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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逝世 

“明镜在线”11月 10日讯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于

11 月 10 日 14 点 30 分左右在汉堡家中逝世，享年 96 岁。 
施密特继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之后，于 1974 年至 1982 年担任联邦德国

总理。此前，他于 1967 年至 1969 年担任社民党党团主席，随后任联邦政府国防部长

和财政部长。这位经济学硕士出身的联邦总理当政期间，面临 70 年代全球石油危机以

及国内“红军派”恐怖组织的挑战，促成了北约“双重决议”的出台。外交方面，施

密特延续了勃兰特政府东西方靠拢的路线，又成功地避免了唤起人们对于迅速缓和的

过高期望。在西方国家，施密特出色的经济才华受到了认可。他与时任法国总统的瓦

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erie Giscard d'Estaing）发起世界经济峰会，还推动了欧洲货

币联盟的前身——欧洲货币体系（EWS）的建立。 
1982 年秋，由于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分歧，施密特领导的社民党与自民党

（FDP）联合执政计划流产。然而，即便在他卸任三十年后，这位联邦德国的第五任

总理依然是受人尊敬的“政界元老”。 
1983 年起，施密特变身为《时代》周报的联合发行人，忙于写书、作报告。虽然

年事已高，他的观点依然很受欢迎和认可。政敌口中“大嘴施密特”的外号，起因于

施密特担任社民党军事专家时期，与时任联邦国防部长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Franz-Josef Strauß）之间的舌战。 
 
基社盟召开党代会，默克尔遭受冷遇 
   《时代》周报网络版 11月 20日讯  基社盟（CSU）党代会于 11 月 20 日在慕尼黑

举行，会议气氛相当冷淡，默克尔在大会上不受欢迎。 
    基社盟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核心内容，当晚在慕尼黑大展览馆玻璃门前赫然张

贴。青年联盟的十多名成员高举蓝绿色标语牌，上面写着“限制入境”、“设立中转区”

等字样。但是当默克尔短暂经过这些游行者时，并没有听到整齐一致的声音，这些穿着

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看起来并不擅长示威游行。过去默克尔参加基社盟党代会时，总

是受到热烈欢迎。因为长期以来，巴伐利亚人总是与这位来自东德的实用主义者相处融

洽，毕竟默克尔展示出自己超强的能力——连续三次竞选成功。然而，难民危机改变了

一切。数周以来，基社盟党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以及党内其他高级

政客多次严厉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他们主要指责默克尔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导致每

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德国。基社盟要求默克尔发出难民人数已达德国可以承担的极限

的信号。默克尔也因难民政策，在基社盟基层失去了大量的支持。会前，基社盟主席不

得不特意做些安排，以便当好东道主。他通过采访敦促大家在党代会上要文明地交换意

见，生怕太多人朝默克尔喝倒彩。最终一切没有太糟糕。只有少数青年联盟成员拿着大

幅标语同千名党代表一起出现在慕尼黑展览馆。当默克尔和泽霍费尔走向讲台时，嘘声

只是零星响起。但是大部分与会党代表拒绝像以往那样鼓掌欢迎，因而，欢迎仪式显得

相当冷淡。 
党代会开始后，默克尔老练地发表了讲话。她首先谈到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包括

当天发生在马里的恐怖袭击，以及上周在巴黎爆发的恐怖活动。她向法国表达德法团结

一致的决心，赞扬了为安全牺牲自己宝贵生命的士兵和警察。关于难民危机，默克尔向

基社盟作出了一个小小的让步：联邦内政部长和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一致同意，加强巴

伐利亚与奥地利边界的联邦警察部署。加强边境控制是泽霍费尔在恐怖袭击之后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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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之一。默克尔还在讲话中回顾了过去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经历过的挑战，如欧洲一

体化、两德统一、引入欧元，并指出现在面对难民危机的新挑战，两党更应该携手并肩

作战。 
    在党代会之前的主席团会议上，泽霍费尔表示，他已经给了默克尔一些提示，有些

话在基社盟党代会上绝对不能说。默克尔也答应避免使用“我们可以做到”（wir schaffen 
das）这一在基社盟大部分成员中早就引起敏感反应的词句；也避免“难民权没有上限”

