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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选举结果 

《明镜在线》5 月 15 日讯  周日约 1310 万选民参与了北威州议会选举。就在联邦

议会大选之前 4 个月，这个德国人数最多的联邦州的大选结果被认为是重要的风向标。 

州议会任期 5 年，今年北威州选民的选择较以往任何一年都更丰富，总共有 31 个

政党获准进入州党派列表，比 5 年前多出 14 个。 

北威州议会至少有 181 名议员，因为悬置议席和补偿议席，即将卸任的这一届州议

会共有 237 个议席。选民在 128 个选区从州党派列表中选出新的议员。 

每个选民有两票，第一票投给直接候选人，第二票投给某个党派。州议会选举也适

用“5%门槛”。 

 社民党 基民盟 绿党 自民党 海盗党 左翼党 德国另择党 其他 

2017 年得票率（%） 31.2 33.0 6.4 12.6 1.0 4.9 7.4 3.7 

2012 年得票率（%） 39.1 26.3 11.3 8.6 7.8 2.5 0.0 4.4 

较 2012 年变动 -7.9 +6.7 -4.9 +4.0 -6.8 +2.4 +7.4 -0.7 

2017 年议席数 69 72 14 28 - - 16 - 

较 2012 年变动 -20 +5 -15 +6   +16  

选民投票率：2017 年 65.2%，2012 年 59.6% 

 

北威州选举结果分析：舒尔茨已成过去式？ 

《明镜在线》5 月 14 日讯  马丁·舒尔茨已经完了？社民党在北威州遭遇历史性

溃败，基民盟为连续第三场选举胜利欢呼。这对北威州和联邦议会大选意味着什么？ 

比分 0:3！社民党又输掉了今年的第三场选举。在萨尔州出人意料地大败之后，社

民党将希望寄托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两场州议会选

举上。结果却颗粒无收，包括在北威州这个社民党的传统票仓。 

基民盟北威州主席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将取代来自社民党的汉内洛尔·克

拉夫特（Hannelore Kraft）任州长，后者已经在选举失利后宣布辞去党内职务。这是联

盟党的巨大胜利，是社民党的历史性溃败，也是对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的沉重打击。 

克里斯蒂安·林德纳领导下的自民党得票率大幅上扬，绿党则大幅下挫。极右翼的

德国另择党轻松越过 5%门槛进入州议会，而左翼党的情况则很不妙。 

这样的选举结果对北威州和今年 9 月联邦议会大选意味着什么？ 

1. 马丁·舒尔茨现在需要一个奇迹：舒尔茨效应？这是什么？当时社民党的欣喜

有多大，现在的失利带来的伤痛就有多大。突然情况就变了，秋季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

胜，这在几周前还仿佛触手可及，现在却一下成了海市蜃楼。社民党在联邦层面还有翻

转的可能吗？ 

舒尔茨当然不会放弃，离大选毕竟还有几个月时间。但在社民党内部，争论却从这

个周日晚间的 18 点就开始了：我们必须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手里还有什么王牌可打？

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攻击安格拉·默克尔？在竞选失利之夜，首先是“要坚持住”的口

号，然后就是总理候选人自己的话：必须有所改变。 

而现任总理默克尔则可以心态平和地面对 9月 24日的大选。赢下三场联邦州选举，

在全国范围的民调中，默克尔和基民盟的支持率均重新超过对手。身为党主席，北威州

的选举还为默克尔带来一个正面的副作用：在北威州获胜的阿明·拉舍特在难民危机中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wahl-in-nordrhein-westfalen-alle-ergebnisse-im-ueberblick-a-1146673.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nrw-wahl-war-s-das-schon-fuer-martin-schulz-a-11476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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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忠心耿耿地在站在她这边。 

