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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高克对华国事访问

复活节前一周，两位西方世界的总统分别访问了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政权中

的两个：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前往哈瓦那，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前往北京。

不管奥巴马的古巴之行存在多少陷阱，与之相比，高克的北京之行都明显更加困

难。两位总统国事访问行程的重头戏都是一场旨在宣扬人权的演讲。不同的是：

奥巴马的讲话会在古巴全国进行电视转播，而高克的讲话是非公开的。高克的访

问将会让人们看到，如今在和中国的交往中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是不能讨论

的：这个一生为传播启蒙价值而奋斗的战士要进行一次勇敢的尝试：在这个新兴

的世界强国面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政治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整个欧盟贸易额的 40%。此外，德国还是欧洲唯一一

个每年都与中国进行有内阁成员参与的政府间磋商的国家。尤其是后一个因素，

促使双方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理解不断增加（而这正是双方想要的）。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在面对北京和柏林之间看似过于紧密的关系时，欧盟其它国家有时会持保

留意见。英国记者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就看到了“危险：德国可能利

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牺牲欧洲的战略利益，从而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

且中国“可能在以一种聪明的方式操纵德国。”

来自欧洲和中国双方的不信任

德中经济关系的亲密要归功于自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

政府开始的推动。这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治路线——“经济促成转变”。

然而更加引人注意的是，现任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高克

一样，都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抱有好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德国也持

有很大的保留态度。尽管如此，在当今联邦政府的治理下两国间的政治交流却更

加紧密。

德国的对华政策一定有其弱点。这主要体现在德国政府有不顾欧盟其它国家

行动的倾向，而这会使中国更加坚定地运用自己“分而治之”的战略。但另一方面

其它欧盟成员国在这件事上也至少负有相同程度的责任，这表现为，欧盟正沿着

欧洲政治重新民族化的倾向发展，并且欧洲的对外机构也存在弱点——直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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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机构对于中国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态度。

联邦总统的批评声成了哑弹

一方面是欧洲其它国家面对过于紧密的德中关系所产生的不信任；另一方面

是中国面对坦诚的共产主义批评者持有的保留态度。这两方面让高克不得不遵守

国事访问的惯例，运用所有高层对话惯用的外交礼仪，别无其他：在访问行程中

他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钦佩”与“好感”，解释了德国的政策不仅是想更好地理解

中国，也是想让中国能够更好的了解西方国家的哪些价值和利益决定了它们的对

华政策。然而，像约阿希姆·高克这样的政治家不会在对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国

事访问中忽略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启蒙价值。正因如此，高克私下会见了公民权利

代表和人权律师，并在高级党校与中共宣传部负责人就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热烈的

闭门讨论。他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做了报告：在数百名挑选出来的学生和学校管理

人员的面前，高克提到了在中国发生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表达了对环境问

题的担忧，并强调了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最后他说道：“虽然人权的普及不是让

每个人都将这项权利占为己有，但每个人都可以将这项权利作为自己申诉的一个

依据。”一个非凡的演讲，同时该演讲也让人们看到，在中国领导层越来越强烈

地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同时还将继续扩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的情况下，要找到能

够与其进行理性交往的途径有多困难。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遵循着这样的策略，

给那些想要谈论人权问题的来访者以有限的空间 – 将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限制

在来访者国家的公众中，并最大限度的将之与中国公众隔离。2009年，美国总

统奥巴马在上海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他在复旦大学做了一次非公开的讲话。

当高克在没有高级别官员在场，并且其发言不会在中国公开的情况下发表讲话的

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却与高克并肩站着发表了“我们现在是好朋友”的完全公开

的声明。环球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给此事增添了一些讽刺味道：“人权问题不是

高克之行的首选目标”。

尽管联邦总统高克的国事访问由于中国政府聪明的操纵，没有在中国公众的

意识中留下痕迹，而且高克关于人权的讲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在中国的电

视中转播，然而高克至少让德国政界看到了，如果德国想要发挥影响，就必须注

意这些原则：为了不让人产生——或不让北京抱有希望——德国在走特殊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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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欧洲要统一行事。欧洲的统一性也适用于宣扬启蒙价值的过程中：欧洲人

不能听任两个原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的人（这里指高克和默克尔——译注）操

纵这一话题——即使这在如今联邦德国的政策中占首要地位。

（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2016年 3月份评论文章，作者福尔克尔·施

坦策尔 (Volker Stanzel)。）

（ 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staatsbesuch-in-china-kritik-i

n-der-abseitsfalle.html）

欧洲的团结——难民危机作为实际的检验

欧洲目前的困境远远不只是难民和财政危机。现在，欧盟成员国认识到，他

们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人们也没有一个经得住考验的想法，来使欧盟发展成

为这样一个统一体。因此这就需要指出一些途径，来让这样的自我认知得到建设

性的转变，以期对欧盟团结性的要求得以落到实处。

欧盟基本条约对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欧盟条约（EVU）

的序言中就谈到，“在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前提下加强各民族间团结的

愿望”。此外，条约中还强调了“团结对所有成员国都是同等的”，并要促进代际

间以及“各成员国”间的团结。此外，欧盟还将团结性视为其国际政治的目标。更

甚的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Vertrag zur Arbeitsweise der EU, 简称 AEUV）中还

