

来自最重要的非欧洲难民来源国阿富汗、厄立特里亚、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索马里和叙利亚的难民中，就业人数增加了 8 万。而在同期进入德国的拥有劳动

能力的难民人数为 68.7 万，也就是说，新来难民中约有 12%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找到

了工作。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2-8-millionen-beschaeftigte-haben-befristeten-job_id_7002553.html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arbeitsmarkt-forscher-ueberzeugt-jeder-zweiter-fluechtling-hat-nach-fuenf-jahren-einen-job_id_6994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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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 

“没有反犹主义者的反犹主义” 

《世界报》网站 4 月 24 日社论  “在非犹太裔的主流社会目前不再把反犹主义视

为严重问题的今天，犹太人却感受到危险正在增长。”——这是德国联邦议院聘请的反

犹主义专家小组做出的结论。虽然五年前联邦议院的反犹主义专家委员会曾经提交了一

份全面的报告，但在此之后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任命了第二个专家小组，拿

出了第二份更厚的报告。 

据这份报告称，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从四个方面遭到排挤：来自穆斯林的反犹主义、

来自右翼民粹分子的反犹主义、来自左翼党的反犹主义，以及来自那些带有反犹情绪的

漠不关心者。绿党元老贝克（Volker Beck）称之为“没有反犹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因

为前三个被提及的群体都曾强调自己绝不反犹，甚至自身也是种族主义或是歧视的受害

者。 

柏林反犹主义研究中心参与报告撰写的专家表示，“经典的”反犹主义在德国确已

式微，目前只有 5%的民众对犹太人还持有贪得无厌和纵欲如狂的陈旧偏见。而所谓“次

级反犹主义”，亦即对大屠杀纪念的憎恶也在消退（这种想法往往认为犹太人想在其中

占便宜）：“只有”26%的民众体现出这种思想。但“与以色列相关的反犹主义”却仍然

在民众中占到 40%。 

 

各政党支持者反犹倾向比例（%） 

 联盟党 社民党 自民党 绿党 左翼党 德国另择党 不参加选举的民众 

经典反犹主义 6 5 7 2 2 19 11 

与以色列相关的反

犹主义 
27 20 22 15 20 47 38 

 

根据学界对于反犹主义和正常批判之间区别的界定，与以色列相关的反犹主义，是

指把以色列妖魔化，例如将国家与纳粹统治相比较；或是非法化，质疑其立国权力；以

及采用双重标准等。同样，对于在德国居住的犹太人来说，如果对个人或对整个群体以

对以色列不满为由进行侮辱、排挤或暴力袭击，则也属于反犹主义。 

专家表示，移民中确实无疑存在反犹主义倾向，犹太人所提到的糟糕的经历也往往

是来自于穆斯林，但从统计数据看，大多数反犹主义的暴力事件并非出于穆斯林之手，

而是极右分子所为。有研究显示，虽然土耳其裔和阿拉伯裔年轻人平均要比同龄人更反

犹，但他们反犹的程度，并不高于中年德国人或是如俄罗斯裔等其他移民群体中的同龄

人。 

虽然有许多关于穆斯林反犹主义的报道，但事实上相关的有说服力的研究还不多。

专家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力度不够，缺少整体方案，也没有专门针对反犹主义

的预防措施。目前这样的措施基本上是纳入“反极右主义”、“反歧视”或是“犹太人大

屠杀纪念教育”等范围内的，人们“缺少一种意识，即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历史

事件。”因此专家在报告中呼吁，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加大研究资助力度。但除了绿

党表示无条件支持以外，其他政党对于这一报告的反应相当平淡。 

 

***************************************************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63957692/Antisemitismus-ohne-Antisemiten-greift-um-si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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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析： 

土耳其修宪公投在德国激起强烈反响 

政界声音 

明镜在线 4 月 17 日讯  德国政界对于土耳其公投结果的反应各有不同：联邦政府

在外交上反应谨慎，而联盟党与社民党的议员则毫不留情。联邦总理默克尔和外长加布

里尔发表的共同声明中说，“联邦政府了解到目前的投票结果”，并呼吁埃尔多安“尊重

国内所有政治与社会力量并与之进行对话”。 

投票结果在德国引发了关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争论。加布里尔表示认为原则上土耳

其仍然存在入欧的可能性，但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埃尔多安一意孤行引入死刑，

则“意味着他的欧洲之梦做到头了”。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Martin Schulz）同时

呼吁民主与人权不可丢，他在推特上写道：“从投票结果的微弱多数就可以看出，埃尔

多安并不能代表土耳其。”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基民盟）

呼吁马上停止入欧谈判，以待日后重启。 

也有一些政界人士言辞激烈。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奥普曼（Thomas Oppermann）表