对默克尔来说，现在首要的任务可能是避免党内出现狂妄自负的情绪。 

2. 红绿联盟落选了：北威州原来的执政联盟未能获得多数，联合执政的红绿两党

均大幅失利。实际上，调查公司 dimap 之前就判断出民众对现任州政府的巨大不满，尤

其是在交通和教育政策、消除儿童贫困和打击犯罪方面。对于上述几个方面，60%的受

访者给红绿政府打了差评。 

3. 克拉夫特浪费了执政红利：2012 年 12 月，就在上届州议会选举之后几个月，这

位女州长的支持率还高达 73%。这一次选举之前，她的支持率也还有 55%，明显高于

来自基民盟的对手拉舍特，因此被认为是难以撼动的。 

拉舍特并不是强有力的挑战者，即便在基民盟党内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好他。但他在

竞选中指出，北威州在教育政策及公共安全等多项联邦州排名中垫底，看来这一招发挥

了作用。 

4. 林德纳带领自民党重新崛起：与 5 年前相比，自民党的得票率大幅上升。这首

先要归功于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身为自民党北威州和全国的党主席，林德纳在党内一

枝独秀。本次选举前，他是北威州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他曾公开表示，北威州只是他重

返联邦议会道路上的中间站，但这并没有给他造成损害。 

5. 绿党需要急刹车：这关乎绿党是否能进入议会，北威州绿党主席、前教育部长

西尔维娅·罗尔曼（Sylvia Löhrmann）在选举前曾提出警告。这并非无稽之谈，选举研

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只有 25%的北威州选民满意绿党在执政期间的作为。 

绿党并未覆没，但与上届选举相比，绿党的支持率几乎腰斩。对联邦议会大选而言，

这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有关党派未来路线和两名党首塞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

/卡特琳·戈林-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的讨论已经开始。 

6. 德国另择党的成功将成为常态：几个月前德国另择党在州议会选举中的成绩并

不亮眼，但如今右翼民粹主义者进入州议会已经成为德国的政治常态。 

 

联邦国防军中的极右网络：弗朗哥·A.的褐衫同党 

《明镜在线》5 月 9 日讯  随着又一名士兵被捕，联邦国防军内的一个极右的、暴

力恐怖主义网络浮出水面。调查人员确信，弗朗哥·A.和他的同伙想要刺杀最高层政治

家。 

当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上周五会见将军们时，她已经知道了许多针对德

军士兵的调查细节，但这位最高指挥官还不能断定，军队内部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张围绕

着中尉弗朗哥·汉斯·A.的右翼极端主义网络，为此，她需要调查人员介入。 

冯德莱恩并不直接参与调查，但这位女部长说了讲句话让将军们信服：两周前被

捕的弗朗哥·A.是一名中尉，他不是一匹孤狼，这说明了许多人所担心的事：弗朗哥·A.

在军队内部有帮手，因此在外表并无异样的士兵们背后有一张极右网络。 

周二上午，这个怀疑得到了证实。在德国军事保卫局（MAD）在巴登-符腾堡州的

凯尔的一次调查问询之后，联邦刑事调查局（BKA）的调查人员逮捕了马克西米利安·T.。

现年 27 岁的他和弗朗哥·A.一样也是驻扎在法国伊尔基希的 291 猎兵营的一名中尉。

他们两人很熟悉，A.与 T.的姐妹有情人关系。 

对上述两名士兵以及之前已经被捕的奥芬巴赫的大学生马蒂亚斯·F.的指控是很严

重的：这三名嫌疑人被指控因为仇外心理，确切地说是对德国过去几年接受数十万难民

心怀怨恨，而计划对最高层政治家实施恐怖袭击。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fall-franco-a-hinweise-auf-konkrete-anschlagsplaene-gefunden-a-1146876.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fall-franco-a-hinweise-auf-konkrete-anschlagsplaene-gefunden-a-1146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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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T.的被捕，事情就越来越清晰了：最早在 2015年底将自己登记为叙利亚难民，

成功的储藏了大量偷窃来的联邦国防军弹药，并最终在维也纳搞到一把枪，这一切并非

弗朗哥·A.一人所为。A.很有可能是在联邦国防军内部的一个右翼集团中行事，这个集

团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例如每次当 A.不得不去巴伐利亚的埃尔丁时，马克西米利安·T.就为他作掩护。