包含了一个特有的附加条款：“如果某一成员国遭受了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或人

为灾难，欧盟及其成员国要以团结精神采取共同行动。” 然而，这些要求有很大

的阐释空间，并且几乎不会直接转化为相应的政策。

在政治理论中，团结性这一概念包含着不同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团结立

足于行为体间紧密的联系，并且其中蕴含着对共同行动的预期。然而，这种联系

应该是自愿的结果，还是可以通过斗争而获得，又或者有时必须通过强迫才能达

到？对于这个问题莫衷一是。无论如何，团结性都必须与紧急援助以及仅仅出于

仁慈而采取的行动区别开来。一个团结的共同体应该和衷共济，努力防止一切对

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staatsbesuch-in-china-kritik-in-der-abseitsfalle.html
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staatsbesuch-in-china-kritik-in-der-abseitsfal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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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具有威胁或产生严重危害的情况。

难民危机

难民危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欧盟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团结性可言。2015

年 9月以来欧盟成员国中的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和克罗地

亚，根据自己的判断，对涌入欧洲的难民潮做出反应，而它们之中大部分都没有

和相关的邻国进行商定。他们或部分、或完全地关闭了自己的边界，并因此而将

问题转嫁到紧挨着它们的东南部国家。如此一来，2016年 3月在希腊-马其顿边

界聚积了成千上万的难民。通过追加预算，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揽子计划，给那

些因难民危机而遭到严重损害的国家以补偿。按协议，欧盟委员在 2018年之前

要为此筹备 7亿欧元。2015年通过的将 16万难民从希腊和意大利转移出去的方

案彻底宣告失败，因为事实上只有数百人得以在其他欧盟国家得到安置。虽然按

规定，北约从 2016年 2月起就开始派驻兵力以减轻爱琴海区域希腊海岸警卫队

的压力，但对于希腊来说，北约的援助并不是一个具有团结性的慷慨行动，因为

这一行动仅限制在支持欧盟边境保护机构“欧洲国际边境署”（Frontex）的范围，

其并没有直接介入希腊难民问题的计划。2015年有数百名工作人员参与到欧洲

国际边境署在希腊岛屿上的工作中，而这也只能算作一个开始。希腊要求大量增

加援助资金，以便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边境，从而有效保护欧盟的对外边境，并使

难民注册成为可能。以目前的情况，希腊的边境保护和难民管理机构力不从心，

鉴于这一情况，欧盟移民事务专员迪米特里 ·阿夫拉莫普洛斯（Dimitris

Avramopoulos）认为有必要提出派驻欧盟边境警察的建议。自 2016年 3月中旬

欧盟-土耳其峰会以来，欧盟的难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掌握在土耳其的手中。

土耳其承诺将所有非法到达希腊的叙利亚移民重新接收回去；作为回报，欧盟要

从土耳其一方接收多达 72000名已注册的叙利亚难民。非法移民要通过获取合法

移民的身份而得到控制。

这种移民政策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并且在这一政策中没有怎么体现出欧盟

各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在面对难民问题时的团结性。只有当土耳其以及那些被归

入安全国家的北非诸国和欧盟紧密合作的情况下，希腊，未来还包括意大利，才

不会因移民压力而崩溃。为此，不仅外部边境要得到有效控制，还要制定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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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整个欧盟的难民配额解决方案，甚至是共同的移民政策。而这只有在各成

员国抛弃利己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如果欧洲不能够在日内瓦难民公约的基

础上形成一个获得全面共识的团结的共同体，那么难民危机在欧洲将得不到解决。

历史上欧洲的团结状况

达成一项以国家间的团结为基础，问题的解决以集体利益而非民族利己主义

为前提的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以往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人们没有理由感到乐

观。欧洲的团结这一概念首次应用在政治中，可以追溯到 1950年。当时的法国

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计划。在

该计划中他要求人们“团结起来行动”，实现这一计划首先要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决议，从而将法国与德国彻底联系在一起。人们想要使欧盟的共同制度成为能

够与民族利己主义相抗衡的强大的对抗力量，然而这一愿望破灭了。与以往一样，

始终只有部分国家主导着所有较大的、影响民族团结的决定。欧盟结构基金

（Strukturfonds）和团结基金（Kohäsionsfonds）的引入和扩展常被认为是国家间

团结性的重要因素。由于这两个基金对 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Einheitliche

