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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朔尔茨总理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

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ꎬ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

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ꎮ 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

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

交手段变化的范畴ꎬ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ꎬ但

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ꎬ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

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

场的变化ꎬ加上其他外部压力ꎬ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

来的“战略回缩”ꎬ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ꎮ 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

时ꎬ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ꎬ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

需要整固的过程ꎮ 无论如何ꎬ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

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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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分支ꎬ外交政策(广义上包括安全与防务政策)是外交决策

行为体基于对国际和国内环境的认知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而做出的计

划ꎮ 它的制定是行为体经过适当的算计和基于明确的目标导向做出的ꎬ根本目的在于

解决特定问题或促进国际格局的变化ꎮ① 然而ꎬ需注意的是ꎬ由于国家所处的国际和

国内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ꎬ而且ꎬ决策者对国际和国内环境的认知也具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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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特点ꎬ因此ꎬ行为体会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对其外交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ꎮ
“变化”显然成为外交政策的普遍特性ꎬ对一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不能忽略对其变化的

关注ꎬ而当一国的外交政策“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ꎬ我们则可以将其称作“转型”ꎮ 显

而易见ꎬ外交政策的转型具有更为深刻的动因ꎬ并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ꎮ
长期以来ꎬ国内外学者对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讨论ꎬ主要围绕统一后的德国外交

政策究竟是以延续为主ꎬ还是存在明显变化的问题而展开ꎮ① 譬如ꎬ有研究认为ꎬ统一

后的德国外交政策主要以延续为主ꎬ德国一如既往地奉行过去数十年来遵循的融入西

方的政策和行为模式ꎮ② 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教训在德国政治精英

和民众心中根深蒂固ꎬ受“克制文化”的制约ꎬ德国外交政策难以出现根本性的变化ꎮ③

然而ꎬ也有学者指出ꎬ虽然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延续为主ꎬ但在延续中也有变

化ꎮ④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ꎬ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得以大幅提升ꎬ国内外要

求德国在欧盟内发挥领导作用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ꎮ 在此背景下ꎬ德
国踏上“正常化”的道路ꎬ变得越来越敢于追逐本国利益ꎬ并对其外交政策进行相应调

整ꎮ⑤

尽管 ２０１３ 年默克尔政府在进入第三个任期后尝试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ꎬ但当时

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仍然处于“量变”的范畴ꎮ⑥ 然而ꎬ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朔尔

茨总理在 ２ 月 ２７ 日联邦议院紧急会议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和大幅增加国

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ꎬ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ꎬ⑦

并对德国和欧洲的安全与防务格局产生长期而又深远的影响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德国外

交与安全政策的此番转型及其背后动因展开分析ꎮ 本文援用赫尔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Ｈｅｒ￣
ｍａｎｎ)的外交政策变化分析模型ꎬ同时将“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纳入研究

范畴ꎬ通过分析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和立场转变ꎬ探讨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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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现“历史性转型”的动因ꎬ并展望德国新政府推进这一目标时可能面临的挑战ꎬ以

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可能的影响有更清晰的把握ꎮ

一　 外交政策变化的理论及分析框架

外交政策变化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较短时间内出现的、重要而又全面

的变化ꎬ体现为一国在国际体系内与其他行为体互动行为和方式的改变ꎮ① 自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们寻求超越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限制ꎬ探索分析

外交政策变化的有效理论ꎮ② 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ꎬ在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

景下ꎬ许多国家选择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彻底变革ꎮ 自那时起ꎬ学者们对外交政策变化

开展了诸多研究ꎬ相关理论成果颇丰ꎬ尤其对外交政策变化的类型和动因进行了多维

度的探讨ꎮ

(一)外交政策变化的类型

由于衡量维度的差异ꎬ学者们对外交政策变化类型的区分有所不同ꎮ 譬如ꎬ罗赛

蒂(Ｊｅｒｅｌ Ａ. Ｒｏｓａｔｉ)等学者提出“强化”(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细化”(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改革”

(Ｒｅｆｏｒｍ)和“重组”(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四个变化层次ꎬ分别对应于一国外交政策范围、目

标和战略的“微小”“轻微”“适度”和“重大”变化ꎮ③ 又如ꎬ霍尔斯蒂(Ｋａｌｅｖｉ Ｊ. Ｈｏｌｓｔｉ)

主要基于一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程度差异进行分类ꎬ认为外交政策变化涵盖了四个方