A.在埃尔丁伪造的身份是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名叫大卫·本杰明，他在那里被分配到

一个住处和每月 409 欧元的补助金。T.为 A.编造借口，说明他为何缺席部队的任务。在

伊尔基希谁都没有发现异样。 

MAD 对 T.并非完全不了解。2015 年 9 月，有一名士兵报告称 T.在一家迪斯科喝

醉之后试图拉拢他参加针对难民的行动。虽然 MAD 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也进行

了审问，但最终是口说无凭，因为 T.的言论没有其他证人。 

在此次事件中，在弗朗哥·A.处找到的一张清单至关重要。清单中手写列出了约

25 个政治家和机构的名字。它们被标记了从 A 到 D 的等级，显然这是一个排序，表明

对袭击重要性的评估。约阿希姆·高克和司法部长海科·马斯的名字被标记为最高等级。 

目前，调查人员确信，他们的确计划对 A 级对象实施袭击。之前还始终是在谈论

抽象的意图，现在涉及到了针对高层政治家和公众人物生命的有计划的袭击。调查人员

称，弗朗哥·A.可能打算用在维也纳获得的武器实施行动。 

据《明镜》周刊的消息，又有新的证据支持这一判断。调查人员的弗朗哥·A.那

里找到另一份可能袭击目标的清单。高克和马斯也被列在其中，但在名字旁边还有他们

的生日和不同的办公地址。在调查人员看来，嫌疑人们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袭击对象进行

监视。 

被列为目标的柏林阿马德乌-安东尼奥基金会的信息更为详尽，在清单后面甚至附

上了其柏林办公室的草图。弗朗哥·A.还在其他纸上列出了不同武器种类以及它们在黑

市上的价格。为了发动袭击，该团伙可能还想加强武装，从联邦国防军那里他们已经偷

了足够的弹药。 

上述人员被捕之后，调查还远未结束。据《明镜》周刊获得的信息，调查人员又

发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证据，它们指向其他 A.的同伙甚至共谋。比如伊尔基希驻地的

副指挥官在 A.被捕后曾找借口与羁押中的 A.交谈。 

调查人员还不能解释来自另一个兵营的一个信息。在那里，一名同样仇外的中尉

G.向其他士兵吹嘘，在伊尔基希有一个由年轻军官组成的团体在为内战积累武器和弹药。

然后他又说，很不幸那些难民手无寸铁，否则就能在边境上射杀他们。 

中尉 G.是否了解弗朗哥·A.和他的褐衫同党，或者甚至参与了袭击计划，这些还

在调查中。据《明镜》周刊的信息，他们两人很可能相识，因为他们都是于 2017 年 4

月在汉堡的单兵培训结业。 

寻找穿军装的同谋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马克龙访德：成功的起步 

《明镜在线》5 月 15 日讯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安格拉·默克尔承诺将在欧盟

改革中紧密合作。但默克尔首先要看，这位法国新总统在自己国家表现如何。 

默克尔已经执政 12 年，在柏林的总理府招待过 4 位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尼

古拉斯·萨科齐、弗朗索瓦·奥朗德，现在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天气很好，人们聚

集在总理府门前，挥动着欧盟旗帜。默克尔和马克龙也走到总理办公室外的露台上，向

人们挥手致意。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angela-merkel-empfaengt-emmanuel-macron-in-berlin-president-numero-4-a-11477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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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常规的就职访问。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的勒庞，很可

能因此避免了欧盟的解体。但在政治上并不存在单纯的感激。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马卡龙代表法国利益，自己代表德国利益。她措辞含糊地说，她本人意识到目前这个“历

史敏感时期”以及“在欧盟的这个关键时期的责任”，有必要共同“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联邦议会大选之年，马克龙的就职访问也是一场竞选秀。默克尔周一中午在总理

府接待马克龙之前，外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已经在柏林泰格尔机场与他进行了短暂的

