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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土耳其攻势中的德国坦克：敏感的交易
明镜在线 1 月 23 日讯 对于霍格尔·诺依曼（Holger Neumann）上校来说，这是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竭力掩盖众所周知的事情。本周一在柏
林联邦政府新闻发布会现场，当记者们一再追问如何评价德国的豹式坦克出现在土耳其
在叙利亚北部的作战前线时，身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他只是表示，德国政府对此情况
不太了解。不过，目前却出现了很多德国坦克在土耳其作战前线的照片。
听从埃尔多安总统命令的土耳其军队，偏偏是驾驶着从德国兵工厂购买的豹式坦克
在叙利亚发动攻势的。他们驾驶着坦克，野蛮地攻击着那里的库尔德军事武装“人民保
卫军”（YPG）
。对埃尔多安来说，该武装隶属于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是土耳其的国
家威胁。而对德国和美国来说，该武装力量却是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的盟友。
为土耳其攻势冲锋陷阵的德国坦克，是豹二 A4 型坦克。早在上周日，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的国防部就已经分析认为，这些坦克应该来自德国。对土耳其人来说，豹式坦
克是他们军火库里最先进的攻击坦克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里，土耳其从德国购买了为数众多的豹式坦克。赫尔穆特·科尔领导
的黑黄政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向土方提供了 274 辆攻击型坦克。九十年代初，又
有 150 辆豹式坦克被交给了土耳其军方。以上的军火交付都被宣传为“德国对北约防务
的贡献”。它曾经是一笔很好的交易：联邦国防军可以使装备更新换代，而土耳其则可
以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下获得这笔装备。
后来执政的红绿政府也继续向作为盟友的土耳其提供军事装备。从 2005 年起，德
国又提供了重达 62 吨的 354 辆升级版豹式坦克。这样，当时的土耳其——反对基地组
织首领奥萨马·本拉登的国际战争中不可缺少的盟国——获得了最新款式的豹二 A4 型
坦克。这种坦克当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坦克，在市场上很受追捧。
德国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向土耳其所交付的军备还可以用北约同盟条款的第 5 条来解
释，即土耳其只能在应对武装攻击的自卫作战中使用这些军备。而 2005 年后的德土军
备交易，就不再适用于这一重要条款了。土耳其在没有什么条款束缚的情况下就获得了
豹二 A4 型坦克。只有在其再次试图将这些坦克卖给其他国家的时候，土耳其才会通知
德国。
这一宽松的交易在当时就受到了非议。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土耳其在以往已经违背
了坦克出售时所规定的义务，并将德国提供的武器用于与生活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的库
尔德人的残忍斗争中。1993 年就有照片表明，土耳其士兵驾驶着前民主德国的 BTR60
型号坦克在村子里拖拉被杀掉的库尔德人，300 辆这个型号的坦克在该事件发生两年前
从德国旧军火库里被移交给了土耳其人。而与今天一模一样的是，德国政府当时也表态
说：缺乏直接证据。
德国是土耳其的重要军备伙伴。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Sipri 的数据显示，德国是
土耳其的第二大军火供应商。土耳其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数量遥遥领先德国，占据了其军
备进口量的 43%。而德国紧随其后，为 14%。之后是韩国和以色列。最近刚好向土耳其
提供了先进的萨姆 400 型防空导弹并以此受到媒体关注的俄土军事交易，仅占到土耳其
军备进口数的 0.4%。
Sipri 专家威茨曼（Pieter Wezeman）指责德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欺骗舆论。
“有关向
土耳其进行军火出口的争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在德国出现了”，他指出。
“当时
人们就已经很清楚，这批军火有一天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库尔德人。”而德国政府不仅未
从中吸取教训，反倒继续向土方提供武器。对柏林来说，与作为北约近东前线的土耳其

