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顾文俊

过去十六年，德国出了个默克尔。在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东难民潮、新冠疫情这些危机面前，她看似反应迟钝，却总能处理得不错。菱形手势是她的
标志，带给人们风暴之中的安心。 她谦虚、内敛，尊重科学常识。 在德国人心中，她是当代圣女贞德，是德国的母亲。 在欧洲政坛，她被誉为中流砥柱。 在西方与中俄
之间，她是关键的桥梁。

10月 26 日，默克尔内阁正式卸任。 卸任仪式上，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向默克尔递交任期结束通知。 他说：默克尔塑造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定义了一
代德国年轻人的形象，现在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总理任职的结束。 默克尔的政治传奇是怎样开始的？ 她的执政风格又是如何炼成的？ 她给德国和欧洲乃至世
界留下了什么？ 在她之后，德国（尤其是对华政策）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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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时代是如何炼成的？

顾问：默克尔时代画上句号。 关于她的
执政水平和影响力，相信历史学界会有长时
间的讨论。 默克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德国
在新世纪之初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政治人

物，而且是如此受欢迎的女政治家？
崔洪建：看待政治家要看自身品性和时

代背景这两个方面。默克尔作为一个成功的
政治家，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自律的个性，
在生活小节和工作与生活的衔接上处理得
很好，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品质，也确保了她在德国政坛屹立不倒。另
一方面是时代背景，默克尔的 16年有幸参
与或主导了德国的崛起。冷战结束后，两德
统一，默克尔 2005年执政适逢德国基本消
化完两德统一残余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进
入一个整合状态，正欲释放出发展的活力。
从经济数据来看，从 2005年到现在，德国实
现了经济腾飞，增长率是法国、英国、日本的
两倍，经济的提升又给它带来机会，默克尔
政府把经济的影响力转化到其它领域，使它
在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
情中有出色的表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
色，时代给了德国充分的机遇和挑战，也给
了默克尔施展的舞台。

顾问： 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35 岁的默
克尔感觉到， 命运给自己打开了一道门，后
来的上升之路可谓平步青云。 东德有那么多
有才干、有抱负的人，默克尔何以能脱颖而
出？

郑春荣：这和她本人的特征有关，她非
常稳健和理性，可以顺应时势做出决定。她
有个特点，经常不急着做出表态，而是看周
围是什么观点，在多数意见形成后，她才总
结观点。有人批评她有点见风使舵，但也有
人说这是因势利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她
的政治生涯得到了时任总理科尔的培育和
扶植，但在科尔出现政治献金丑闻之后，默
克尔带领基民盟和科尔进行了切割。她能够
执政那么长时间，还有一点，就是把很多男
性州长（潜在的挑战者）全部打败。

顾问：默克尔在任的 16 年，白宫换了四
位主人，意大利换了九任总理，日本首相更
是如走马灯般更换，为什么默克尔可以当这
么长时间的总理，而且始终保持着那么高的
支持率？

郑春荣： 我觉得主要还是靠经济增长，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一
枝独秀，但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功绩究竟应
该记在默克尔身上还是她的前任施罗德身
上，这是有争议的。过去的德国曾经被认为
是欧洲的病夫，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当
时痛下决心，制定了 2010 议程，等于是在危
机出现之前率先进行了改革。默克尔一定程
度上是“坐享其成”，她领导下的基民盟出
现了社民党化，政策也在往中间甚至往左边
靠，让老百姓有很多获得感。经济增长加上
老百姓的获得感，使得她的支持率非常高。
当然，难民危机发生之后，默克尔支持率直
线下降，但是，疫情来了之后，又体现出默克

尔政府抗疫的有效，民调再度回升。

顾问：默克尔担任总理的十六年被德国
主流媒体称为黄金年代。 “黄金”二字主要
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业绩？