交谈。加布里尔甚至极不寻常地通过外交部新闻处发出了他与马克龙两人的照片，并配

有文字：“两个老朋友会面。”在分别担任两国经济部长期间，两人就已经相识。来自社

民党的副总理加布里尔希望加快欧洲改革的步伐，他甚至在马克龙就职访问之前就已经

提出了一份以《爱丽舍 2.0》为题的文件。 

而默克尔仍然秉承自己一贯的做法，一开始并不操之过急。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提出

了许多对欧元区的改革计划，包括共同的预算法、欧元区自己的财政部长等。现在首先

要做的是德法两国的部长级会晤。默克尔说，两国将于 7 月确定几个“关键领域”，从

而给两国合作“新的推动力”。此外，两国还将制定出欧盟和欧元区“中期”改革的“路

线图”。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这一点，这也符合他的立场。 

法国总统在柏林的亮相自信而充满魅力。他回忆说：在自己竞选期间曾捍卫德法友

谊，德法关系还需要“更多的信任”、“更多具体成果”和“更多务实精神”。他还充满

激情地说：“我想重新定义历史。” 

马克龙知道，柏林首先要看他在自己国家能干成什么事。法国将于 6 月进行国家议

会选举，默克尔祝他好运。周一中午，马克龙任命 46 岁的爱德华多·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为法国总理。菲利普来自法国中右翼的共和党，他的就任显然将对执政联盟

起到调和作用，以推进马克龙的改革方案。 

马克龙在柏林说，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 30 年来从未消除大规模失业的国家。因此

有必要减少欧洲的官僚色彩，使其能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庇护，并致力于贸易互惠。马克

龙为自己的“买欧洲产品”（Buy European）计划辩护，德国对该计划并不感冒。马克

龙说，他支持自由贸易，但某些国家在世界自由贸易中不遵守规则，实施倾销。“这将

杀死欧盟”，马克龙说，“如果我们不再那么天真”，将能更好地保护欧洲。 

默克尔在总理府表示，她原则上并不反对欧盟和欧元区的改革。她从不认为欧盟的

《里斯班条约》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对于修改《里斯本条约》，她

说：“如果能说清原因、目的和意义，德国总是支持的。”但她并没有涉及更具体的内容，

也没有对欧元区预算法表态。 

马克龙也绕开了某些话题。当被问到是否支持欧元债券时，他微笑着说，他从未主

张过欧元债券。“我不支持将过去的债务普遍化”，因为这将导致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必须进行“新的投资”，“而不是分摊过去的债务。” 

马克龙被认为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妻子布丽吉特曾透露，歌德是他们俩最喜欢

的作家。此次在德国总理府，默克尔对马克龙引用了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一句话：“每

一个开端都蕴含着魔力。”但如果不把这句富有诗意的话拉回到现实，那就不是默克尔

了。她说，“只有当有结果时”，魔力才是有效。 

经济纵横 

7 国集团财长会议：就外贸顺差进行了长时间争论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 5 月 12 日讯  7 国集团财长在意大利巴里举行会晤。两项

重要主题显然过于敏感，无法在巴里由 7 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进行谈判。世界贸易和贸易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finanzminister-123.html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finanzminister-1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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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从议程中被划掉，它们将成为 2 周后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举行的 7 国集团首脑

会晤的议题。 

这也是因为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对许多人来说，它仍难以捉摸。即使美国财长史

蒂文·努钦几周前在巴登-巴登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非常努力地想要让总统特朗普“美

国优先”的粗鲁调调显得稍微善意一点。 

努钦说：“美国的可持续增长有益于全球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确保美国的经济增

长，这将不仅有利于美国的劳工，对全球经济增长也同样有利，并将创造机会。” 

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很清楚，德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争议话题，在这次会

晤中他必须面对德国贸易顺差问题。7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普遍对这个问题持批评态度，

包括新的美国政府，努钦说：“我认为我们曾经很清楚地说过：我们推崇自由贸易，但

也推崇平衡的贸易。那些长期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的国家必须要纠正这一

点。” 