Europäische Akte）以及内部市场计划的支持，各成员国决定给予收入最低的欧洲

地区额外的援助，以期这些国家可以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稳定。然而，如果

我们仔细观察这些事件会很快发现，促成这一结果的因素不是欧洲国家间的团结，

而是艰难的谈判。正如当时的西班牙总理费利佩·网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 ）

面对欧洲各大通讯社时所宣布的那样：他将一直拒绝支持内部市场计划，直到其

他成员国最终同意声明：给予较贫穷的欧盟国家以全面的资金转移。

在引入内部市场的计划方面常常面临困难的“社会福利性欧洲”（das soziale

Europa）的设想也始终只是一个空想。前欧盟执委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曾为实现这一设想而努力，他将之视为使富裕的和贫穷的欧盟成员国，以

及雇员和雇主团结在一起的保证。一体化的目标不应只是促进作为经济体的欧洲，

还要照顾到最弱势的群体。然而富裕的欧盟成员国在当时并不打算建立欧洲共同

失业保险计划或其他有效的再分配机制。

另一个常常被提起的，所谓体现了欧洲团结性的例子是欧盟的东扩，而这同

样已被证实，更多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非崇高的动机。吸纳新成员国的意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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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是出于德国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团结性在这里最多只是充当了次要的角

色。可以这样来总结：一个团结的欧洲至今都只是纸上谈兵，其几乎不曾存在于

现实政治中。

未来欧洲的团结

鉴于以上种种，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的过程中，有多大的机会可以尽快成为

一个团结的共同体？六个欧盟创始国在 2016年二月于罗马提出的让欧盟更加团

结的要求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只要对现实政治有大概了解人都会产生这

样的怀疑：欧盟距离成为一个能够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似乎还有很远。目前存在三

个相互竞争的有关欧洲团结性的设想，他们彼此间很难协调一致：

以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团结性只能在一个民族中实现。只有在统一民族中

才能形成一个可被记忆的、能为人所经验的、以及具有相关价值的共同体，才能

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身份体现出集体性和以此为基础的集体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而

在民族之外只存在以利益为基础的或法律上的责任。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如匈

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都以这种观点行动，它们一贯否定德国对于欧洲团结的建

议。在这些国家看来，欧盟是一种错误的存在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提出团结性的

要求不具有合法性。

相反，德国、荷兰和瑞典却始终坚持欧洲需要具有团结性的观点。按照这种

观点，欧洲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有义务尊重和继续发展

共同的准则。从这一角度出发，民族主义团结的概念必定是“不具有团结性”的。

然而，以德国为首，强烈建议欧洲团结在一起的想法的产生是非常近的事情。在

2013年数千北非难民抵达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时，对于意大利当时提出的团结

要求，柏林还充耳不闻。也因如此，如今德国的立场在欧洲也鲜有回响。波兰和

匈牙利认为，要求其它成员国遵循团结性原则完全没有道理。另一方面，法国虽

然从根本上支持德国的态度，但并未打算接受额外的难民。

对于欧洲团结性的设想在此期间不仅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阵营的批评，还受

到了世界主义代表的批评。他们拒绝任何基于这类民族标准来处理人类问题的方

式。取而代之，他们要求严格执行日内瓦难民公约，并要求在欧盟各成员国以及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未来，边境保



8

护线或将不再存在于马其顿与希腊之间，而是存在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如果真

是这样，那么希腊就被包含在共同体中，因此也似乎更加体现了欧洲团结的思想。

然而以世界主义的观点，这只是用一种不公平取代了另一种不公平。他们认为，

欧洲团结的唯一实现形式更可能是：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成为难民的途径，对难

民收容机构中的每一种情况进行细致的复核，并且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参与到此项工作中。从世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部分难民生活条件的糟糕状

况，以及在许多欧洲邻国中存在的严重破坏人权的情况，是让欧盟行动起来的直

接动力。他们认为，欧盟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其作为一个以贸易和发展政策为基

础的统一体具备影响力，可以使这些国家的状况变得更好。只有如此，才能最终

形成一个具有实际作用的移民政策，这种政策在问题发生时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然而，世界主义的团结原则之所以无法实现，也是因为其在欧洲几乎没有支持者。

