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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地方選舉  解構默克爾布局

基民黨與保守派搞曖昧

圖林根邦議會最小黨自民黨

的凱默里希，在 5日的邦總理選

舉中，借助反伊斯蘭和反移民的

保守派「德國另類選擇黨」（AfD）

議員的支持下當選總理。然而，

最讓政壇無法接受的是，德國政

壇的基石——基督教民主聯盟黨

其地方黨部，竟公然違抗凱倫鮑

爾的指揮，於選戰中與 AfD合

作，支持自民黨凱默里希，從而

促使其當選。此舉打破了德國戰

後防堵保守派的政治防線，成為

戰後第一次，德國主流政黨被保

守派拱上執政寶座，其後座力直

接衝擊柏林。

德國總理默克爾 6日稍早表

示，此事「不可原諒」，並要求舉

行新的地方選舉，她形容 5日是

「對民主來說非常糟糕的一天」。

德國主流政黨曾發誓永不與反伊

斯蘭和反移民的「德國另類選擇

黨」合作。

當天的邦總理選舉上，自民

黨的凱默里希以「45：44」的驚險

結果，大爆冷門地擊敗最大黨左

翼黨的拉梅洛，當選圖林根邦總

理，跌破眾人眼鏡。

邦議會最小黨當家 眾怒

自民黨在去年 10月邦議會選

舉僅拿下 90個席位中的 5席，左

翼黨則是擊敗長期執政的基民黨，

拿下 29席，成為該邦最大黨。衡

量局勢，外界預期拉梅洛雖將面臨

一番苦戰，但終究應該勝出組閣。

然事與願違地在第三輪投票卻出

現讓眾人傻眼的大翻盤，在獲得

AfD與「基民盟」（CDU）的支

持選票下，凱默里希竟意外勝出。

中間偏右的自民黨與基民黨

因此被指控打破德國戰後的政治

禁忌，與極右派「合作」。德國

輿論界強烈指責這兩個政黨背叛

了民主、背叛了人民，憤怒的民

眾並集結上街抗議被打破的「極

右禁忌」要求重新選舉，認為一

個僅只 5席的搓爾小黨，在保守

勢力暗助下，被拱去代表邦議會

籌組內閣，代表性根本不足，對

此完全不能接受。

當選不到24小時 辭職
凱默里希在 5日當下表態，

當選全然是 AfD的操弄結果，強

調自民黨並未與 AfD結盟，並拒

絕辭職。然而，早在去年選後，

AfD即已向自民黨頻送秋波；5

日結果出爐，AfD黨主席還上前

與凱默里希握手誌慶，種種跡象

顯示凱默里希未吐真言。 6日，

黨國大老默克爾重話譴責圖林根

邦選舉打破的禁忌「不可原諒」，

同時指責基民黨地方黨部與 AfD

串連合作，已然違背「絕不與極

右派合作」的基本原則，更是違

背了基民黨的核心價值；黨魁凱

倫鮑爾也強烈要求重啟選舉。

在輿論與政界的厲聲譴責

下，當選不到 24小時的凱默里

希，在自民黨主席闢室斡旋下，

於6日稍晚宣布辭職，重啟選舉。

德國政界與輿論界之所以如

此在乎圖林根邦本次的選舉結

果，是有其歷史原因。左翼黨候

選人拉梅洛推文指出，90年前的

1930年，極右的納粹黨前身正是

透過圖林根邦選舉，第一次堂堂

邁入德國政治體系，踏出掌權德

國的第一步。而圖林根的布亨瓦

德集中營，更是德國境內最大的

勞動集中營。

逼宮 基民黨黨魁辭職
凱默里希雖已宣布辭職，但

是與極右掛鉤的政治風暴並未因

此消散。基民黨被民眾質疑「向極

右靠攏」，身為黨魁的凱倫鮑爾

更是遭受各方的高壓指責，種種

壓力與對人事安排的強烈質疑，

也讓默克爾招架不住，短短數日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受到自家地方黨員在5日圖林根
邦總理選舉時背離黨綱與保守派

「德國另類選擇黨」議員合作

的重大衝擊，德國總理梅克爾

接班熱門人選、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黨魁克朗普‧凱倫鮑爾，
10日宣布辭去黨魁一職。而該次選
舉因此被拱上大位的自由民主黨