身为 7 国集团现任主席国，意大利在为其 2 天的峰会上首先想讨论的议题是：打

击网络犯罪和全球恐怖行动的资金来源问题、改善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对大型数

字企业的公平征税。 

“包容性增长”，即消除不平等，也将是主题之一。意大利昨天又一次收到欧盟

委员会的确认，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垫底。保罗·真蒂洛尼没有参加此次讨论，

如果听一听他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话题也是关于意大利自己。 

真蒂洛尼说：“就像日本，意大利也已经启动了重要的改革，并首先关注增长政

策。我们希望，7 国集团峰会不仅传递出开放的信号，同时也传递出共同增长政策的信

号。” 

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总产值占到全

球的三分之一，因此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增长是核心话题。但调控也是重要话题。德

国财长朔伊布勒始终没有放弃实行国际金融交易税的希望。 

朔伊布勒在几周前的 20 国集团会晤上再次强调：“我们想看到一份中期报告，看

在全球层面，朝着金融交易税的方向走了多远。去年秋天，我们曾向经合组织提出这个

请求，经合组织也表示同意。中期报告并不能表明成果，但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在德国看来，20 国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讨论过程是很重要的。德国目前是 20 国集

团轮值主席国。 

 

7 国集团财长会议：在自由贸易方面仅达成最低共识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 5 月 13 日讯  全世界都警惕地观察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

策。在 7 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新任美国财长史蒂文·努钦想要破除人们对贸易保护主义

的担忧，但成果有限。 

在巴里，努钦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信奉自由贸易吗？”特朗

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打算大幅度下调营业税，并对国际贸易协定提出质疑，在这样的时

期，7 国集团内部也对华盛顿的贸易政策走向感到困惑。 

努钦力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样的困扰：“我们信奉自由贸易，就像我一直

在说的：我们是最大、最开放的市场。我们与我们的伙伴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包

括德国和其他国家。对于严重的贸易失衡，我只想确保我们有一个计划，以期实现均衡

贸易。” 

这是否能抚慰人心？参与谈判的人表示：与美国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谈话。巴里

会议的东道主、意大利财长皮尔·卡洛·帕多安也说：“新一届美国政府非常务实，比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g-sieben-cyberangriffe-103.html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g-sieben-cyberangriffe-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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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要务实得多。在国际层面上，已经证实，美国政府非常开放并乐于分享，

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仍然和其他人有些距离。” 

这不仅是指贸易平衡，还有贸易保护主义。由于美国新政府的观点，一些原本要

在巴里进行讨论的问题被放到了之后的峰会上。 

从美国财长的言论能看出端倪：“我们不想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但我们保留当我

们相信贸易不自由、部公平时实施保护的权利。我们的出发点是：达到一个更大的平衡。

我相信，现在，那些与我交谈过的人觉得舒服多了，他们听到了我们释放的经济方面的

信号，知晓了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计划。” 

 

德国经济持续向好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 5 月 12 日、5 月 18 日讯  德国经济增长有力，联邦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7 年第 1 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季度增长了 0.6%。德国经济的增长

较去年下半年更为稳健，2016 年第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 0.2%，第 4 季度为 0.4%。 

剔除价格因素后，德国经济较上年同期增长 2.9%。增长的推动力来自私人家庭和

国家财政的投资和消费。据初步统计，德国的出口增长也较进口更为强劲，因此也对经

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 

做为欧洲最大的国民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增幅略高于欧元区的整体水平。根据之

前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第 1 季度欧元区 19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季度增长

0.5%，预计今年全年将出现较为强劲的增长。 

良好的经济景气状况使德国的就业人数创下新高：2017 年 1 月至 3 月，就业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3.8 万人，达 4370 万人。这意味着就业率增长 1.5 个百分点，

创下两德统一有全国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但雇员和独立从业者的就业情况不尽相同：