崔洪建：德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默克
尔主要的政绩。刚开始尽管经济发展，但对
外事务的空间十分有限，那个时候对德国老
百姓来说，最大的满足感就是生活水平稳步
的提升。第二可以称之为“黄金”的是默克
尔时期的政治稳定，尽管 2017 年出现过长
达 172天的组阁难产，但最后磕磕碰碰还是
克服了困难。默克尔时代 16年，德国从蜷着
身子做人逐渐站立了起来，它伸展开四肢，
首先在欧洲得到认可。过去在欧洲谈论德国
尤其谈论德国在欧盟外交方面的作用，多少
有些忌讳，现在这种禁忌在消失，德国作为
正常国家，在欧洲范围甚至更大范围内已经
得到接受和认可。从经济、政治、外交三方面
的进展可以看出，这不仅是默克尔执政的黄
金时期，也是德国的黄金时期。2005年的世
界，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给全球化带来
新生的强劲动力，默克尔政府顺势而为，和
中国互利合作。郑老师前面提到的“坐享其
成”其实反映了默克尔的另一个长处，她把
德国的中间政治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她将
左翼的社民党拉入执政团队之后，运用了社
民党的很多政策主张，脚踏两只“风火轮”，
维护了增长与社会稳定公正的平衡。

邱震海： 其实过去 30 年对全球何尝不
是黄金期，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经济上的成
就，对华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处理巴以冲
突的突破，也是值得说道的。从 1990 年到
2020 年，真的是全球化的黄金期，冷战结
束，全球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化的弊端也尚
未呈现，贫富不均或民粹主义这些现象也还
没有凸显。处在黄金期的世界，西方对中国
抱有希望，中国对西方也本着学习的心态，
大家都沉浸在全球化的蜜月期，在此期间，
默克尔时代也诞生了，她是生逢其时。之后
的 30年，世界可能会摆脱黄金期，进入很不
确定的阶段，代之而起的肯定是强政府的时
代。2019年德国的《明镜》周刊曾经有篇文
章，说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将是一片黑暗。

顾问：默克尔有着西方领导人少有的平
和、低调和内敛，这种气质是否也融入了她
的内政外交？ 怎么评价默克尔的执政风格？

郑春荣： 德国很多领导人都给人以稳
健、务实、实干的印象，这似乎是德国政治家
共有的特性。默克尔的过人之处在于比较愿
意寻求共识，以获得社会各方对她的政策的
支持，这和德国政治以共识为导向的传统有
着密切的联系。

邱震海： 默克尔能不能和撒切尔相提并
论，我不太确定，但无疑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中
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40
年代末到70年代末，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强
调政府干预；到了70年代末就出现了撒切尔
和里根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和当时的大环
境有关；之后的30年，差不多到2008年，强调

市场的效率，减少政府的干预，后来有了金融
危机，于是，G20应声而起，强调政府干预，默
克尔的执政风格就在这种大环境中产生。

崔洪建：中国人用两种季节的太阳比喻
政治人物，夏天的太阳炙热，让人有压迫感，
默克尔更像是冬日暖阳，不仅对人没有威
胁，而且让人感到暖和，不由自主地就会去
接受她。但从性格的坚定来看，默克尔也可
以被称作铁娘子，面对很多危机和决策压
力，她的坚定体现在行动和内心。当初准备
救助希腊的时候，德国国内的反对意见很
大。为难民打开国门之后，当时的压力更大。
北溪-2工程更是面临美国的压力，结果默
克尔都顶住了。

顾问：面对各种危机，她总能沉稳应对，
在世界范围内也广受尊敬。 怎么评价她留给
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遗产和外交遗产？

崔洪建：默克尔相对理性、客观、克制的
作风是她留给继任者最大的遗产。未来的政
治家要做到这一点会越来越困难。德国乃至
欧洲的政治现在面临的民粹压力迫使他们
无法理智，因为理智迎合不了民粹，民粹一
定是情绪化的。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这种稳
定的国际形象也是政治遗产，德国连续好几
年都名列好感度最高的国家。

邱震海： 从选情的政治光谱上理解，德
国有一个中间地带的说法，试图抓住橄榄形
选民群体的中间部分，在外交政策上，它也
在试图保持中道，之所以能和中国打好交
道，也是和中国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在地
缘政治利益中，美国忙着拉帮结派，对此，默
克尔领导的德国守得住底线。而默克尔之后
的德国还能不能维持中道，就很难说了。德
国《明镜》周刊说，后默克尔时代将是一片
黑暗，可能也包括中间地带的丢失。