面ꎬ分别是:(１)外部参与水平的变化ꎬ即国家的外部交往程度由高到低ꎬ或由低到高

的调整ꎻ(２)与外部渗透的类型以及根源有关的政策变化ꎬ如政府调整外交政策以降

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渗透ꎻ(３)国家外部参与的方向和模式变化ꎬ

如一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变化ꎻ(４)军事或外交承诺的变化ꎬ

即一国政府改变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或外交承诺ꎮ④

赫尔曼则根据外交政策手段、目标与国际导向的变化与否ꎬ把外交政策变化划分

为四个层级ꎬ分别是:(１)微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ꎻ(２)手段变化(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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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ꎻ(３)问题或目标变化(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Ｇｏ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和(４)国际导向变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ꎮ① 首先ꎬ微调主要与国家实现外交目标的努力程度有关ꎬ即政府

实现目标的努力程度高低的调整ꎬ或是对象范围的变化 (如目标类别的细化)ꎬ但外交

政策的内容、手段和目标没有改变ꎮ 其次ꎬ手段变化指的是政府实现外交目标或者解

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ꎬ如新手段、新工具的运用ꎬ换言之ꎬ内容和手段发

生调整ꎬ但目标却没有改变ꎮ 再次ꎬ问题或目标变化指的是外交政策所针对的最初问

题或目标被取代或干脆被放弃的情况ꎮ 最后ꎬ国际导向变化是外交政策变化的最极端

形式ꎬ因为这涉及政治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重新定向ꎬ这一变化是对国家的国际角色

和行为进行根本性的调整ꎮ 在此过程中ꎬ不是一项政策ꎬ而是许多政策都或多或少地

同时发生改变ꎮ② 根据赫尔曼的观点ꎬ后三个层级的变化已经达到外交政策的重新定

向(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ꎬ也就是本文所指的“转型”范畴ꎮ 但赫尔曼也强调ꎬ以上只是理论上

的分类ꎬ在实证中难以对这些变化层级进行明确区分ꎮ
(二)外交政策变化的动因

除了对外交政策变化水平和类型的关注ꎬ一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动因历来是国际关

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ꎬ学者们对此形成不同的研究进路ꎮ 例如ꎬ古斯塔夫森( Ｊａｋｏｂ
Ｇｕｓｔａｖｓｓｏｎ)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三要素”分析模型ꎬ指出有三个要素共同

对外交政策的变化发挥了作用ꎬ即“基本结构性条件的变化、战略性的政治领导和某

种危机的出现”ꎮ③ 其中ꎬ古斯塔夫森将基本结构性条件划分为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ꎬ
认为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同步变化引发了外交政策的变化ꎮ 在对政治领导的分析方面ꎬ
他尤其强调决策者认知因素的作用ꎮ 结构性条件的改变要想对外交政策变化产生影

响ꎬ必须通过决策者的认识和反应这一中间过程ꎮ 简言之ꎬ结构性条件的变化是外交

政策变化的来源ꎬ但这些来源需要被个体决策者所感知ꎬ并引发决策者认知和行动上

的转变ꎬ才能对外交政策变化发生作用ꎮ④ 针对危机的影响ꎬ古斯塔夫森则指出ꎬ由于

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引发后果上的重大性ꎬ危机有时甚至成为外交政策变化的决定

性因素ꎮ⑤

赫尔曼的分析模型与古斯塔夫森类似ꎬ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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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因素ꎬ并将危机归入外部因素加以考察ꎬ为此ꎬ赫尔曼从四个视角探讨外交政策变化

的根源ꎮ① 首先是领导者的驱动(Ｌｅａｄｅｒ ｄｒｉｖｅｎ)作用ꎬ表现为外交政策的变化往往是

由国家最有权威的决策者(通常是政府首脑)推动的ꎮ 在推动政策变化的过程中ꎬ领

导者必须有信心、权力和能力来迫使其领导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ꎮ 其次ꎬ行政人员的

倡议(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也是外交政策变化的根源之一ꎬ体现为政策变化的倡议常

常由政府机构中的一些中层官员或相关的政治行为体提出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政府的

中层官员比上级更了解现行政策的有效性ꎮ 他们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有更敏锐的认识ꎬ

因此更清楚应如何调整政策以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ꎮ 再次ꎬ国内重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对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略ꎮ 赫尔曼认为ꎬ外交政策变化的推动

力亦可来自政府部门之外ꎬ即那些“有权使政府具有合法性的群体”ꎬ当这些群体的外

交政策偏好出现了变化ꎬ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可能发生相应变化ꎮ 最后ꎬ外部冲击(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ｓｈｏｃｋｓ)对外交政策变化也具有推动作用ꎬ这类因素主要表现为重大的国际(危

机)事件ꎮ 根据赫尔曼的观点ꎬ以上四个因素是理解外交政策变化根源的重要视角ꎬ

它们既可以同时发挥作用ꎬ又存在相互作用ꎬ如其中一个因素(外部冲击)可以激活另

一个因素(领导者驱动)而共同施加影响ꎮ②

(三)本文分析框架

综上ꎬ一国的外交政策变化是一种复杂现象ꎬ有关外交政策变化的程度分析及其

背后动因的研究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ꎮ③ 为了对这一现象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ꎬ学