（FDP）凱默里希總理，則在輿
論壓力下，於6日立即宣布辭職。

◆菲律賓 11日正式通知美

國，將退出兩國於 1998年簽署的

菲美軍隊訪問協定（VFA），該協

定將於美國政府收到通知的 180

天後終止。此舉是因菲律賓總統杜

特蒂親信、前警察總長德拉‧羅

沙赴美簽證日前遭取消，杜特蒂

對此所祭出的報復措施。該協定是

於 1999年 5月生效，內容重申兩

國在 1951年簽定的共同防禦條約

（MDT）中承擔的義務，並且同

意美國軍隊不定期造訪菲律賓，

以及美國軍方人員在入境菲律賓

時，不需護照和簽證。德拉‧羅

沙本人認為，簽證遭取消可能因

為他涉及美國當局關切的掃毒戰

「法外處決」。

◆南韓知名度最高的脫北者

太永浩 11日宣布參選國會議員，

他說：藉著參選，可突顯他在這個

少食品券和聯邦殘疾福利的支出。

財政預算也計畫將軍費開支

提高至 7405億美元，同時降低非

國防支出 5%，至 5900億美元，

低於國會和總統 2019年兩年預算

協議中同意的經費。同時，也因

川普總統要求其他國家為自己的

國防支付「公平份額」，因此美國

對外國援助支出將減少 21%。

此外，新預算案計畫也為美

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增

加 12%經費，計畫在 2024年讓

宇航員再度登上月球。

聯邦疾病管制和預防中心

（CDC）將削減 9%的經費，但同

時預算保留 43億美元的抗擊傳染

新預算預計將從 10月 1日開

始。福克斯新聞報報導，該財政預

算計畫在 2035年以前消除聯邦赤

字。白宮尋求在未來 10年內削減

4.4兆美元的聯邦支出，包括：通

過更嚴格的工作和資格要求來減

川普公布2021預算  增加軍費削減非國防支出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於10日發布2021年
4.8兆美元財政預算計畫，重點包
括：提議大幅削減社會安全網計

畫和外國援助，增加對NASA、退
伍軍人事務部和國土安全部的預算

投入；此外，白宮也預留43億美元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等病毒疫情。

的風暴，竟讓後默克爾時代提前

到來，也裂解了基民黨高層與地

方。 10日下午 2點，凱倫鮑爾拋

出震撼彈，宣布辭去黨魁一職，

自此完全解構默克爾的接班安排。

凱倫鮑爾的辭職表面上看是

為圖林根邦事件負責請辭，但骨

子裡則是高層的逼宮結果。基民

黨高層內部始終對凱倫鮑爾的能

力有所質疑，雖然受到默克爾的

壓制，但凱倫鮑爾始終無法駕馭

黨內各派系，卻是個不爭的事

實。而對本次事件的處理過程，

更是突顯這項質疑。

自民黨自我了斷的條件是另覓

過度候選人，而不是將總理一職交

給次高票的左翼黨拉梅洛，遭到

左翼黨痛罵是在玩「政治遊戲」；

基民黨中央希望循信任投票選出

新總理，圖林根地方黨部卻再三

表達與自民黨合作的意願，甚或

與 AfD採取戰略合作。遑論整合

各方南轅北轍的看法，凱倫鮑爾就

連地方黨部與中央大相逕庭的離

譜意見都無法協調，以致 8日凱

默里希確定辭職後的邦總理出缺

問題一直懸宕未果，也推高了基

民黨「向極右靠攏」的質疑聲浪，

黨部高層自然更是不滿。但最令

人擔憂的是，AfD在這片混水中，

恐將進一步做大。

為讓後默克爾時代順利交

接，並確保基民黨在與基社黨合

作下能保有總理一職，默克爾殫

精竭慮地排除了黨內異議，安排

了凱倫鮑爾接任黨魁，以鋪墊總

理接班人之勢，卻萬沒料到，一

場地方選舉，竟徹底毀掉了這份

精心之作。 10日，默克爾接受了

她的辭職，但也同時慰留續任國

防部長一職。接下來基民黨黨內

之爭，將成為德國政壇最大焦點。

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黨魁克朗普‧凱倫鮑爾（右）10日宣布辭去黨魁一職。(AFP)