只有将欧洲和世界主义的团结概念结合起来，一种适当的处理难民问题的方

式才得以实现。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欧洲的团结就意味着，不能将哪个成员

国从欧盟中排除出去，也不可以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现存的边界划分的基础上再

增加边界。此外，这种类型的团结也不会局限在欧盟的内部。欧洲不能满足于继

续巩固自己的外部边界，并在此范围内调节各成员国之间的负担平衡。同样重要

的还有建立一个难民与移民政策的分级保护体系。为此，有必要得到难民来源国

与过境国更加积极的支持，并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建立紧密合作，

从而为难民建立合法的入境通道。无论如何，要实现欧洲自己提出的，建立一个

人人享有人权的大陆的要求，从纯粹的民族主义和单一的欧洲主义角度来理解团

结都是行不通的。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不会达成一个让每个国家都不产生歧义的

一致意见。因此，德国的欧洲政策就被呼唤出来，其呼吁：为欧洲的团结而斗争，

并建立必要的经济激励。

（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2016年 3月份评论文章，作者安娜格雷特·本

迪克(Annegret Bendiek)和于尔根·奈尔（Jürgen Neyer）。）

（ http://www.swp-berlin.org/de/publikationen/swp-aktuell-de/swp-aktuell-detail/artic

le/europaeische_solidaritaet_die_fluechtlingskrise_als_realitaetstest.html）

http://www.swp-berlin.org/de/publikationen/swp-aktuell-de/swp-aktuell-detail/article/europaeische_solidaritaet_die_fluechtlingskrise_als_realitaetstest.html
http://www.swp-berlin.org/de/publikationen/swp-aktuell-de/swp-aktuell-detail/article/europaeische_solidaritaet_die_fluechtlingskrise_als_realitaets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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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自由贸易的做法只会让 TTIP 计划落空

不久前，世界上两个最大的 TTIP拥护者对他们最钟爱的计划进行了饶有兴

味的谈论，就向谈论他们钟爱的巧克力冰激凌。“安格拉（默克尔）和我都认为

美国和欧盟要继续推进 TTIP计划。”这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他访问汉诺

威期间发表的言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附和道：自由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

投资伙伴协议）对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发展是“绝对有帮助的”。

奥巴马已经启程，默克尔还要在家乡继续为建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

区而做宣传。然而，情况越来越困难。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拒绝这个已经计划好

的，旨在降低进口费用、增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协定。原本 2015年年底就

该形成一个实施框架，而时间表早已被打乱。

甚至德国副总理，社民党主席，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riel）都对谈

判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持怀疑态度。在邻国法国，这个除德国之外欧盟最重要的工

业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也与 TTIP划清界限。

加布里尔提出警告：这位经济部长相信 TTIP的理念。在他看来，建立一个

关系紧密的贸易联盟是德国的任务。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大西洋两岸提出了严厉

的警告：在奥巴马访德之前他说到：美国不对欧洲企业开放公开招标，对于这一

做法“我们不能接受”。这一警告表明，在 TTIP谈判中，平缓的外交策略已经不

再适用。

在周一晚上加布里尔还做了补充：他批评说，几个月来美国方面的立场并没

有什么改变。在于汉诺威举行的一场专家座谈会上他敦促美国商务部部长佩

尼·普里兹克(Penny Pritzker)：“也许您可以对消费者更友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当中觉察到加布里尔为计划的可信性所做的努力。其所在党派已

有一部分人开始行动起来反对 TTIP。这位社民党的主席早已认识到，反对者的

意见至少应该被认真对待，例如他在布鲁塞尔就提出了替代饱受争议的私人仲裁

机构的其它方案。

但最重要的还是：加布里尔现在必须让人们看到，在这关键的几个月中，德

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在市场进入还是仲裁机制的谈判中加布里尔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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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知道，他对于计划是否表示赞同，要看美国能否在这两点上做出让步。

奥朗德担心自己的政府崩溃：奥朗德的任期还有一年，其民众支持率徘徊在

15%。他已没有什么可以再输的了，于是奋起与美国和德国对立。他坚持法国的

独立性，并用抵制 TTIP相威胁，希望这样可以给自己树立起勇敢的国家代表的

形象，从而提高自己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

和在德国相似，TTIP 在法国的民众、环保组织和全球化批评者中也不受欢

迎。反对者指责谈判不够透明，警告其会让社会和环境标准打折扣，并描绘出美

国激素牛肉和氯漂鸡流入的可怕景象。奥朗德的一些同党也反对这一协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抗议行动在不断增长

事实上情况不会变得乐观。谈判时间拉得越长，就越容易形成对 TTIP的批

评。在奥地利有一个将 TTIP描述成愚蠢的想法的人赢得了第一轮总统大选。在

德国，2014年还有超过一半的民众可以接受 TTIP，而如今这一比例仅为五分之

一。

（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4月 26日评论文章，作者安内特·麦丽慈（Annet Meiritz）、

施特凡·西蒙斯（Stephan Simons）。）

（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ttip-gespraeche-haken-was-ist-der-stand-

wie-geht-es-weiter-a-1089141.html）

《德国智库动态》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根据德国各大权威智库的公开信息编

译，每月 30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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