这样的表达。她通常用在难民政策中的“友好的面孔”一词，这次也只提到一次，而且

是在提到与驱逐的关系的时候讲到的，她说驱逐时必须人性化。尽管如此，她也清楚地

保持自己的立场。她再次为自己辩护，难民危机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也是欧洲和国际的

事务。“我们要减少难民数量，也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她也提到难民配额，认为欧洲必

须与土耳其协商。对于基社盟所强烈要求的给难民设置“国家上限”，并将其写在主要

提案中，默克尔表示拒绝，而这个提议此前在基社盟内部几乎全票通过。默克尔认为，

这不符合她所追求的欧洲解决方案，并引用科尔的话：“德国是我们的祖国，欧洲是我

们的未来。”欧洲历经危机之后不是更加脆弱，而是更加强大，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合各

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当晚最后的演说机会是泽霍费尔的。他会前就表示，如果满意默克尔的讲话，就简

短总结一下，如果不满意，他最后的讲话时间要长些。他最后的讲话长度不长也不短。

不管怎样，他恭喜默克尔到本周日正好执政十周年。这让基社盟党代表们暂时忘记冷淡

态度，给予了默克尔当晚第一次还算真心的掌声。 
 
绿党计划将“父母金”领取时间延长至 24个月 
“明镜在线”11月 21日讯  什么是绿党下一届联邦议院竞选的核心议题？难民问

题？反监听？都不是。绿党计划将工作时间政策作为新的核心议题，以赢得大众支持。 
绿党在哈勒召开的党代会决定，致力于将领取“父母金”时间由 12个月延长至 24

个月。该提案由以党主席西蒙妮·彼得（Simone Peter）和策姆·奥茨德米尔（Cem Özdemir）
为首的绿党联邦理事会提出，获得了约 700 名参会代表赞同。绿党 2017 年联邦议院竞

选潜在候选人罗伯特·哈勃克（Robert Habeck），与其他 20名代表持反对意见。 
父母金是保障德国父母在生完小孩休产假时拿到全额或者一定比例工资的政策，领

取额度根据小孩出生前一年父母每月可支配收入确定，每月最低 300欧，最高 1800欧。

目前，父母金领取时间为 12个月，如果夫妻双方都申请可增加至 14个月。 
 
德国选择党副主席要关闭边境 
《世界报》11月 21日讯  勃兰登堡州德国选择党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在周六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阐明了他严苛的难民政策。“我们应该关闭

边境，所有难民都要登记，并且只接受获得避难权的难民”，他说道，“我们变成了政策

的牺牲品，这将大大改变德国，而我们的总理是唯一要对此负责的人。”。 
180 位选择党成员将在周三选举出一位新的副主席。前任副主席胡贝图斯·瑞拜克

（Hubertus Rybak）由于反对该党的方针而在十月份退出了选择党。目前州议会议员安

德烈亚斯·卡尔比茨（Andreas Kalbitz）和斯蒂芬·库尼格（Steffan Königer）共同竞选
这一职位。 
 
巴黎暴恐后德国安保需求上升 
《世界报》11月 21日讯  巴黎暴恐案件后德国对于私人安保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

据联邦安全经济协会（BDSW）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其大约 900 家成员企业中，有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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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企业表示在巴黎暴恐案件后业务量呈现上升趋势。新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为举办

活动而寻求安保措施的私营企业。其中大约一半企业要求加强现有的安保措施，包括增

加安保人员，延长警戒时间。联邦安全经济协会的发言人表示，安保需求的上升和巴黎

袭击事件有着毋庸置疑的关系。他还指出，除了业务量的变化，巴黎暴恐袭击案发生后，

安保服务公司和警察的合作也变得更加紧密。 
巴伐利亚州安保公司 HDM 的负责人莱纳·布兰德（Rainer Brandl）日前表示，他

很期待同警方的合作，因为只有官方能够对当前的危险局势做出准确估测。“其实巴黎

暴恐案件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布兰德说道：“我们之前就已经检查得很仔细了。”