者们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ꎮ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仅仅对变化程度或动因的关注ꎬ赫尔曼

的分析框架将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ꎮ 此外ꎬ他还探讨了决策过程作为中介机制对政策

结果的重要影响ꎬ指出为了推动外交政策变化ꎬ行为体在决策过程中采取了诸多行动ꎬ

其中任何阶段都可以促进或阻碍政策变化ꎮ 总之ꎬ赫尔曼的分析模型是外交政策变化

研究中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ꎬ因此在研究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ꎮ④ 鉴于此ꎬ本文主

要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ꎬ对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变化程度

及其动因进行分析ꎮ

需指出的是ꎬ本文在分析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变化的动因时ꎬ还关注“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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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ꎮ 因为“历史记忆”作为观念性因素ꎬ被视为研究德国外交政

策时不可忽略的重要视角ꎮ 由于历史的原因ꎬ与“历史罪责”有关的特殊记忆对德国

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ꎬ与大屠杀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历史记忆”通过影响德国民众、国家领导人和政治精英的

心理认知和外交政策偏好ꎬ为战后德国外交决策提供导向和依据ꎬ如德国民众出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创伤形成的反战心理ꎬ推动施罗德政府在 ２００２ 年美伊战争中做出

拒绝联邦国防军外派的决定ꎮ “历史记忆”还通过塑造德国国家认同、国家利益的方

式以及在国际层面塑造他国对德国的认知作用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ꎬ如历届

德国政府基于“历史记忆”在战后坚定奉行“融入西方”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外交方

针ꎮ 另一方面ꎬ“历史记忆”对于德国外交决策的意义ꎬ还体现在外交决策行为体多次

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策略性使用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ꎬ如施罗德在科索沃战

争时期利用了“不再有奥斯威辛”的记忆ꎬ①为联邦国防军参与海外行动的决定提供依

据ꎬ又如默克尔在难民危机时期通过对德国历史上“移民记忆”的强调ꎬ为其“开放门

户”的决策提供合理性ꎮ②

总之ꎬ“历史记忆”在战后及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概念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

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ꎬ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始终以连续性、稳定性著称ꎮ 因

此ꎬ有学者指出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德国那般ꎬ其“历史记忆”和外交政策是如此紧

密地交织在一起ꎮ③ 然而ꎬ为何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俄

乌冲突中能够冲破“历史记忆”的“束缚”ꎬ做出突破“克制文化”的决定? 鉴于此ꎬ本

文在分析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历史性转型”背后动因时ꎬ在赫尔曼的分析模型中ꎬ融

入“历史记忆”的影响因素ꎮ

二　 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和立场转变

结合德国在俄乌冲突应对中的立场和行动ꎬ可将冲突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ꎬ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任后寻求乌克兰加入北约ꎬ由此引发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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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并与美国、北约进行交涉ꎬ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前ꎮ 在此阶段ꎬ德国致力于通过外交

斡旋和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ꎬ其立场较为谨慎和保守ꎬ拒绝对乌提供武器ꎬ在对俄施加

制裁上也显得犹豫不决而屡遭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批评ꎮ 第二阶段ꎬ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ꎬ宣布向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开展特别军事行动ꎮ

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克兰全境进入战时状态后ꎬ德国的危机应对方式出现重大变化ꎮ

在这一阶段ꎬ尽管“交通灯”联合政府依旧强调通过外交手段敦促实现停火ꎬ但摒弃了

在冲突前期的“保守作为”ꎬ与西方国家一道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ꎬ同时一改德国

以往在军事领域的克制作风ꎬ宣布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和持续提高国防预算ꎮ 第三阶

段ꎬ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顿巴斯决战”打响后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在防务领域大步迈

进ꎬ同意对乌输送重型武器和提供军事培训ꎬ同时加大对俄制裁力度ꎬ但德国始终严守

“不参与战争”的底线ꎮ

(一)俄乌冲突爆发前的“谨慎观望”阶段

俄乌冲突爆发前ꎬ德国主张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ꎬ表示欢迎“一切解决冲突

的外交努力”ꎮ ①联邦总理朔尔茨奉行的是对俄罗斯“划红线”和对乌克兰“伸援手”的

双轨战略ꎮ 一方面ꎬ朔尔茨反复强调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和对话的重要性ꎬ在与普京的

会晤和通话中重申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必要性ꎬ但同时也指出“若俄罗斯对乌发动战

