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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德国基民盟7日选举秘书长安
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为新
一任党主席。

默克尔有意干满第四届总理任
期，如果顺利，她2021年初卸任以前
仍是德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不过，
基民盟作为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
党已准备迎接“后默克尔时代”。

“中间”色彩
基民盟近期连续遭遇地方选举

失利，默克尔10月宣布不再谋求连
任党主席。

克兰普—卡伦鲍尔受默克尔赏
识，在党首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是曾
与默克尔争夺党主席落败、阔别10
年回归政坛的弗里德里希·默茨以
及党内“少壮派”和卫生部长延斯·
施潘。

默茨和施潘与默克尔有“异

见”，即使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克兰
普—卡伦鲍尔，就难民政策和社会
福利事宜所持立场与默克尔同样有
差异。

基民盟与立足巴伐利亚州的姊
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结盟
将近70年，在联邦议会层面作为一
个党团活动，一直走“中右”路线，曾
经获得德国选民广泛支持。

默克尔2005年首任总理以来，
基本延续“中右”方向，只是汲取前
任、原社民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较
为成功的执政经验，经济和社会政
策“往左靠”，因而“中间派”色彩更
明显。一些保守派党员抱怨基民盟
失去了自身特色。

默茨与企业界关系密切，在一
次政党集会中说：“我们没有必要
全盘接受社民党认为正确的所有
政策主张。”

“观念”冲突
基民盟 1945 年 6 月在柏林创

建，自联邦德国、即西德1949年问世
至今近70年间，49年是执政党。

基民盟出过 5 任总理，即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德首任总理康
拉德·阿登纳以及后续总理路德维
希·艾哈德、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
格、赫尔穆特·科尔和默克尔。其
中，阿登纳任总理15年，科尔16年，
默克尔迄今任13年总理。

德新社报道，基民盟长期执政，有
益于塑造它“维护欧洲政治稳定、在经
历战争的恐怖和破坏后促进欧洲和解
的顶梁柱”形象。如今，党主席默克尔
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基民盟现有党员 42.6 万，原先
以天主教徒为主，近年注意“平衡”，
使党员基础囊括其他主要宗教，如

基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只是，按照德新社的说法，欧洲

2015年爆发难民危机，默克尔坚持
开放国门、接纳大批中东和非洲难
民，暴露基民盟内“温和派”和“相对
保守派”之间价值观冲突。

“民意”下行
在一些德国媒体看来，“保守”可

能不只针对最为敏感的难民事宜。
基民盟内保守派“大佬”、现任

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在党首选举前公开支持默茨。《明镜
周刊》评论：“朔伊布勒的做法显示，
代表旧德国的那个基民盟准备卷土
重来。那是科尔执政时代的基民
盟，朔伊布勒和默茨之类男人们像
军官一样发号施令，而女人们通常
负责煮咖啡。”

《南德意志日报》说，朔伊布勒的

举动可能预示，基民盟内部长期意见
分歧将在这场党代会以后更加公开
化，“默克尔时代的基民盟正在分崩
离析。党内反对派阵营正在集结”。

无论谁领导基民盟，都面临赢得
选民的巨大挑战：默克尔民望最盛时
期，基民盟所获民意支持率在40%左
右，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为大约30%。

去年 9 月联邦议会选举中，作
为传统主流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
社民党之间立场差异难以弥合，排
外色彩浓重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
党趁势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州长
阿明·拉舍特说，欧洲议会定于明年
5月选举，基民盟需要塑造“团结”形
象。这个德国人口最多州的州长告
诉德国电视二台：“下一年不能再像
2018年，我们再经不起这种折腾。”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基民盟换帅迎“后默克尔时代”

12月8日，消防员在意大利安科纳市附近的
踩踏事故现场施救。

意大利中东部安科纳市附近一家夜店8日凌晨
发生踩踏事故，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约120人受
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凌晨，夜店内正在举行一
场演唱会，突然有人使用催泪瓦斯喷射人群，造成恐
慌，在夜店出口处发生踩踏事故。 新华社发

意大利一夜店发生踩踏事故
6人死亡约120人受伤

特朗普12月7日宣布，将提名前司法部长威
廉·巴尔再度出任这一部长职位。巴尔出生于
1950年，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
士学位，曾先后供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上诉
法庭等。1991年至1993年，他在乔治·赫伯特·
沃克·布什执政时期出任司法部长。此后，他进入
私营领域。

这是威廉·巴尔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特朗普提名巴尔
出任美司法部长

“洞察”号让人类
首次听到火星风声

据新华社洛杉矶12月7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局7日宣布，不久前登陆火星的“洞察”
号无人探测器捕捉到了火星风的声音，这也是人
类首次通过探测器了解火星风声。

“洞察”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巴纳特表示，捕捉
到这段音频是“意外收获”，“这些声音很虚幻，很不
真实，听起来既像是风声，又像是大海咆哮的背景
音，让我感觉既像身在地球，又像是在外星球”。

巴纳特说，“洞察”号的任务之一就是测量火
星上的运动，其中包括由声波引起的运动。

从边境小州开启政治生涯 耕耘地方政务30余年

克兰普－卡伦鲍尔当选基民盟主席
接替担任这一职务18年之久的默克尔，或将成为背负德国下个时代的关键人物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全国代表大会7日在汉堡召开。根据会议选举结果，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当选新任
党主席，接替已担任这一职务18年之久的默克尔。