示这“无论对于欧洲还是对于土耳其都是糟糕的事件”，埃尔多安在 2016 年夏天就已经

因其迫害政治对手的行为而“远离了欧洲共识”，而这次公投结果则赋予他“更多的独

裁权力”。基民盟副主席克罗克纳（Julia Klöckner）的表述更为尖锐：“通往欧盟的大门

现在最终关上了。”在野党同样持批评态度。自民党主席林德讷（Christian Lindner）说，

“如果公投结果获得承认，则土耳其不可以成为欧盟成员”，“一个拥有这样一种宪法的

国家，会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冲突”。 

绿党主席奥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对于投票的自由性表示怀疑，他在媒体采访

时认为，埃尔多安的微弱多数，是靠打压反对派获得的，“因此这样的投票结果既非民

主表决，也不能看作是政治成功。”左翼党议员达克德伦（Sevim Dagdelen）也指责土

耳其总统“通过对反对派有组织的干扰，确保独裁能获得多数票。”国际选举观察员对

公投的过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表示总统制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并未能获得“平等的

机会”。 

左翼党和绿党同时还要求德国调整与土耳其的军事合作，应当把德国联邦国防军目

前派驻在土耳其防空基地的约 260 名士兵召回，并停止向土耳其出售武器，同时要把“默

克尔-埃尔多安一揽子计划”变为德国与土耳其民主派之间的联盟。 

欧盟层面情况也类似。欧盟委员会对于土耳其入盟的未来尽量不做评论，只有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等表示，土耳其的修宪，尤其

是其实际的执行情况，会参照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成员国和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所应尽的

义务，进行观察考量。而欧洲议会中保守的欧洲人民党（EVP）主席韦伯（Manfred Weber）

则立场鲜明地呼吁中断入盟谈判。“不应再以全面接纳土耳其入盟为目标”。 

 

媒体摘要 

焦点网站 4 月 18 日社论  土耳其修宪公投结果公布，尤其是在德土耳其人以多数

票赞同总统制，令德国各界大为震惊。以下是一些媒体摘要。 

《斯图加特新闻报》：埃尔多安的胜利并非只是在欧土关系上割了一刀，而是把二

者之间的关系完全切断了。尤其令人痛苦和失望的是，恰恰是在德国，土耳其侨民以多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tuerkei-referendum-die-tuer-zu-einem-eu-beitritt-ist-endgueltig-zu-a-1143595.html
http://www.focus.de/politik/deutschland/pressestimmen-zum-tuerkei-referendum-das-referendum-ist-das-ermaechtigungsgesetz-erdogans_id_6973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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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票为埃尔多安铺平了通往独裁之路，即使他操纵媒体、迫害政治异见者。有一点必须

说明：他们对埃尔多安的狂热支持，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蛊惑，而一般来说并非是被失败

的德国融入政策所排除在外的双重护照持有者的呼救。 

《世界报》：土耳其重重地关上了通向欧盟的大门，它的一些行为方式，其实我们

已经在自己的盟友身上看到过了，例如英国和美国。农村和偏远地区与城市与大都会对

立，现实的民众压倒了精英，保守派战胜了进步派，宗教战胜了政教分离，狂热分子压

倒了思考者，愚人战胜了智者。用更尖锐的说法就是：落后压倒了先进，无生产力的压

倒了有生产力的。国家机器胜了，经济败了。 

《南德意志报》：埃尔多安虽胜犹败，因为有一半的土耳其人反对他的后凯末尔主

义计划和他保守独裁的国家改造，虽然他们都经历了一场犹如战争、充满恐惧的竞选运

动。……因此埃尔多安的这个胜利果实也是苦涩的，因为他从此并不能绝对地肯定，自

己是否真正拥有新宪法所赋予自己的绝对权力。宪法修订要到 2019 年 11 月的议会与总

统选举后才真正生效，而从这次公投的情况看，埃尔多安到时候是否能胜出，仍然是个

未知数。 

《慕尼黑水星报》：土耳其公投同时也暴露出了德国的一个问题：德国土耳其裔居

民的行为令人警醒，他们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民主，却把家乡推入独裁。人们对此有理由

表示愤慨，但同时，德国人也应当自问是否在融入、教育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出了什么错。

这对于所有各方都是非常尴尬的一场讨论，尤其在联邦大选前夕。 

《法兰克福汇报》：居住在我们这个安全的国家的土耳其人，一旦他们为埃尔多安

投了赞成票，就沦为引入非法治国家的帮凶。这些人应当收拾箱子搬到新的土耳其去，

因为他们显然更喜欢那里。但德国人却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许多移

民的融入如此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把一切都归咎与移民自身。严肃的分析研究都承认