争ꎬ德国将与北约盟友共同应对”ꎮ② 另一方面ꎬ在对乌立场上ꎬ德国则表示乌克兰可

以在经济上“依靠德国”ꎮ 朔尔茨政府在此阶段的对乌政策主要为扩大德国对乌经济

援助ꎬ继续维持作为乌克兰“最有力的金融稳定器”的地位ꎬ以提升乌克兰的经济复原

力ꎮ

随着俄乌局势升温ꎬ部分北约盟友和欧洲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ꎮ 针对乌克

兰几个月以来屡次向德国政府提出武器清单的要求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均以严格的

武器出口指导原则③和执政联盟«联合执政协议»里的相关规定④为由予以拒绝ꎮ 与

此同时ꎬ德国对一些北约国家无端渲染战争气氛的行为深感不满ꎬ认为向乌克兰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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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 年ꎬ德国通过了«联邦政府关于输出武器和其他军备物资的政策原则»ꎬ该文件规定了“德国不允许
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和与战争有关的其他军事装备”的条款ꎮ 参见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ꎬ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ｓäｔｚｅ 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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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灯”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指出:“联邦政府将奉行不向危机地区出口武器的政治原则ꎬ只有
合理的特殊情况例外ꎬ但必须公开、透明地记录这一情况ꎮ”参见 Ｋ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ｔｒａｇ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ＳＰＤꎬ Ｂüｎｄｎｉｓ ９０ / Ｄｉｅ
Ｇｒüｎｅｎ ｕｎｄ ＦＤＰꎬ Ｍｅｈｒ 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 Ｗａｇｅｎ. Ｂüｎｄｎｉｓ ｆü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ꎬ 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 ｕｎｄ Ｎａｃｈｈａｌｔｉｇｋｅｉｔꎬ ２０２１ꎬ ｐ.１４６ꎮ



武器的做法会导致事态更加恶化ꎬ不利于和平解决危机ꎮ 与此同时ꎬ有西方国家认为ꎬ
德国除了一直拒绝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以外ꎬ也有阻碍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

“嫌疑”ꎮ 譬如ꎬ爱沙尼亚计划向基辅运送一批存放在前民主德国地区的武器ꎬ但转移

它们需要得到德国联邦政府的批准ꎮ 波兰政府曾表示:“令人感到非常失望的是ꎬ柏
林方面一直拒绝批准运输这批武器”ꎮ① 在欧盟内部ꎬ德国对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

培训的提议也提出异议ꎮ 相比之下ꎬ德国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有助于改革乌克兰武装力

量的融资项目———“欧洲和平基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因为在德国看来ꎬ该计

划更符合欧盟的目标ꎮ② 但为了发出“德国始终声援乌克兰”的政治信号ꎬ德国国防部

长兰布雷希特(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Ｌａｍｂｒｅｃｈｔ)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宣布ꎬ联邦政府计划向乌克兰

提供 ５０００ 顶防护头盔ꎬ同时将耗费 ５３０ 万欧元为乌克兰提供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和

必要的培训ꎬ③此举更是引起了乌克兰的嘲笑和不满ꎮ 除乌克兰外ꎬ德国在此阶段的

“保守立场”也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友的批评ꎬ它们认为朔尔茨出于社民党历史

上的对俄友好路线ꎬ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过于软弱ꎬ将德国视为“北约中的薄弱环

节”ꎮ ④在 ２ 月 ６ 日朔尔茨执政后首次访美之际ꎬ不论是德国国内还是国外ꎬ要求德国

纠正“消极立场”的呼声越来越高ꎮ⑤ 这促使朔尔茨在经过几周的谨慎和犹豫之后ꎬ于
２ 月 ２２ 日宣布暂停“北溪 ２ 号”项目的审批进程ꎬ而此前他更愿意将它视作私营领域

的项目ꎬ不愿将其运营与政治挂钩ꎮ
(二)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突破有为”阶段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俄乌冲突爆发后ꎬ“交通灯”联合政府的政策立场出现重大调

整ꎬ并在此阶段突破了在冲突前期的保守做法ꎮ 朔尔茨分别与俄乌双方国家领导人进

行会谈ꎬ敦促尽快实现停火ꎬ还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道分别与俄、乌进行三方通话ꎬ共
同发挥法德在俄乌冲突中的斡旋作用ꎬ并表示会继续致力于同普京沟通ꎮ⑥ 德国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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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外交和非军事手段ꎬ也重视对其他手段的使用ꎮ 对此ꎬ朔尔茨指出:“今后德国依

旧会尽可能地开展外交协调ꎬ但不抱天真的幻想ꎬ即不只是为了对话而对话”ꎮ① 换言

之ꎬ尽管德国仍主张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俄乌危机ꎬ②但认为除了对话ꎬ威慑对于应对当