保持伙伴关系，比上面的担忧显得更重要。
德国政府很难从这种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反正他们也不能制止土耳其军队向库尔
德人发动进攻。更为棘手的是，外交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尔（社民党）还计划在接下来
几周里，与安卡拉达成一个新的军火交易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德国生产的新型豹式坦
克再次成为了土耳其人期望从莱茵金属公司购买的武器之一。
德国政府停止向阿拉伯盟友出售武器
《时代》周报网站 1 月 19 日讯 德国政府已经停止向那些参加也门战争的国家出售
武器。目前，德国政府将不会对那些“与德国政府组阁试探性谈判结果协议不一致”的
国家发放武器出口许可，联邦政府发言人赛伯特（Steffen Seibert）援引社民党与联盟党
上周五在联合组阁试探性谈判中达成的一份协议指出。这份协议的内容包括，“德国政
府将立即停止向那些参与也门内战的国家出口武器”。这一出口禁令也标志着，社民党
在武器出口问题上调整了政策。
这一决定尽管也针对约旦、埃及、巴林、科威特、摩洛哥、苏丹和塞内加尔，但主
要针对的还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是德国武器出口国中排名前十位的重要
国家，同时也是所谓“也门联盟”的领导国。这个军事同盟由位于利雅得的沙特王室领
导，并从 2015 年起支持也门冲突的逊尼派阵营，反对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一
方。
这场内战已经发展为一场代理人战争，并使得超过 2 千万人受到波及。外交部长加
布里尔已经在周末解释了由他的社民党所推动的武器出口禁令的原因：“我们不能再对
也门所发生的事天天仅停留在口头指责上。”他认为，也门正发生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人道主义灾难，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具体而言，这项武器出口禁令将会尤其涉及到出售给沙特阿拉伯的巡逻舰。自从加
布里尔去年 11 月间接指责该国犯了“冒险主义”错误后，德国与沙特的关系早已变得
紧张起来。由于这件事，沙特阿拉伯从柏林撤回了驻德大使。目前大使仍未回到柏林。
同样处于武器禁运名单中的约旦，则属于那些德国政府曾援助过军备的国家之一。
今年，德国政府准备向约旦提供约 1.3 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上周日，
即联邦政府组阁试探性谈判结束 2 天后，曾对来访的约旦客人再一次提供了个人保证。
在其上次访问约旦之时，冯德莱恩曾向约旦军队提供了 16 辆 Marder 型装甲运兵车。目
前，德国已经向约旦提供了约 50 辆该类型的坦克。同时，狂风侦查战机目前也部署在
约旦，联邦国防军正用这些战机参与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战斗。

经济纵横
打破销售纪录： 大众汽车销量史上最高
《时代》周报网站 1 月 17 日讯 2017 年，大众汽车公司的汽车销量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多。该公司指出，包括公司旗下的大众、奥迪、斯柯达、西亚特和保时捷品牌在内
的总共 1074 万辆车在去年交付给了世界各地的客户。仅仅是 12 月，大众汽车就出售了
100 万量汽车，这比往年提升了 8.5%。这样的销售数据也使得大众汽车继续领先丰田公
司，从而保持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地位。
这家位于沃尔夫斯堡的企业在东欧、中国和美国的销量尤为出色。这份通报指出，
在中东欧地区，俄国市场的恢复积极地影响了大众汽车的销售。在这一地区，该公司的
销量增长了 13.2%。而在北美，大众汽车去年销售了 97.64 万辆汽车，这比前年增加了
4%。

在亚太地区，包括重要的中国市场，大众汽车 2017 年的销量增长了 4.3%，达到了
450 万辆。
其中，
中国顾客去年购买了近 420 万辆大众公司的新车，这比前年增长了 5.1%。
仅在 12 月一个月，就有 46 万辆新车运往中国市场，比同期增长了 17.8%。
在深受“尾气门”丑闻影响的德国市场，大众汽车去年 12 月的销量比前年同期有
所提升，但其在 2017 年整年的销量比起以往却下滑了 0.4%。
“尾气门”丑闻是 2015 年
公布于众的：大众和奥迪承认对数百万辆汽车的发动机进行了调整，从而修改了汽车尾
气排放数据。德国及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检查机关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
尽管如此，大众汽车仍然受人喜爱。该公司去年向全世界卖出的 1074 万汽车中，
约有 620 万是大众这个牌子。之后是奥迪（近 190 万），斯柯达（120 万），西亚特（46.8
万）和保时捷（24.6 万）
。