从边境小州开启政治生涯，耕耘地方政务30余年，克兰普－卡伦鲍尔以低调、务实著称，行事风格与默克尔相近，媒体常称她为“小默克尔”。在德国国内政局
不稳、国际局势变化的情况下，克兰普－卡伦鲍尔以更加包容的政策主张赢下党主席一职，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她或将成为背负德国下个时代的关键人物。

克兰普－卡伦鲍尔1962年
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的萨尔州，在
家中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她的
父亲曾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家庭
观念保守。

克兰普－卡伦鲍尔年少时没
有从政愿望，而是希望成为妇产医
生或是教师。她在兴趣爱好上与普
通人相比没什么特别，称自己是个

“书虫”，养宠物龟，喜欢澳大利亚摇
滚乐队AC／DC，擅长煲牛肉汤。

按照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说
法，自己后来从政是由于“一系列
幸运的巧合”。她19岁时加入基
民盟，20岁开始在特里尔大学和
萨尔兰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
获取硕士学位。那段时间，克兰
普－卡伦鲍尔与政治逐步结缘。

22岁时，克兰普－卡伦鲍尔
与矿业工程师赫尔穆特·卡伦鲍
尔结婚，育有三个孩子。克兰
普－卡伦鲍尔政治生涯逐渐起步
后，她的丈夫放弃了工作，在家照
顾孩子。“我和丈夫一开始就有个
务实的共识：谁挣得多谁就全职
工作。所以我们互换了（家庭中）
传统的角色。”

在政治生涯的早期，克兰
普－卡伦鲍尔作为“年轻同志”承
担了萨尔州基民盟党内的青年与
妇女事务。她在2000年被任命
为萨尔州内政部长，成为德国历
史上首名州政府中的女性内政部
长。她的政治导师、时任萨尔州
州长彼得·米勒对她评价颇高，

“什么事情交给她都很放心”。
米勒2011年出任联邦宪法法

院法官，克兰普－卡伦鲍尔接班成
为萨尔州州长。上任不到半年，克

兰普－卡伦鲍尔就打破州政府中
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绿党的执政
联盟关系，提前举行州议会选举并
获得胜利，与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共同组成州政府。按照德国媒体
的说法，克兰普－卡伦鲍尔的“魄
力”让柏林刮目相看。

担任州长7年时间中，克兰
普－卡伦鲍尔除管理州事务外，
在联邦层面还承担过对法文化交
流、外交以及国防事务，并参与
了2013年联邦议院选举后基民

盟与社民党的组阁谈判，经受了
历练。

在克兰普－卡伦鲍尔的领导
下，基民盟在2017年萨尔州议会
选举中再获胜利，得票率超过
40％。

今年2月，克兰普－卡伦鲍尔
辞去州长职务，出任基民盟秘书
长。德国媒体认为，这位“封疆大
吏”甘于在柏林打理党务，或是受
到默克尔钦点，作为“接班人”接
受培养。

克兰普－卡伦鲍尔仕途顺
利，而基民盟却连遭打击。2017
年联邦议院选举得票率走低，执
政联盟今年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
州议会选举中又接连受挫。迫于
压力，默克尔今年10月宣布不再
竞选党主席职务。

对克兰普－卡伦鲍尔而言，
她与默克尔的紧密关系既是“优
势”也是“劣势”。默克尔担任党
主席以来，积累了不少党内矛盾，
特别是难民危机以来，不少人对
默克尔的政策不满。

在推介党主席候选人的基民

盟地方会议中，克兰普－卡伦鲍
尔有意与默克尔的政策拉开适当
距离，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她
提到将“开创自己的新时代”，但
也强调政策的延续性，称“没有人
能够切断与过往的联系。”

克兰普－卡伦鲍尔支持默克
尔的难民政策，但强调要惩罚身份
造假的难民。社会政策方面，她不
提倡同性恋与堕胎，立场趋于保
守。经济方面，她支持德国最低工
资标准法案，支持保护工人福利，宣
称将在未来进行税收改革。外交政
策方面，她强调支持多边主义，愿意

加强欧盟以对抗民粹势力。
分析人士指出，与此次党主

席选举的其他候选人相比，克兰
普－卡伦鲍尔的政策主张“棱角”
最小，有讨论空间，因此容易获得
多数人认同。

基民盟党代会主持人7日宣布
克兰普－卡伦鲍尔胜选后，她上台
拥抱默克尔，多家电视台都用镜头
仔细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或许标
志着德国默克尔时代的淡去和克兰
普－卡伦鲍尔时代的来临。

（新华社德国汉堡12月7日
电 记者张远 任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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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在德国汉堡，克兰普－卡伦鲍尔（左）被选为新一届基民盟主
席后向人们挥手，德国总理默克尔站在一旁。 新华社/美联

外交部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

就加方无理拘押华为公司负责人
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8日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就加
方拘押华为公司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乐玉成指出，加方以应美方要求为由，将在加
拿大温哥华转机的中国公民拘押，严重侵犯中国公
民的合法、正当权益，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
容，性质极其恶劣。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
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否
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