下面临的危险而言也是必要的手段ꎮ③

在防务领域ꎬ“交通灯”联合政府更是跨越了以往的政策底线ꎬ推动德国防务政策

出现了历史性转型ꎮ 有观察家认为ꎬ此前坚决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德国ꎬ摒弃了

战后一贯奉行的和平主义和军事克制路线:④在 ２ 月 ２７ 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ꎬ朔尔

茨宣布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 １０００ 枚反坦克武器和 ５００ 枚“毒刺”地对空导

弹ꎮ 与此同时ꎬ德国还授权其北约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源自德国的武器ꎮ 不同于德国在

２０１４ 年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时的说法ꎬ即当时联邦政府认为“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

是德国应尽的人道主义责任” ꎬ⑤如今ꎬ朔尔茨在为“交通灯”联合政府对乌输送武器

的决定正名时ꎬ更多地提及“自由、民主”等与价值观有关的词汇ꎬ并将这一决定上升

到捍卫国家安全的层面ꎬ借此表明“面对普京的侵略ꎬ德国没有其他选择”ꎮ⑥ 随着俄

乌冲突愈演愈烈ꎬ“交通灯”联合政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ꎬ如国防部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约两千个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等ꎮ 在俄乌经历多轮协商却没有明确停火迹象后ꎬ德国

对乌克兰的援助除了继续保持在前期以经济援助为主的做法ꎬ还表明将加大对乌克兰

的武装支持力度ꎬ表示“德国已做好准备成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国”ꎮ⑦

除了交付武器的决定ꎬ更重要的是ꎬ朔尔茨还宣布了德国今后将大幅增加国防预

算的决定ꎮ 为此ꎬ“交通灯”联合政府计划设立 １０００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ꎬ对联邦国防

军进行现代化改造ꎮ 并且ꎬ到 ２０２４ 年之前ꎬ德国每年至少把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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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上用于国防开支ꎬ这一做法使得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

量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德国作为北约第二大经济体ꎬ自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从未达到北约

提出的国防开支应占 ＧＤＰ２％的要求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也未明

确指出要实现该目标ꎬ而 ２０２１ 年德国国防支出占 ＧＤＰ 的份额仅为 １.５％ꎮ 不仅如此ꎬ
朔尔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专访时还证实:“为了维护国家利益ꎬ
‘交通灯’联合政府正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导弹防御系统”ꎮ②

在对俄制裁的议题上ꎬ德国在冲突爆发后的立场也进一步清晰ꎬ与西方伙伴共同

对俄施加严厉制裁ꎮ ２ 月 ２６ 日ꎬ德国与美、英、法、意等国家一道ꎬ将部分俄罗斯银行

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ＳＷＩＦＴ)支付系统之外ꎬ随后采取了禁止俄罗斯飞机

进入德国领空等一系列举措ꎮ 对此ꎬ朔尔茨表示ꎬ欧洲及其伙伴已经实施了“有史以

来针对一个大国的最严厉的制裁ꎬ而这只是开始ꎬ德国将进一步加强现有对俄制裁措

施”ꎮ③ 至于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的提议ꎬ在美国和部分东欧国家一直向欧盟施压

的背景下ꎬ德国起初对立即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予以反驳并表示ꎬ抵制俄罗斯石油和

天然气将“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ꎮ④ 但之后ꎬ“交通

灯”联合政府不仅表示德国将争取到 ２０２２ 年底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俄能源进口

的依赖ꎬ还表态寻求在欧盟层面推动对俄实施石油禁运ꎮ⑤

(三)“顿巴斯决战”打响后的严守“不参战”底线阶段

“顿巴斯决战”打响后ꎬ在 ４ 月 ２６ 日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开的国际防长会

议上ꎬ兰布雷希特表示ꎬ联邦政府计划向乌克兰运送“猎豹”防空坦克ꎮ⑥ ４ 月 ２８ 日ꎬ
联邦议院也通过相关提案ꎬ正式批准德国将对乌交付武器范围扩大至重型武器ꎬ此举

凸显了德国在对乌军援方式上的重大转变ꎮ⑦ 此后ꎬ联邦政府不仅进一步承诺对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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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国 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 为例ꎬ若将 ＧＤＰ 的 ２％用于国防支出ꎬ则意味着德国将增加 ２４０ 亿欧元ꎬ即在防务领
域投入 ７１０ 亿欧元(约 ８００ 亿美元)ꎮ 而相比之下ꎬ２０２１ 年ꎬ英、俄、法三国的国防支出分别为 ６１５ 亿美元、６０６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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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现代化的坦克和榴弹炮、现代防空系统和能够探测火炮的现代跟踪雷达ꎬ以及多管

火箭炮ꎬ还计划对乌克兰士兵提供必要的军事培训ꎮ① 此外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在加