美国经济专家警告：德国人，小心中国！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1 月 12 日讯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上升会危害到德国经
济，一名美国专家指出。
“中国想成为像德国那样的国家。但中国却不认为，世界上能
允许同时存在两个这样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贸易问题研究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指出。
史剑道回顾了《中国制造 2025》报告。在这份两年前制定的报告中，中国政府为
出口能力强大的中国企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目前德国领先的
领域。
“中国经济的产出太多了，他们将这一过剩产出通过国家补贴输出到全世界”
，史
剑道指出。这样，德国就成为了中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太阳能领域就是一个例
子。在这个领域，当中国对德出口太阳能电池后，德国本土的产业就所剩无几了。
史剑道的警告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多地将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土，并越发忽视
国际责任的时候发出的。美国还宣布从跨太平洋自由贸易计划（TPP）中退出。而中国
则已经准备填补美国所留下的空间，例如，当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时。美国希
望，其他国家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
不过，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警告不要对中国抱有太多希望。“在北京看来，
欧洲更像是亚洲的一个半岛。我们和他们的看法当然不同。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德国经
济部分依赖于中国的事实”，默克尔在去年夏天接受《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
杂志的一个专访时表示。“因此，我们在应对中国的要求时，应该坚持使其朝着向各方
都有利的方向和谐发展。我一直向中国领导层强调这一点。”在前几周，德国企业才开
始抱怨，中共要求在德国在华设立的企业里设立党支部。
身为贸易问题专家的史剑道对于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没有太过惊讶。“中共一直想掌
握中国人在企业中的动向，这一点并不是针对德国企业而制定的”，他指出。相反，尤
其危险的是，中国企业购买德国的高新技术。史剑道指出，中国人今后会通过便宜的产
品将德国人挤出中国市场。
当然，这种情况也会给德国带来一些好处。史剑道承认：由中国政府提供的财政补
贴可以使德国居民用更少的钱为自家的房顶装上太阳能电池。“我们美国人也购买到了
便宜的手机。”在二十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这么想，因此也没有过多考虑
本国企业的兴亡，史剑道指出，
“所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三年中，美国本土有 15%
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
。这也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提供了理由。
“尽管德国准备得
更充分，
”他指出，
“但危险仍然存在。”
同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是否也处于危险中。一方面，很多
省都背负重债，另一方面，这些地方也在快速老化。
“如果 2018 年中国政府不进行改革，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史剑道认为。而他认为，改革成功的

机会很小。同时，当中国不能按原计划实现经济增长时，却可以通过它庞大的体量而危
及到其他国家，史剑道警告。
寻找补救之策非常困难，其他的手段则有很多缺点。例如，削减与中国的贸易将会
使得德国很多商品的价格上涨。同时，对很多德国企业来说，中国投资者被欢迎并被视
作急需的投资方。例如，海航集团现在就拥有德意志银行和哈恩机场的股份。
史剑道批评了德国将高科技企业出售给中国人的做法，例如，机器人制造商库卡被
卖给了中国企业美的。而出售芯片制造商爱思强的决定则被德国政府制止了。当时美国
总统奥巴马也进行了干预。现在德国有一条规定，允许联邦政府制止高科技企业的出售。
他认为，德国应该利用这个手段，因为这样的做法也不会过度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你
们最终会理解这些做法的合理性。最后你们也会这么想的。”

社会万象