顾问：德国国内对她也有微词，有人说
她过分小心，错过了数字化建设和互联网革
命的发展时机。 在气候变化方面，科学家出
身的默克尔自己也承认，她的步子迈得不够
大。 怎么看默克尔执政生涯中的过失？ 她还
有哪些未竟的事业？

郑春荣：曾经有人问我，用哪个词来概
括对德国的最深印象，我当时说了“秩序”。
秩序在德国无处不在，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
无序。有些公共服务私有化了以后，按照市
场经济运行，造成投入不足。难民和移民增
加之后，社会治理的负担加重。更深的原因
是代际更替，老一代德国人吃过苦，知道发
奋图强和遵守秩序，而默克尔时代的人尝到
了福利的甜头，缺少奋斗精神。说到默克尔
执政的败笔，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难民危
机。默克尔是非常理性的人，但在难民危机
中，她表现出了感性的一面，叙利亚难民儿
童丧身海滩的照片以及德国人在二战中的
历史体验让她做出了接收难民的决定，但是
她没料到，新媒体时代，信息迅速传播，难民
源源不断，右翼民粹势力因此上升，带来德
国政坛的碎片化以及一系列问题。

顾问：曾经有 12 年，她每年都会出现在

中国的某个城市。 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
易战或试图掀起“新冷战”的时候，默克尔领
导的德国拒绝选边站队。 对拜登试图组建的
“民主联盟”，默克尔也不以为然。 怎么理解
以默克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在对华问题

上的看法，他们对东方的政治传统是否更多
一份理解和尊重？

郑春荣：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其实也经历
过波折，她曾在总理府接见达赖，也推行过
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中德关系一度陷入低
谷，后来有了转圜，中德关系就一直在高水
平上发展，从中也能看出她有一种学习的能
力。而且德国历来务实，它是一个重商的出
口导向型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巨
大的市场给了德国非常好的机会，这是现实
利益的考量。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它也
知道离不开中国。当然另一方面也要和美国
搞好关系，它要平衡好安全上靠美国、经贸
依赖中国，归根到底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顾问：今年三月，她曾呼吁，欧洲应该有
独立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时候思考一下如
何与中国拥有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 中欧之
间有没有可能尽快树立共同价值观？

崔洪建：从中方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
没有障碍，否则我们也不会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求同存异的天下
情怀，但对西方而言，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
克服一些障碍。从勃兰特到施密特，德国的
政治家一度试图弥合东西方的差异，默克尔
作为物理学家，更能跳出传统的思维限制。
前不久，默克尔说过，西方应当思考，中国为
什么会成功，它一定是有合理性的，这种逻
辑意味着并不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支
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说中国成功了，反
过来倒推中国的成功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客
观的看法。这样的话在我们看来是常识，但
让西方的领导人说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人类
社会看似充满冲突，但实际上我们思考问题
的方式和角度的共性越来越多。互联网时代
不断突破文明之间的隔阂，关键是如何去把
握未来的远景和现实的阻力。

顾问：后默克尔时代，对华立场强硬的
绿党和自民党正准备参与执政。 德国对华政
策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 德国在中美大国博
弈中相对超脱的站位会不会发生动摇？

郑春荣：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
国拜登政府在拉欧洲，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强
调战略自主，但是它的战略自主是有限度的，
短期内还不能通过实力去实现自主，意愿上
也没有那么坚定，拜登稍微拉一下，欧洲就会
往美国这边靠一靠。准总理朔尔茨说会继承
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对华政策自然也是默克
尔的遗产之一，而且社民党应该是对华最友
好的德国政党，总体上应该会维持对话合作
的方向。绿党和自民党的参政会增加对华强
硬的成分，过去，默克尔以她的权威可以控
局，执政伙伴不敢过于造次，而新总理缺少威
望，估计控盘能力不够，在对华政策上，我们
有可能会听到各种出处的声音。但是，这种
立场的差异最多体现在合作更多还是竞争
更多以及制度对抗的权重上，而且不管是绿
党还是自民党，作为反对党期间发表的强硬
言论在执政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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