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克爾寓選戰於「不戰」
「不戰而屈人之兵」被視為《孫子兵

法》裡的用兵最高境界。今次德國大
選，與早前法國大選多方混戰、英國大
選工黨異軍突起不同，德國的選戰是名
副其實的悶戰，執政基督教民主聯盟
(基民盟)的總理默克爾民望為36%，把
支持率23%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舒爾
茨牢牢地釘在第二位，不少人直言默克
爾的必殺技就是不戰而勝。
默克爾並非高人氣的魅力型領袖，而

是穩陣的管家式人物，帶領德國政治經
濟穩步向前，安然渡過種種難關。從選
前到拉票開始，對決的氣氛並不濃厚，
曾掀起熱潮的「舒爾茨效應」漸漸消

褪。德國輿論認為，默克爾採取閃避球
式競選策略，是為「不對稱遣散」
(asymmetric demobilization)，避開具爭
議議題、減少樹敵，令選民滿足於現
狀，最終「悶」得不願出來投票，低投
票率對默克爾有利。
這策略在2009年和2013年都出現過，

食過番尋味，今年似乎也不例外，基民盟
上月推出新競選海報，顯示一名少女悠閒
地躺在草地，標語是「現在享受夏日，入
秋後作出正確的選擇」。面對默克爾高掛
免戰牌，舒爾茨被迫主動出擊，批評默
克爾不肯參與辯論，是「對民主的攻
擊」，德國《明鏡》周刊也指出「在民主

社會，選舉結果和過程同樣重要」。不過
默克爾對於「挑機」言論不為所動。
2015年默克爾對難民採取「門戶開放」

態度，一度令她陷入執政危機，但德國政府
其後收緊難民政策，風波逐漸平息。經濟數
據也向默克爾送上順風，德國錄得連續12
個季度無間斷的經濟增長，更重要是國民的
收入差距是歐盟最少之列，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研究顯示，德國堅尼系數少
於0.3，比收入相對平均的荷蘭更佳，這令
德國人在歐洲傲視同儕，自我感覺良好。
另一方面，社民黨持續流失工人階層

的支持，這可追溯至該黨前總理施羅德
推出的激進改革，令大批工人失去飯碗

和福利，不少人記恨至今，轉而支持極
右「另類選擇黨」(AfD)，同時隨着人口
下降和產業轉變，藍領選民數目漸漸減
少，動搖了社民黨的根基。社民黨也未
有在難民湧入的問題上，向默克爾窮追
猛打，以防煽動了選民的反難民情緒，
反而令AfD漁人得利，AfD目前僅有約
12%支持率，有望首次躋身國會，但沒
有主流政黨願與其結盟。
現時默克爾對手唯一可寄望的，是逾

30%選民未決定投票意向；默克爾則可能
已把目光放在如何組
閣，還有更棘手的外
交議題。

現年63歲的默克爾2005年當選德國

總理，是歷來最年輕及首名女性政治首

腦。她憑藉務實及溫和的作風，成功帶

領德國經濟成為歐洲火車頭，即使國際

局勢驟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

公投脫歐，以及金融海嘯等震驚全球的

事件，但德國仍安然度過危機， 經濟

增長及就業率維持強勁。選民亦以選票

報答默克爾，她至今已連任三屆，被認

為是世上最有權力的女性。今屆大選她

再度連任呼聲高唱，不少德國人均稱她

為「永恒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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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具權勢女性 默克爾過師奶生活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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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今年1月挾着

高民望，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黨魁，他
積極洗脫在歐洲議會的官僚印象，作風
貼地，引發「舒爾茨效應」，社民黨民
望節節攀升。然而，隨着湧入德國的難
民大幅減少，總理默克爾的開放門戶政
策不再成為箭靶，其穩健的治國政策較
受選民歡迎，間接令「舒爾茨效應」消
散。舒爾茨更被德媒謔稱為「影子拳
手」，對默克爾毫無威脅。
61歲的舒爾茨高中輟學，曾夢想成為
職業足球員，但嚴重膝傷令夢想幻滅。

他於20多歲時酗酒，但最終戒除不良習
慣。他年紀輕輕已踏入政壇，31歲時當
選維爾塞倫市市長，成為北萊茵西法利
亞州歷來最年輕的市長，任職市長11年
後，他當選成為歐洲議會議員，2012年
起出任議長。

歐盟局內人 不獲信任
對於有人指他為歐盟局內人，不獲選

民信任，舒爾茨卻認為自己在歐洲議會
的人脈，有助他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佔重
要一席。有輿論認為，舒爾茨民意下滑

可能是噩運使然。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
民主聯盟在今年3次地選均勝出，主要
是靠地方議題擊敗對手，另外下薩克森
州有綠黨議員變節，令社民黨無法組成
聯合政府。德國《明鏡》周刊更形容，
舒爾茨是「吸引噩運的磁石」。
不過有意見認為，舒爾茨的劣勢是

自己犯錯所致。德國現時經濟向好，
就業率創新高，他提出讓德國更平等
的主張無法吸引選民。他亦曾表示即
使大選失利，仍有意再次競逐社民黨
黨魁，被指過早承認失敗。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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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輟學酗酒中學輟學酗酒
「「影子拳手影子拳手」」過早認輸過早認輸