音乐会安检有多严格取决于主办方的要求和观众的数量。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要在入口

处进行全身检查，用探测器从头到脚扫描。然而这些安保措施并不是针对恐怖分子，而

是要防范疯狂的粉丝。“假如真的有恐怖分子携带武器闯入，那仅靠我的人马也是无济

于事的”，布兰德说道。德国最著名的音乐会举办人（Marek Lieberberg）在巴黎暴恐案

件发生后同样向媒体表示：“我们不可能仅凭借双手和金属探测仪就能够防范恐怖袭

击。”如果有迹象表明音乐会受到了恐怖威胁，那么警方必须投入足够的警力保障安全。 
“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展开更加全面的安检，比如在一些没有安保措施的小型音乐俱

乐部”，联邦活动经济协会主席（Bundesverband der Veranstaltungswirtschaft）严恩斯·米
楚（Jens Michow）建议说，“当然百分百的安全是不可能的”。“加强安保措施当然意味

着更高的开支和额外的后勤花费，然而安保不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安保措施的有效

性。没有活动举办方会顾忌安保开支。” 米楚说道。原则上活动举办方只需支付私人安

保服务的费用。 
德国音乐会指导协会（VDKD）和联邦活动经济协会一致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可能

出现的恐怖袭击就闭门不出。此外，现场音乐是德国很重要的经济部门。音乐行业的一

项研究表明，仅去年一年德国人的音乐会门票支出高达 28 亿欧元，其中流行、摇滚音

乐会占 16 亿欧元，古典音乐会、歌剧和音乐剧占 12 亿欧元。“现在我们已经达成普遍

共识，暂时放弃所有音乐会以及体育活动是错误的，也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米楚说

道，“我们不能让恐怖分子得逞”。 
 

经济纵横 
德国最新经济形势综述 
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 11月 11日新闻公告  2015年至今，德国经济总体稳步增长。

工业生产领域目前正遭受某种下行趋势的影响，这种下行趋势首先源于新兴国家的衰

弱。尽管工业订单和生产目前均呈现微弱的发展态势，但工业界的商业情况一直保持在

平均水平之上，相信预计经过一段调适期之后，对工业品的需求应该会重新有所增长。

受冬季季节影响，建筑活动目前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除此之外，建筑行业龙头企业的

业绩均表现良好，预示着行业即将复苏。相比较而言，受国内经济影响更大的服务业却

始终呈现上升的发展势头。 
此外，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收入也呈现令人欣喜的增长，整个就业市场继续呈现出

较为积极的发展，对国内经济整体强劲的势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他的经济驱动因

素包括低廉的石油价格以及对出口经济有利的欧元汇率。大量涌入德国的难民产生的额

外的消费需求也将提升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德国下半年的经济仍将稳步增长。 
世界经济在上半年发展并非充满活力。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11

月份的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中将 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调低了 0.2个百分

点至 2.9%，而对于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则调低 0.5个百分点至 3.3%。世界范围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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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在 8 月份有所下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工业生产都有轻微的下降，相比较而

言，上半年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反倒相对强劲。美国 2015 年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 1.5%，欧元区也呈现出经济复苏的景象，欧盟委员会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达到

1.6%。整体而言，全球经济预计将小幅加速增长。 
9月份的报告显示，德国企业的出口量明显增加。与上月相比，出口量名义增长2.6%。

商品名义进口量为 3.6%，涨幅略高于出口量。在整个第三季度，商品名义出口（扣除

季节因素）下降 0.6 个百分点，进口量则增长了 1%。第三季度商品进口价格，受原料

价格下降的影响，比出口价格回落幅度更大，因此外贸将可能会成为第三季度制约经济

增长的因素。 
工业领域的发展在今年第三季度有所减缓。8 月、9 月的工业生产和销售额均有所

下降。易耗生产工具的生产从年初开始就显示了一种回落态势。消费品在第三季度发展

同样疲软，而这尤其要归结于制药领域的低迷。资本货物领域几乎陷入停滞。另外机械

制造领域疲软的态势被汽车领域积极的发展弥补回来。工业领域疲软的发展并不完全归

结于世界经济下行趋势。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在第三季度双双减少。唯一的例外在于，