德国实习生也应该到国外实习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1 月 22 日讯 今天，到国外学习一个学期对很多学生来说
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实习生来说，他们若想实习期间有一部分时间能够在国外
度过，就很难获得欧盟伊拉斯谟项目所提供的类似奖学金资助。“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
变”，联邦工作部长巴利（Katarina Barley）在本周一的德法合作日就实习生在欧洲范围
内的流动问题指出，
“良好的培训能有效地消除失业。在全球化时代，实习生们也需要
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
每年在德国接收职业培训的约 50 万年轻人里，只有 4.5%的人能够有机会到国外实
习。其实早在 2013 年，联邦议院中的黑黄阵营就决定在 2020 年前，将这一比例至少提
升到 10%。而这之后，已经有了一些改变，巴利指出。
在爱丽舍条约签署 55 周年的纪念日，巴利所提到的上述改变是由德法两国内阁，
以及德国联邦工作部及其法国同事在两年前制定的一个行动方案。现在她向德国企业建
议，尽可能多地给年轻人提供一段时间赴国外实习的机会。“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伊
拉斯谟奖学金比那些农业补贴方案对欧洲更有利”，她在提及英国“脱欧”和欧洲此起
彼伏的民粹主义运动时表示。
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专员蒂森（Marianne Thyssen）指出，对于企业来说，延长国
外实习时间有些困难。因为这样的话，实习生就会少在企业里待几个月。同时，还有一
点应该弄清楚，那就是如何对实习生提供社会保险，谁来支付这笔费用，以及在本国和
外国的实习计划怎样进行协调。欧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蒂森指出。
实际上，实习生在国外实习的时间目前仍然通常只有几个星期。欧盟的目标是，三
年内使 5 万名实习生能够至少在国外实习 3 个月。
“只有这样，年轻人才不但能够习得
文化开放性，也能收获使他们能够在就业市场上立足的技能。
”
德国工会联盟会员人数下降
《时代》周报网站 1 月 17 日讯 近几年来，德国工会联盟（DGB）的会员人数明显
下降。德国最大的工会联盟会员人数只有不到 7 百万，《商报》报据一份材料指出。在
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DGB 仍有近 780 万会员。
在这份报道前，DGB 下属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如金属业工会（IG Metall），服
务业联合工会（Ver.di），矿业工会（IG Bergbau）和化学能源业工会（IG BCE）都已经公
布了它们的会员人数数据。其中每个组织都出现了明显的人数下降。例如，去年年底，
Ver.di 的会员人数第一次少于 200 万。此外，据报道，铁路运输工会（EVG）和餐饮业工

会（NGG）也变小了。两者现在的会员人数都不到 20 万人。只有 DGB 下属的最小的工
会组织——德国警察工会（GdP）的人数增长了。据统计，该工会的 5 千名新会员使其
会员总数达到了 18.5 万名。
《商报》正是依据上述各个工会组织的统计数据，计算出了目前 DGB 会员的数量。
尽管农业工会（BAU）尚未公布具体人数，但也已经指出该会存在会员流失的情况。

热点透析：社民党与大联合政府组阁问题
默克尔处于极度痛苦中

《南德意志报》网站 1 月 23 日讯 “总算通过了”，总理府办公室主任阿尔特迈尔
（Peter Altmaier）对社民党党代会结果的分析很精短。而基民盟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则想
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对新形势的分析。基民盟副主席博乌费尔（Volker Bouffier）认为，
社民党现在“完全瘫痪了”，和这样一个党谈判非常困难。党主席马丁·舒尔茨在社民
党党代会上的无力表现也加剧了联盟党的担忧。联盟党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大联合政府
仅仅会是一个虚弱的紧急同盟。但对默克尔来说，却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可选。
如果大联合政府组阁失败，那么默克尔的前途就将非常困难。按照选情分析，即使
在基民盟看来，她现在也已经是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阶段了。与社民党谈判成功并组建
新的大联合政府将会再次稳固默克尔的地位，而若谈判失败，其影响则无法估计。身为
基民盟主席的她，现在需要考虑是否对社民党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以使得后者能够最终
同意组建新的联合政府。