大对乌军事援助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俄制裁ꎮ 在采取多轮制裁措施后ꎬ在德国和其他

欧洲国家的共同推动下ꎬ６ 月 ２ 日欧盟正式批准对俄第六轮制裁方案ꎬ包括立即禁止

进口 ７５％的俄罗斯石油ꎬ以及在 ２０２２ 年底前将欧盟从俄进口的石油削减 ９０％等ꎮ②

需注意的是ꎬ在这一阶段ꎬ虽然“交通灯”联合政府做出了交付重型武器的决定ꎬ

但政府成员一再重申ꎬ“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参战方”ꎬ③而交付武器和提供培训

的做法也“并未使得德国成为参战方”ꎮ④ 并且ꎬ朔尔茨在为这一决定辩护时也屡次强

调ꎬ联邦政府“不会做出任何使北约成为参战方的决定”ꎬ⑤这一立场推动朔尔茨对乌

克兰政府有关设立禁飞区的提议始终明确表示拒绝ꎮ 朔尔茨非常清楚ꎬ德国一旦成为

参战方ꎬ德俄、欧俄之间的紧张局势将变得难以挽回ꎬ并在经济和心理上给德国和欧洲

国家人民带来无法逆转的损害ꎬ这不符合自己所做出的“避免德国人民受到伤害ꎬ这

其中就包括保护德国及盟友免受危险”⑥的承诺ꎮ 正因为如此ꎬ在向乌克兰输送重型

和现代化武器方面ꎬ面对泽连斯基总统尤其是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Ａｎｄｒｉｊ

Ｍｅｌｎｙｋ)关于德国相比其他国家向乌输送武器要迟缓得多的指责ꎬ⑦他仍然强调“没有

哪一个国家类似于德国这样大规模地”向乌输送武器ꎮ⑧ 而且ꎬ德国政府在输送如多

管火箭炮等重型武器时ꎬ特别强调与美国的协商ꎬ确保乌方承诺不会把相关武器用于

攻击俄罗斯本土ꎮ 最终ꎬ朔尔茨总理虽然反复重申“俄罗斯不允许、不能且不会赢得

这场战争的胜利”ꎬ但是ꎬ在观察家看来ꎬ他似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样ꎬ持有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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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感到过度受辱”的想法ꎬ以免俄罗斯被逼入绝境而使用核武器ꎮ①

(四)小结

尽管俄乌冲突给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显现ꎬ更

长期、更深远的影响仍有待观察ꎮ 但是ꎬ通过对迄今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和立场

转变的观察ꎬ根据赫尔曼的外交政策变化程度分类ꎬ可以确定的是ꎬ德国外交与安全政

策的变化已经达到第二层级的变化ꎬ即手段变化ꎮ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ꎬ德国应对危

机的手段和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发生了调整ꎮ 在冲突爆发前ꎬ“交通灯”联合政府更

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ꎻ冲突爆发后ꎬ虽然德国依旧强调外交斡旋的重要性ꎬ

但也主张通过更严格的经济制裁和威慑手段解决危机ꎮ 为此ꎬ“交通灯”联合政府不

仅改变立场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以及重型武器ꎬ甚至表示愿意为乌克兰提供

安全保障ꎬ还提出重整军备的一揽子计划和谋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ꎮ② 不过ꎬ德国这

样做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确保自身以及欧洲面对来自俄罗斯方面威胁时的安全保障ꎬ以

及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提升安全与防务自主行动能力ꎮ 换言之ꎬ德国的外交

政策目标并未出现调整ꎮ

总之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立场转变折射了德国外交与安全

政策的转型ꎬ朔尔茨 ２ 月 ２７ 日在联邦议院的历史性演讲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发生了

重大变化ꎬ是德国从根本上反思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起点”ꎬ③或将成为欧洲防务格局发

展进程中的一次“分水岭事件”ꎮ④

三　 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动因分析

赫尔曼从领导者驱动、行政人员的倡议、国内重组和外部冲击四个视角探讨了国

家外交政策变化的根源ꎬ下文将结合上述研究视角ꎬ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动

因展开分析ꎮ 鉴于“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的重要意义ꎬ本文在运用赫尔曼的分析模