寰宇新聞

德戰後主流政黨首次由保守派力挺上任    戰後保守派再次活躍政壇

新故鄉享有的民主自由。太永浩

2016年 8月在任職北韓駐英國公

使期間叛逃之後，就是針對平壤以

及南韓總統文在寅「接觸政策」最

不遺餘力且最知名的批評者。太永

浩批評指出，文在寅對北韓，以及

統一議題採取鴿派政策是「方向上

的錯誤」。他強調，基於他對北

韓瞭解程度的深且廣，他會提出

有別於「無條件協助或無條件對

抗」的「務實」做法。他表示，如

果順利當選，對北韓人將是一大

鼓舞。「一旦北韓人民和菁英人士

看到曾任北韓外交官的太永浩被

南韓人民選出來，我們就會朝著

我們希望的真正統一更近一步。」

◆泰國 8日下午發生一起重

大槍擊案，一名泰國軍隊士官長

賈克潘持槍闖進泰國東北部呵叻

府一座購物中心內進行濫射，已

經造成至少 29人喪生，多人受

傷，最終槍手被安全部隊射殺。

第一個被槍殺的是賈克潘所任職

的第 22彈藥營指揮官。當時他到

了一處房屋討論財產糾紛，他的

指揮官也在場。在爭吵之後，賈

克潘開槍射殺指揮官及其親戚，

接著到基地內朝著其他人開火之

後，就帶著槍枝與子彈，駕駛一

輛悍馬車到軍營附近的購物中

心，隨後賈克潘就進入購物中心

內開槍濫射。

◆愛爾蘭 9日大選結果於
11日出爐，一向處於邊緣地位的

新芬黨（Sinn Fein）贏得歷史性

勝利，躍升為國會第 2大黨，改寫

了愛爾蘭政治版圖。新芬黨是愛

爾蘭共和軍的正式政治組織，曾

主張武力促成愛爾蘭脫離英國獨

立。對於這段歷史，新芬黨強調自

身在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簽署貝爾

法斯特協議時所扮演的角色。除此

之外，新芬黨在選戰時也強調社會

議題，包括：高租金、創新高的遊

民人數，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等。

新芬黨也表示，只要新芬黨參與

組成政府，將會準備推行愛爾蘭

統一公投。第一大黨共和黨黨魁

馬丁不排除與新芬黨合作，但表

示「巨大歧見」依舊存在。

◆薩爾瓦多總統布格磊 7日

向國會提出 1.09億美元貸款，希

望可以改善警察及武裝部隊的裝

備，他當天向支持者表示：「如果

這群無恥之徒今天未通過撥款，

我們 9日再回來繼續抗爭。」但仍

未獲國會通過。 9日，薩國國會

衝入大批荷槍實彈員警及武裝部

隊，強硬要求國會通過撥款，以

加強薩國安全。據悉，布格磊的

做法背後有薩國國防部部長以及

警察局長的支持，不過受到人權

團體的強烈質疑。聯合國呼籲薩

國應進行對話，並且尊重民主制

度，才能保障法治，以及立法機

構的獨立性。

◆奈及利亞政府提出警告，

在其境內爆發一種「怪病」，會引

起嘔吐、腫脹和腹瀉等症狀，在

不到一週的時間，已經造成 15個

人死亡及 104人感染，據稱，患

者在染病的不到 48小時內，就會

死亡。奈國衛生部長 7日指稱，

這似乎並非伊波拉或拉薩熱，亦

不是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

nCoV）。尹漢奈爾稱，目前疾管中

心已在疫區進行緊急因應措施，

有政府官員懷疑該疾病可能是由

捕魚業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引起的。

◆俄羅斯軍火研發商 2月 5

日至 7日於印度舉辦的國防工業

展上，宣布已經開發出全世界射

速最快的 152mm自走榴彈炮，每

分鐘可發射多達 16發砲彈。並宣

稱，能夠從不同角度發射出多枚砲

彈，然後又能同時命中目標。這個

被命為「聯盟 -SV」（Coalition-

SV）的自走榴彈砲，主要武裝是一

門 2A88 152毫米榴彈炮，曾經

在去年俄羅斯勝利日閱兵式中登

場。今年將進行限量生產，預計在

2022年投入現役。

病資金，以對付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此外，白宮官員透露，政府

已通知國會，可能從 2020財年起

重新規畫 1.36億美元，用以應付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預算還要求重新制定川普政

府對個人和家庭的減稅措施，而

對Medicare處方藥定價的修改，

將會節省 1300億美元。川普在國

情咨文講話中提及，國會將大幅

降低藥物價格。咨文中述明：「我

一直在與愛荷華州參議員查克．

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

以及其他國會議員交談，以期就

藥品定價做一些事情。我呼籲兩

黨立法，實現大幅降低處方藥價

格的目標，我會立即將其簽署為

法律。」

此外，預算撥出 20億美元資

金用於修建美國南部邊界的邊境

牆，較去年的 50億美元來得低。

環境保護署（EPA）資金將被

大幅削減 26%。川普政府認為奧

巴馬時代的 EPA法規和監督損害

經濟，卻收效甚微，而將其撤回。

分析師預計國會議員將在 11

月大選後，對預算案做出決定。

白宮提議在未來 10年內削減

4.4兆美元的政府支出，其中可從

必須支出的計畫中節省2兆美元，

包括：改革聯邦醫療保險（Me-

dicare，紅藍卡）處方藥的價格機

制而節省 1300億美元、醫療補助

計畫（Medicaid，白卡）和糧食

券計畫節省 2920億美元，以及聯

邦殘障福利節省 700億美元。

美国總統川普2月10日發布2021年
4.8兆美元財政預算計畫。（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