政策如倒模 社民黨難「坐正」

默克爾從政重要時刻

科爾的科爾的「「小女孩小女孩」」
默克爾曾擔任東德首任民選政府默克爾曾擔任東德首任民選政府

的副發言人的副發言人，，19901990年代表基督教年代表基督教

民主聯盟民主聯盟(CDU)(CDU)參選國會勝出參選國會勝出，，

翌年獲時任總理科爾提名出任婦翌年獲時任總理科爾提名出任婦

女及青年事務部長女及青年事務部長，，成為最年輕成為最年輕

閣員閣員，，科爾更暱稱她為科爾更暱稱她為「「小女小女

孩孩」。」。默克爾在默克爾在CDUCDU的地位不斷的地位不斷

攀升攀升，，科爾其後捲入賄賂醜聞科爾其後捲入賄賂醜聞，，

默克爾公開要求他辭職默克爾公開要求他辭職。。

向核能說向核能說不不
日本福島日本福島20112011年發生核災後年發生核災後，，默默

克爾宣佈於克爾宣佈於20222022年前逐漸淘汰德年前逐漸淘汰德

國所有核反應堆國所有核反應堆。。政府大舉投資政府大舉投資

發展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發展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目標於目標於

20502050 年前年前，，可再生能源提供可再生能源提供

8080%%電力需求電力需求。。

拒減免希拒減免希債債
希臘希臘20102010年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年陷入主權債務危機，，

默克爾拒絕減免希臘債務默克爾拒絕減免希臘債務，，被部被部

分歐盟國家指為吝嗇分歐盟國家指為吝嗇。。她支持她支持33

項總值項總值33,,000000億歐元億歐元((約約22..7777萬億萬億

港元港元))的國際救助方案的國際救助方案，，條件是希條件是希

臘削減預算及大幅加稅臘削減預算及大幅加稅。。

開門迎難開門迎難民民
歐洲前年爆發難民潮歐洲前年爆發難民潮，，默克爾堅默克爾堅

持敞開大門接收難民持敞開大門接收難民，，贏得國際贏得國際

讚賞讚賞。。然而逾百萬難民湧入然而逾百萬難民湧入，，導導

致德國嚴重分化致德國嚴重分化，，默克爾表明會默克爾表明會

「「落閘落閘」。」。

交手特朗交手特朗普普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默克爾默克爾

一反傳統一反傳統，，在祝賀聲明中強調兩在祝賀聲明中強調兩

國未來合作國未來合作，，繫於對方恪守民主繫於對方恪守民主

價值價值，，傳媒為她冠上傳媒為她冠上「「自由世界自由世界

新領袖新領袖」」的稱號的稱號。。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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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社會民主黨近日支持率僅
23%，在大選勝算渺茫。分析認
為，社民黨與默克爾領導的基督
教民主聯盟組成執政大聯盟4年，
在最低工資、提高婦女就業機會
和同性婚姻政策上均取得成績，
問題是選民普遍視社民黨與基民
盟如出一轍，即使社民黨上台，
政策方向不會有明顯改變。當人
氣高企的默克爾一日在位，社民
黨都無望「坐正」，或許當默克
爾退下來，社民黨在下屆大選才
有上台機會。

早前一名社民黨候選人在魏瑪
拉票時，附近市集的選民反應冷
淡，反映社民黨面對的困境。選
民認為社民黨並無特點，不會帶
來創新思維。事實上，作為大聯
盟一員，社民黨難以攻擊基民
盟，而在經濟良好、工資上漲及
失業率創新低的環境下，社民黨
亦很難找到弱點攻擊默克爾。有
民調機構負責人指出，社民黨過
分聚焦社會公義，缺乏宏大計劃
去推動德國現代化。

■《經濟學人》

李鍾洲

20052005年年
宣誓就任宣誓就任

■■默克爾再度默克爾再度
連任總理的呼連任總理的呼
聲高唱入雲聲高唱入雲。。

路透社路透社

■有意見認
為舒爾茨的
劣勢是自己
犯錯所致。

彭博社

雖然默克爾屬於保守派，但實事求是的性
格使她願意採納自由派的理念，令她得

以在德國政治光譜的中間點屹立不倒。這些特
質讓德國人深信她可以處理一切危機，可以照
顧他們的煩腦，為她贏得「媽咪」(Mutti)這個
親切的稱號。

光顧超市 阿爾卑斯山遠足
默克爾有變通的思維，下決定時理性冷靜，
為人謙遜，還帶點黑色幽默。她任內果斷地作
出多項重要決定，包括堅持希臘緊縮開支、廢
除徵兵制、引入父親照顧兒女福利，最近更無
懼黨友不滿，為國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開
路，但親民的性格及平民化的生活，才是她在
政壇歷久不衰的原因。
作為舉足輕重的大國領袖，默克爾私生活非

常低調，與科學家丈夫居於柏林的住宅，光顧
當地超市，休假時會到阿爾卑斯山遠足。分析
認為，德國經濟富裕，人民傾向維持穩定及延
續政策，多於要求變革，務實的默克爾成為領
導國家向前的首選。
不過，默克爾的總理生涯並非一帆風順。

2005年大選，她在大熱情況下僅以些微差距
贏得大選，事後她與中間偏左的社民黨妥協，
組成聯合政府並放棄她的經濟改革計劃，被批
評缺乏視野，是機會主義者。2011年日本福
島核事故後，她毅然宣佈關閉全國核電站，以
及2015年開放邊境讓逾百萬難民入境，這些
爭議決定均引起猛烈批評。

「演說如集體催眠」
今屆大選默克爾主要對手、社民黨黨魁舒爾

茨曾指她試圖令政治變得平淡，形容這是「對
民主的攻擊」，惹來默克爾支持者狠批。但事
實上，不少政治評論員均認為默克爾令國民變
得政治冷感，指她從不指名道姓談政敵，也不
會加入「口水戰」。《明鏡》周刊記者奧桑更
形容默克爾的演說猶如「集體催眠」。
默克爾首任副總理、屬於社民黨的明特費林

形容，「如果你坐在默克爾駕駛的飛機上，你
不用擔心會出現意外，但是你並不知道她會帶
你到哪個地方。」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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