如果人们不想承受大联合组阁失败的风险，那么就会同意，对于处于绝境中的社民
党和它的领导层来说，仅仅做出一些微小的让步是不够的。要让社民党同意加入大联合
政府可不简单。但另一方面，默克尔也不能让她自己的党的利益受到太大的损害。在谈
判中，身为基民盟主席的她已经在努力与社民党团结一致。
然而，如果默克尔现在像社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取消短期劳动合同或者限制私人健康
保险的话，那么基民盟党内的一致就会不复存在。基民盟经济委员会已经要求默克尔“不
要跟着社民党那靠不住的节拍走”。在这些人看来，试探性组阁谈判的最后文件“本身
就是一个让步”
。
为了不触碰到短期工作合同问题，联盟党已经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大的让步，基民盟
经济委员会总书记施泰格（Wolfgang Steiger）指出。除此之外，默克尔头脑中必须清楚
地知道，现在仍然可能出现重新大选的局面。她若在经济和难民问题上做出太多的让步，
就会使得从自民党及另择党那里夺回选民的所有希望化为泡影。
由此看来，默克尔现在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她必须在社民党面前正确地展示基民
盟的立场，同时又不能激怒社民党。她必须指望联盟党内的怀疑者不会毫无理由就用言
辞激怒社民党。目前为止，默克尔做得还不错。社民党已经来了，并越来越深入地朝着
大联合的方向游过来。对社民党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但这却不意味着，社民党内部的争论在此次党代会后完全停止了。事情在党代会结
束后的周一早上变得很明显，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参会的议员
中，绝大多数都支持组建一个新的大联合政府，而其中仍有极少数对重新举行大选感兴
趣。为什么在波恩的社民党党代会之后，还要召开这样一个不对大问题进行协商的会议
呢？很明显，社民党内部的一些议员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个参加者在会后用“需要进行的讨论”来描述这次会议。现在有必要在党的联
邦议院议员内部进行一次意见交流。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让党员在大联合政府谈判结束
后对协议表示支持。会议也探讨了党青年组织 Jusos 和他们的观点，以及如何在党员投

票前尽可能地争取那些反对大联合政府的人的支持。同时，很多参与者证实，会议中的
许多发言还间接涉及到了舒尔茨的地位问题。
会议上还有人批评了此次党代会所出现的戏剧化场面，并且指出党员应该服从领
导。很多人尤其表扬了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副主席纳勒斯（Andrea Nahles）在此次波恩
党代会上的表现。这也反过来表明，舒尔茨并未在波恩让社民党的议员们感到什么激情。
那么纳勒斯又在周一早上的讨论中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呢？参会者指出，纳勒斯在
会上表示：
“党员们，你们仔细看一下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为了参加党内的此次会议，
她取消了周一早上与前来柏林参加爱丽舍条约签订 55 周年纪念的法国代表团的早餐会
面。其实她应该也希望能够及早离开这个党内的会议。
最后是舒尔茨的发言。他简短地描述了从一年前他的前任加布里尔建议他成为德国
总理候选人至今所发生的事，并以汉堡市长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的话作为结
尾：谁想要从他手中接过社民党的领导大权，那就来拿好了。舒尔茨的讲话得到了在场
人的鼓掌，掌声甚至比平时都要长。
尽管这次会议最终以看似圆满的结局收场，但社民党人现在显然需要对党所面临的
事务再次进行整理。本周内，社民党高层将进行闭门会谈。正如舒尔茨在会议结束后所
表示的，闭门会谈将就“以什么基础、框架和建议哪些人进入内阁”来对即将开始的组
阁谈判进行党内准备和协商。他指出，社民党高层不应该匆忙应战。
Jusos 还能如何阻止大联合政府组建
明镜在线 1 月 23 日讯 正常情况下，社民党高层应该感到欢喜：社民党党员人数
增长了。上周日之后，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就增加了 500 名新党员，巴伐利亚增加
了 218 名，黑森州大约 190 名。根据调查，在德国全境内，有 1500 人提交了入党申请。
尽管如此，在社民党总部威利勃兰特大楼，这样的高兴情绪却难以蔓延开来。因为
那些新加入社民党的党员有着一个明确的目的：作为党员否决社民党参加大联合政府。
党内大联合政府的反对者在周末的惜败之后，已经很快地重新振作起来。社民党青
年组织 Jusos 现在特别想利用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占全党半数以上的 44
万社民党人出来否决党即将与基民盟和基社盟进行的组阁谈判。
Jusos“对大联合政府说不”的方案，开始于此次波恩的特别党代会之前，而现在，