欧元区的资本货物生产商呈现良好的销售增长。对工业的前景目前看法有多种，一方面

新增订单发展令人堪忧，尤其是来自欧元区之外的国家的需求以及资本货物方面的需

求。另一方面，企业对未来贸易额有更高的期望。总体而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预计

贸易额增长将继续减缓。 
不断攀升的就业人数和实际收入的增加促进了个人消费的增长，这也给零售业带来

了利好。第三季度零售总额在扣除季节因素和年度因素影响后，相比去年同季度高出 0.9
个百分点，扣除工作日天数影响后，比上年同期高出 3.3个百分点。经过之前强劲的增

长之后，零售商的热情虽有所降温，但是商业整体发展却超出平均水平。此外，由于能

源和燃料价格的下降，消费品价格会继续保持其亲和力，消费预期仍将保持良好。 
就业市场也继续保持积极的发展态势。扣除季节因素影响，9 月份就业人数增加了

5 万人。根据初步统计，国内就业人数为 4340 万人，比上年增加 38.1 万人。失业人数

在十月份下降了 5000人。相比于上年，失业人数减少了 8.3万人，减少至 264.9万人。

总体而言，各种指标显示，就业市场这种积极的发展将会继续。 
 
大众废气丑闻后续情况 
    《时代》周报网络版 11 月 20 日、21 日讯  大众汽车受废弃丑闻影响将缩减企业
投资 50亿欧元。集团首席执行官马提亚斯·穆勒（Matthias Müller）表示将不会裁员。

为应对废气丑闻， “2016 年我们将资产投资减少到最多 120亿欧元”，大众总裁穆勒说。

这比往年平均额减少十亿。近一半的投资将被用于到德国工厂。与原计划相比，大众还

是减少了约 500万欧元。尽管要紧缩开支，穆勒表示“不会急剧危及核心员工的工作岗

位”，将尽一切努力维持当下状态。 
另一方面，大众在美国开始部署召回计划，在美国下达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提出了

应对废气丑闻的第一轮计划。按照大众此次提交的召回计划，召回车型年份为 2009 至

2015 年两升汽缸的涉事车辆。监督者在 20个工作日之内审核计划。他们给沃尔夫斯堡

一个期限，期限到美国东部时间午夜。大众迄今为止就召回的时间仅给了一个模糊的报

告。此前，加利福利亚州环境局（CARB）和美国环境局（EPA）曾表示，由于操控嫌

疑，要检查大众汽车另外 75000辆 3.0升柴油车。 
大众集团的代表在一次会谈中承认，大众和奥迪品牌车型年份为 2009－2016 年的

全部 3.0升柴油车装了可疑软件。根据美国环境局的信息，涉事车辆包括大众途观、保

时捷卡宴以及奥迪多款豪华汽车。早在 11 月 2 日，环保当局就质疑大众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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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软件不同于已经被认定的作弊程序。第二个有嫌疑的软件叫辅助排放控制装置

（AECD），涉及到大众高级品牌保时捷。针对大众的最新指控，首先主要基于大众在认

证过程中的错误，加利福利亚州环境局发言人回应道。德国汽车制造商未能按照规定通

知美国当局安装了该存在争议的软件。然而，这不意味着这个程序一定是用来操控排放

检测的。无论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9月份大众汽车已经公开承认，全世界范围内1100万的柴油车已经安装上专用软件，

用于减少排放检测时的废气量，该程序可以判断车辆是否处于测试状态。当车处于测试

状态时，废气清洁程序被完全激活。然而正常行驶状态下，有害气体排放量要比测试状

态高得多。在美国，大众集团因此要受到数十亿美元的处罚以及承担高召回成本和昂贵

的诉讼费用。 
 

文化教育 
难民重返校园：万卡部长承诺提供 1亿欧元 
“明镜在线”11月 13日讯  许多难民希望进入德国大学学习——德国高校亦期待

其成为可能。然而，这面临着重重阻碍：申请者不会德语，不能提供证书和居留证明，

德国高校常常很难认可国外的毕业考试。 
目前，联邦政府计划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2016 年，联邦政府将提供 2700