雇员人数增长率为 1.7%，而独立从业者的人数下降了 0.6%。 

新增就业岗位主要在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业。裁减

就业岗位的有银行业、保险业以及农林业。 

社会万象 

 

研究报告：为何右翼极端势力聚集于德国东部？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 5 月 18 日讯  几乎正好一年之前，联邦内政部长托马斯·德

迈齐埃公布了一组令人忧心的数字：2015 年极右暴力事件增加了 44.3%。警方的犯罪统

计显示，有近 23000 宗刑事案件有极右背景。德迈齐埃当时称，这是一种“危险的社会

发展趋势”，并指出，对避难申请者住处的袭击案件数量较上年“增加了 4 倍多”。 

在地域分布上，德国东部某些地区案件数量特别多，这在当时就引起了注意。因此，

在联邦经济部办公的新联邦州事务专员伊利斯·格莱克（Iris Gleicke）启动了一项研究，

对上述现象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调查报告今天在柏林公布了。 

哥廷根民主研究所撰写的这份报告名为《德国东部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他们

主要研究了两个地区：德累斯顿市周边，具体而言是弗赖塔尔和海德瑙，2015 年夏这

里曾爆发“反难民抗议”，还有爱尔福特市的黑伦贝格区，这里“多年来因极右而闻名”。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德国东部的特定地区，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存在着源

于历史的排外倾向和极右思想。这里并没有单一的导火索，只能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记忆

和社会政治因素来进行解释。报告中写道：可以确定的是“本身的气质和与外来者交往

的历史包袱的不幸结合，以及——但不只是——因历史而深入人心的，对国家和政治的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aufschwung-101.html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aufschwung-101.html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beschaeftigungszahlen-101.html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studie-rechtsextremismus-ostdeutschland-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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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认识乃至彻底无知。” 

报告的撰写者们认为，对这种发展趋势，政治至少负有连带责任。关于海德瑙，他

们写道：那里的人们对反法西斯游行的拒绝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左派流氓”的愤怒，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反感“外来”的人对他们的行为指手画脚。这激起人们“被外人统治的

想象”。 

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尤其在萨克森，那里特殊的、由几名基民盟代表所主导的

政治文化超出了本身的限度，引发了对外来者、对他人、对外界的防备反应”。研究人

员也批评萨克森州的政界压制冲突，因此无法“对右翼威胁发出清晰的声音”。 

在对策建议部分，报告的作者呼吁抛弃这种政策。尤其是在萨克森，已经可以看出，

“对政治问题的去政治化将形成一种政治气氛，使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得以不断发展”。

而在图林根可以观察到，“州和部分市镇的政界采用了与此截然不同的态度”。政治气氛

的扭转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还有：“‘萨克森式的民主’这个诊断（……）以及

一个（出于萨克森式的骄傲）不是掩盖问题而是接受问题的执政党，对上述这些进行开

放讨论是迈出的第一步。” 

研究报告还提出警告，不能对德国东部一概而论。有一些城市和地区找到了自己的

路，“也可能在打击东部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上取得胜利”。作者们举了耶拿、莱比锡

和霍耶斯韦达这几个例子。来自西部联邦州的好意的建议未必有用。报告称，“应当避

免可能更为开放的西部自以为是地提出指手划脚的建议”。 

上述研究的委托人格莱克强调，对德国东部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没有，也不可能

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研究的意义在于，挖掘并揭示可能的原因，从而理解德国东部所发

生的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我相信：排外和右翼极端主义是对东部德国社会和平和经济发展的首要威胁。必

须毫不留情、毫无禁忌地挖掘并揭示其原因”，格莱克说。她请求研究者们基于目前的

调研找出有效打击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的正面案例，即某种“最佳实践”，并分析其成

功因素。 

这并不是社民党政治家格莱克第一次致力于右翼极端主义这个话题。去年秋季，她

在有关德国统一的年度报告中称，排外不仅是对新联邦州的社会发展，也是对其经济发

展的重大威胁。去年春季，她曾谴责东部的政治家和政府部门将一部分右翼极端主义问

题“系统性地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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