一点，即土耳其人在这里虽然得到容忍而被视为劳动力，人们却并不真正欢迎他们成为

社会的一部分。 

 

分析：在德土耳其人为何投票支持埃尔多安 

明镜在线 4 月 18 日 Anna Reimann 社论  土耳其修宪公投结果令德国大为震惊的

一点，是在德土耳其人“享受着民主，却投票支持独裁”。居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中有

63.1%对总统制投了赞成票，这个支持率大大高于土耳其本土的 51.4%。为何在德土耳

其人对埃尔多安的好感会高于居住在土耳其本土的人们？首先我们要确定以下两点： 

首先，由这一投票结果，并不能自动得出居住在德国的近 300 万土耳其裔民众大多

数支持埃尔多安的结论。他们中间只有 140 万拥有土耳其护照从而拥有选举权，而在

140 万人中参加投票的也不到半数：参选率为 46%（土耳其国内参选率超过 85%）。 

其次，此次投票表现也并非完全出人意料。2015 年 11 月的土耳其议会选举中，在

德土耳其人对执政党 AKP 的支持率也超过土耳其本土，达到 60%。当时在德土耳其人

的参选率仅不到三分之一。 

虽然如此，目前对于在德土耳其人投票行为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中，对于 40 万生

活在德国的自由民主中的人投票赞成在另一个国家引入独裁体制，人们觉得难以理解，

同时也找不出有助于解释个中原因的有力数据，例如投票者的年龄分布或是职业背景

等，对此的解释只能借助于社会文化研究来进行。这里举出几个可能的解释思路： 

- 歧视因素被较多地提到。在一项调查中，大多数在德土耳其人都描述了这种感觉：

他们之所以投了总统制的票，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在德国遭受了不好的待遇。包括

德国土耳其社区主席索富奥卢（Gökay Sofuoglu）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想通过这种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warum-deutsch-tuerken-fuer-erdogans-praesidialsystem-stimmen-a-1143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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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抗议数十年来他们自认为在这里受到的对待”，他对媒体如是说。德国政界

人士表示这种解释不可接受：“这不能成为投票表决自己不在的另一个国家进入独

裁制的理由”，“我希望那些在德国享受了幼儿园、学校、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的人，

能有一点感激之心”，并且“立场鲜明地拥护《基本法》，努力融入”。 

- 遭到歧视的感觉体现了融入的失败。土耳其裔德国人的融入问题的确非常大。绿党

主席奥兹德米尔在德国电台表示，如果想要让埃尔多安的追随者减少，就必须思考

如何对德国的教育政策作出改变，使在德国上学的土耳其孩子更有前途。 

- 出现这种选举结果的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赞同阵营的动员做得更好，这在土耳其

本国也是如此，因为这一阵营资金更充裕，还有亲政府的媒体推波助澜。德国政界

专家也表示，“有一个因素可能起到作用，那就是在德国几乎没有什么非政治的活

动来提供关于此次公投的中立信息”。事实上，大多数选民，无论是哪个阵营的，

对公投的具体内容都一无所知。当然，保守的清真寺社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

忽视。 

- 此外还有不同地区的特殊性，例如柏林和鲁尔区的移民社会文化状况就不尽相同，

这一点也体现在选举结果上。柏林的反对阵营组织得较好，所以选举结果也是对半

开。 

- 曾担任基民盟的德国-土耳其论坛主席的政治顾问阿尔斯兰（Bülent Arslan）指出，

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其文化的特点是对故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认同，而德国在他

们看来只是一种实用性的，就事论事的地方，没有情感的维系。因此绿党主席奥兹

德米尔也指出，需要一个能够抵达在德土耳其人的头脑和内心的战略。也有专家建

议德国政界应当组织活动，把赞成者和反对者请到一起进行交流。 

 

由上可见，出现这种选举行为的原因是多面的，而政治上的反应则已经被触动。这

可能也是因为德国本身也正处于大选前夜。联盟党专家提出要收紧双重国籍的规定，但

这个建议遭到了反对，社民党融入专家表示，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是否持有两份护照，而

是如何能让第三代不再保有这种独裁的政治理念，因此需要在学校中加强民主教育。还

有人呼吁加强对土耳其裔伊斯兰协会加强监管，把土耳其伊玛目逐出德国清真寺等。基

民盟政治家也指出各党需要承担责任，即使在大选之间，也要更多地关心土耳其裔德国

人，把相关事务更多地纳入德国的政党政治中，让他们在德国的政党中找到政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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