万欧元用于帮助难民融入高校，未来 4 年投入的资金将达到上亿欧元。“我们将努力让

任何想要和能够上学的人能够进入校园——这也有益于德国”，联邦教育部长约翰娜·万

卡（Johanna Wanka）周五在柏林工业大学介绍联邦的措施时如是说到。联邦政府的计

划包含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审核外国留学生求学申请材料的 Uni-Assist协会的规模，联邦政府将确定

哪些情况下可以帮助难民支付审核费用。二是衡量外国留学生学习能力的 TestAS 考试
将翻译成诸如阿拉伯语、达里语等语言，联邦政府将补偿考试费用，并支持在大学聚集

区灵活安排考试。三是联邦政府支付 OnDaf 和 onSET 语言测试费用。四是联邦政府在

未来 4 年将资助上万个留学生学习名额。五是联邦政府将资助投身类似难民法律事务所

等帮助难民活动的大学生，并让他们和大学签订工作合同。六是扩大德意志学术交流中

心的信息中心，难民可以在新网页上通过多种语言了解德国大学信息。七是获得难民身

份或是获得居留许可证的难民，明年 1 月起 15 个月后就可以申请助学贷款（Bafög），
而不需要等到 4 年以后，但寻求政治避难者不适用此项。此外，联邦政府将投入上亿欧

元，用于难民职业资格和培训。 
但是，反对派却指出，大学学习名额并没有增加。德国绿党高校发言人凯·格林指

出，“万卡部长必须加快推进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毕竟更多的学习名额、教室、社会

基础设施以及欢迎中心和国际办公室都是必不可少的”。大量年轻难民的到来让这一点

更为迫切，而联邦政府的措施太仓促了。 
 

热点透析 

默克尔执政整十年 
《德国日报》2015年 11月 22日讯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庆祝她担任

德国联邦总理整十年。至今为止，只有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康拉德·阿登

纳（Konrad Adenauer）担任总理的时间比她长。尽管一开始被低估，这位德国历史上的

第一位女总理在其执政十年间，已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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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是总理了”。2005 年 11 月 19 日的大选之夜，默克尔用这个简单的句子和

她一贯的坦率与不加修饰承认了她成为德国联邦总理的事实，尽管在一两个月前没人想

到这个结局。上任之初，在社民党和柏林的联邦政府区流传的口号是：默克尔？她接管

了政府，却没有接管权力。 
默克尔接过基民盟大印之初，许多人对她并不看好，至今却已在总理府待了十年，

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德国的“全球行为体”。默克尔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基

民盟和基社盟明白，她成为总理不只是一个事件，而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过去的十

年间，许多男人气馁、放弃，或者直接被她处置。她的行事方式令她获得了“酷夫人”

称号，后来也有人称其为“默大妈”。她独特的政治风格在上任的前几年就可见一斑。 
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再到后来的欧债危机，起作用的不是

她的政治手腕和她施行的政策，而更多的是在于这位能让国民增加信任感的总理发出的

信号：“德国在我的、可靠的手中。” 
她本人成为基民盟、基社盟在大选中获胜的必备条件。而她的执政联盟伙伴社民党

和自民党则付出了代价。2013 年的大选中，社民党的支持率跌破 25%，而自民党因未

能获得进入议会所需的 5%选票，完全出局。 
默克尔执政期间，同化吸纳了一个又一个社民党的立场，家庭政策、最低工资、母

亲的退休金、扩建幼儿园、取消义务兵役制、退出使用核能……大部分计划其实最初都

是社民党和绿党所支持的。 
但现在，在她担任联邦总理十周年之际，默克尔的身上第一次蒙上了阴影。默克尔

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大开国门，但她自己除了号召“我们可以做到”，却拿不出其他合理