该计划准备动用党员的否决权。一旦大联合政府协定的草案形成，那么 Jusos 的主席库
内特（Kevin Kühnert）就会在全德境内发动“对大联合政府说不”运动。
与此同时，Jusos 打着“加入，说不”的口号大肆在新党员中招募反对大联合政府
的人。这些人将会在党内公投中投票反对大联合政府的组阁协议，以阻止与联盟党组成
执政同盟。
不过，他们的运动方式及手段却广受争议——不仅在 Jusos 内部，也尤其在社民党
高层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 Jusos 领袖科德斯（Frederick Cordes）的行为尤其受到
争议。他宣布，将在“以十欧元反对大联合政府”的口号下争取支持者。十欧元通常是
一个学生两个月需要交的党费。
社民党联邦议院议员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很不理解这些做法。“我在党代会
上表扬了 Jusos，也理解他们的愿望。但是他们的运动完全是错误的”
，劳特巴赫对“明
镜在线”表示。“他甚至邀请那些本质上仇视社民党的人短期加入党内，以破坏我们这
个党。对这些人来说，Jusos 和社民党都是可以被利用的傻瓜。”
社民党副主席德雷尔（Malu Dreyer）也批评道：“认为可以通过这样的行动赢得民
主的想法是错误的。”她认为，要想入党，
“首先是要认同党的基本价值，并且参与到党
的相应事务中去”
。

而在 Jusos 内部，也出现了对短暂入党这一想法的批评声：
“我个人不会用这样的方
式招募党员”
，黑森州南部 Jusos 领导人曼索里尼（Kaweh Manssori）对“明镜在线”表
示。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使党员能够长期地留在党内。
目前就连 Jusos 主席库内特也同他的北威州同事的口号保持了距离。
“我们要的新成
员，是出于信任社民党才入党的，他们认同我们党的基本观念”，库内特对《莱茵邮报》
表示。他认为，Jusos 会吸收那些想长期入党的人，
“因为革新社民党需要时间，阻止大
联合政府的组成并不能代表这样的革新就完成了”。库内特的发言人也补充道，北威州
Jusos 领导人的言论更像是在表达自身的情绪。党当然需要使党员能长期留在党内。
对社民党高层来说，现在要做的是和联盟党就组建联合政府进行谈判。在这场谈判
中，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党和选民争取到一些东西：这也是在党代会上获得党代表支持的
基本前提。只有在这之后，他们才能为像全党公投这样的问题选择一个有利的时间。
社民党领导层为了获得党内支持，动用了传统的手段：他们尝试利用邮件和电邮来
说服党员。他们希望，这些基层党员能够认同他们的决定。社民党领导层还可以采取一
个手段来使新党员无法参加对大联合政府组阁协议的表决。他们可以划定一个时间，并
指出只有在这一时间之前入党的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全党公投。
四年前，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成功使得党员同意与联盟党组建执政联盟。当时 Jusos
也同样反对大联合政府。不过他们的反对却徒劳无功。当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党员投票反
对大联合政府，投票参与率为 78%。与今年一样，当时的投票形势早已引起了舆论的关
注。当时，选票可以在 Ebay 上购买。而 Jusos 领导人也收到了威胁电话，据说，这是当
时的党总书记 Andrea Nahles 负责实施的——尽管后来这被证实为假新闻。
此外，2013 年的社民党领导决定，党员公投的参与率至少应该达到 20%。而今年的
标准如何，则将在下周初决定。
现在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看上去很乐观，“联合执政试探性结果出来后，我发现支持
组建大联合政府的党员们并未超过半数”
，黑森州南部地区 Jusos 主管曼索里尼指出。在
过去几天里，Jusos 全国领导层也同样一再表示，对此满怀信心。
不过现在却很难进行一个详细的预测。近期以来，党员通常会跟随党高层的政策行
动。如果说这次也会出现 2013 年时的局面，那么党内平均年龄的党员就会发挥重要作
用。社民党的平均年龄是 60 岁，而年纪大的党员很害怕出现风险。在最后一刻对大联
合说不，对社民党来说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结果。
同样，新党员运动对目前总数为 44 万的社民党究竟能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也是
一个疑问。此外，十分年轻的大联合反对者也可能很难被调动起来。
目前，Jusos 的对手，联盟党的青年党组织也已经发动了一个运动。莱茵兰-法尔茨
州的联盟党青年组织正以一欧元的党费招募对党友好的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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