７３１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ｉｋｌｅ Ｒｅｉｓｅ ｉｎ ｄｉ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Ｄａｓ ｅｒｗａｒｔｅｔ Ｓｃｈｏｌｚ ａｍ Ｄｏｎｎｅｒｓｔａｇ ｉｎ Ｋｉｅｗ—ｄｉｅｓｅ Ｂａｕｓｔｅｌｌｅｎ ｇｉｌｔ ｅｓ ｚｕ ｌöｓｅｎꎬ”
Ｄｅｒ Ｔａｇｇｅｓｓｐｉｅｇｅｌꎬ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ｇｅｓｓｐｉｅｇｅｌ. 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ｈｅｉｋｌｅ－ ｒｅｉｓｅ－ ｉｎ －ｄｉｅ－ｕｋｒａｉｎｅ－ｄａｓ－ｅｒｗａｒｔｅｔ －
ｓｃｈｏｌｚ－ａｍ－ｄｏｎｎｅｒｓｔａｇ－ｉｎ－ｋｉｅｗ－ｄｉｅｓｅ－ｂａｕｓｔｅｌｌｅｎ－ｇｉｌｔ－ｅｓ－ｚｕ－ｌｏｅｓｅｎ / ２８４２４１５４.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 日ꎬ德国联邦议院以 ５６７ 票赞成、９６ 票反对、２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 １０００ 亿欧元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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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前ꎬ首先关注“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变化ꎮ 此外ꎬ由于“历史记忆”也

涉及他者视角ꎬ因此ꎬ在分析“外部冲击”的影响时ꎬ该部分还将讨论“历史记忆”在其

中的作用变化ꎮ

(一)“历史记忆”的作用

由于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和欧洲国家人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惨痛经

历ꎬ与之有关的“历史记忆”在战后德国的外交话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并成为德国历

届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无法跳出的思维框架ꎮ 然而ꎬ有学者指出ꎬ“历史记忆”对德国

外交政策的克制作用已不如往昔ꎬ①其作用存在弱化的趋势ꎬ以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

不可预测性在增强ꎮ 如今ꎬ“交通灯”联合政府之所以能打破“历史罪责”的束缚ꎬ在一

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所弱化ꎬ减少了朔尔茨总理

及相关外交决策行为体在调整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时面临的阻力ꎮ

第一ꎬ德国政坛和选民群体的代际更替是弱化“历史记忆”对“交通灯”联合政府

外交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其中ꎬ德国政坛的代际更替使得政治精英们制度化“历史

记忆”的推动力呈现减缓趋势ꎮ 尤其在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ꎬ联邦议院中的青年议员数量创

历史新高ꎬ其中约 ３０％的议员年龄在 ４０ 岁或以下ꎬ将近 １０％的议员在两德统一之后

出生ꎬ最年轻的议员年仅 ２３ 岁ꎮ② 除了政客群体以外ꎬ代际更替也体现在选民群体当

中ꎬ８０ 后、９０ 后乃至 ００ 后的选民群体对德国内政与外交的影响力逐渐增强ꎮ 这些新

进入政坛的新世代政客和选民群体关注的议题和政治诉求更加多元化ꎬ他们未必会像

前辈们那样频繁地提及德国历史ꎬ从德国“历史罪责”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有所不同ꎬ

这为“历史记忆”对“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注入了不确定性ꎮ

第二ꎬ德国人口社会结构变化也是弱化“历史记忆”对“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约

束作用的因素ꎮ 自 ２０１５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ꎬ尽管联邦政府采取了收紧措施ꎬ但

仍有超百万难民涌入德国ꎬ导致其人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ꎮ 本土人口出生率不断

下降ꎬ以及外来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升ꎬ极大地推动德国人口社会结构的变

迁ꎬ促使国家认同的弱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ꎮ 那些刚进入德国的移民和难民群体

对德国历史、纳粹历史的观念都比较淡薄ꎬ大部分人不会德语ꎬ也不存在继承与纳粹遗

产相关的罪恶感和责任感ꎬ他们对“忏悔文化”“历史责任”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及德国

本地民众ꎬ而其中不少人会逐步成为选民群体ꎮ 由此ꎬ德国有关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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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时期的“历史记忆”的意义面临挑战ꎬ对“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决策行为体的制

约不如对往届德国政府那样强烈ꎮ

第三ꎬ新危机和新议题的出现也使得“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不如以

往ꎮ 尤其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各种危机接连不断ꎬ诸如环保、人权和数字化等议题的政

治和社会显著性得以提高ꎬ在很大程度上将“历史记忆”挤出“交通灯”联合政府政治

家们的政治议程和德国民众的关注领域ꎬ使得政治精英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对“历史

记忆”的援引不如过去那么频繁ꎬ工具化利用“历史记忆”为其外交政策提供合理性的

驱动力弱化ꎬ因此ꎬ“历史记忆”对德国新政府外交决策的“负面魔咒”自然减弱ꎮ

总之ꎬ由于“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意义和作用受到诸多限制性因素的影

响ꎬ德国外交决策行为体有时会突破“历史记忆”所带来的禁锢ꎬ制定具有重大转变意

义的外交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交通灯”联合政府此次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ꎬ恰