的计划。德国人民不安地问到：“我们还是在一双正确的、可靠的手中吗？” 默克尔在

其执政第十年，把她从政以来积累的政治和个人信用一次性用在“德国的友好面孔”中。

谁曾想到？ 
《明镜》周刊主编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曾向推动两德统一的科尔

表示“总理，致敬！”，在默克尔执政第十年为了她的“德国的友好面孔”也道一句：“总

理，致敬！”，这完全适当吧。 
 
欧盟紧急备战，应对威胁 
“明镜在线”11月 10日讯  巴黎恐怖袭击将欧盟唤醒，各国内政部长们纷纷表示

需快速采取一系列安全措施。许多建议已提出好些年了，而且 1 月份巴黎《查理周刊》

事件后在巴黎的会议上也已再次谈及。在周五举行的布鲁塞尔特别会议上，内政部长们

在半天时间内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边境管制：未来，欧盟将加强对申根区外部边界的控制，对欧洲居民也要

进行系统监控。这一条应“立即执行”。边防警卫的数据应与申根信息系统

（SIS）欧洲范围内搜捕数据库数据同步。至今为止，欧盟公民出入申根区

只需要出示有效护照。从现在开始，他们也需要排长队了。 
· 旅客数据存储：这一条也适用于欧洲范围内的所有航线。存储的数据包括

旅客的信用卡号、路线和联系方式等，年底前实施。 
· 枪支：欧盟各国希望就枪支的使用和标识达成一致标准。讨论的重点是针

对那些无法使用的武器。这些武器目前还无法被追踪，但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被改造并再次进行使用。 
    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对此表示满意：迅速而有力

地采取行动，这是欧洲欠“恐怖活动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这个现在已经完成。然而这

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够如欧盟内政部长们所愿，快速地通过决议，仍有待观望。为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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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盟外部边界的控制，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修订申根边界代码。欧盟委员会

至今仍强烈反对修改申根规则，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起新的变化，最后导致欧盟范

围内自由旅行的终止。 
乘客数据存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们认为这可以作为跟踪伊斯兰主义者

行踪的一种手段，其中也包括那些来自欧盟的伊斯兰主义者。目前为止，近五千名欧洲

人被卷入叙利亚内战中。“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从那里诞生的，”德国内政部长托马

斯·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在布鲁塞尔说。“而且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名这样

的游客在德国被捕。”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指出，袭击巴黎的恐怖

分子中至少有两个是从叙利亚归来的。而反对对旅程进行全方位监控的声音则更多地来

自欧洲议会——旅客数据储存计划的审核机构。类似计划在此已被搁置了好多年，尽管

迄今只涉及为期一个月的短期数据储存，而现在在德国政府支持下，法国要求将限期设

为一年。但是一年的期限不只对于欧洲议会议员来说是一种过分要求，对欧洲内部航班

的数据储存来说也是如此，“一旦人们能够有效使用申根信息系统，额外的数据存储在

反恐斗争中就毫无意义，”社会民主党内政发言人比吉特·西佩尔（Birgit Sippel）在欧

洲议会如是说。她还表示，该计划可能将于今年 12 月或明年 1 月在欧洲议会通过，前

提是对数据保护相关的一揽子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双重标准出

现”。 
但问题是，整个欧洲是否在最后行动一致，或者只限于西欧。尽管内政部长们全力

声明意见一致，东欧和西欧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与分析。保加利亚就拒绝向法国在打

击“伊斯兰国”（IS）的斗争中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其他东欧国家政府也纷纷将“伊斯

兰国”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一概而论。在波兰的新右翼保守派政府在巴黎恐怖袭击时间

后宣布不再接受叙利亚难民，尽管根据欧盟法律，这是他们的义务。匈牙利则将向欧洲

法院就移民在欧盟内部的分布问题提起诉讼。周五，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再次将自己推向该运动的风口浪尖：他将难民解释成对所有欧洲公民来说的“直

接风险”。 
    综上所述，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已就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应在几周内

通过决议。然而，欧洲正面临东西分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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