好体现了“历史记忆”作为观念性因素对德国外交的“克制”作用已有所减弱ꎬ这为德

国执政者、政治精英和社会各界摆脱“历史包袱”的限制ꎬ在俄乌冲突中大幅调整其外

交与安全政策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ꎮ

(二)领导者驱动

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ꎬ可以发现ꎬ联邦总理朔尔茨作为德国外交事务的“最终

掌舵人”ꎬ其驱动作用在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有学

者认为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应对方式带有强烈的朔尔茨的个人色

彩ꎬ①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转变以及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决定与其个人的政治

策略、外交认知和政策偏好息息相关ꎬ朔尔茨在诸多公开场合上体现的态度转变本质

上代表了联邦政府的立场变化ꎮ

俄乌冲突爆发前ꎬ曾任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朔尔茨作为社民党内务实派一

员ꎬ更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ꎬ在诸多场合对俄乌冲突的表态主要与“对话、

沟通和斡旋”有关ꎮ 在其影响下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在冲突前期表现为在俄乌之间扮

演调解人的角色ꎬ避免采取任何激化德俄关系的举措ꎬ在对俄实施制裁方面也有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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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ꎮ 在这一阶段ꎬ尽管朔尔茨的危机应对方式被视为“过于被动和责任缺失”ꎬ①但其

立场与社民党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奉行的对俄政策一脉相承ꎬ也符合他在竞选期间

始终强调的“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路线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朔尔茨对国内外

环境的认知出现大幅调整ꎬ其深刻意识到军事实力对于维护德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ꎮ

在乌克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执政联盟伙伴的不断施压下ꎬ一方面ꎬ朔尔茨担心

若不与西方伙伴采取一致立场ꎬ德国将在西方阵营内陷入被孤立的政治困境ꎻ另一方

面ꎬ朔尔茨为了保持执政联盟的团结ꎬ不得不放弃在冲突前期的做法ꎬ指出德国外交与

安全政策的转型“势必所需”ꎮ② 在对俄政策上ꎬ朔尔茨的态度同样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ꎬ措辞变得更加强硬ꎬ将俄乌冲突称为“普京一人的战争”ꎬ并改变立场同意对俄施

加严厉制裁ꎮ 冲突爆发后ꎬ朔尔茨发挥领导作用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民党内“亲

俄派”对俄立场的松动ꎮ③ 此外ꎬ一贯奉行和平主义路线、反对实现北约 ２％目标的绿

党④和在债务问题上历来立场强硬的自民党的态度之所以发生改变ꎬ也要归因于朔尔

茨在执政联盟内部为了达成政策共识所做的协调ꎮ⑤

在防务政策转型方面ꎬ有迹象显示ꎬ朔尔茨此前早有扩大国防支出的意愿ꎬ⑥他在

就任后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首次会晤时就曾表示将“在预算允许的框架里增

加国防支出”ꎬ但由于执政伙伴的阻碍ꎬ这一计划暂时落空ꎮ⑦ 德国«明镜周刊»在线版

也有报道称:“在朔尔茨的推动下ꎬ重整军备的一揽子计划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的组阁谈判

中就已形成ꎬ国防部在讨论后起草了一份长达 ６ 页的机密文件ꎮ 该文件指出ꎬ由于复

杂、昂贵的军备项目往往要持续数年ꎬ需要长期规划和资金保障ꎬ遂提议设立 １０２０ 亿

欧元的联邦国防军特别基金ꎬ并已明确规划‘这笔巨款应该投在哪里’ꎮ” ⑧对此ꎬ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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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认为ꎬ与其说俄乌冲突的爆发是德国增加国防支出的导火索ꎬ倒不如说该事件给总

理府再度拿出“旧文件”提供了“时机之窗”ꎬ而朔尔茨正是利用了这一契机ꎬ为其防务

转型的决定提供合理性ꎮ① 此外ꎬ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的演讲不仅使社会各界感到诧

异ꎬ而且在执政联盟内部也掀起巨大波澜ꎬ这是因为他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增

加国防支出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前ꎬ并没有与执政联盟内部重要成员进行协商ꎬ这一重

大决定可以说是由“朔尔茨一人做出的”ꎮ② 除了联邦财政部长、自民党主席林德纳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ｉｎｄｎｅｒ)在事先与朔尔茨的谈话中被告知相关信息ꎬ包括外交部长和国防

部长在内的大多数“交通灯”联合政府成员都是通过朔尔茨的发言才知晓特别基金的

设立和具体数额ꎮ③ 并且ꎬ在对乌提供重型武器的问题上ꎬ朔尔茨起初为了“避免北约

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和出于“绝对不能有核战争”的考虑ꎬ对此有所顾虑并表示

明确拒绝ꎮ④ 但随着“交通灯”联合政府内部和联盟党成员对乌交付重型武器的呼声

愈发高涨ꎬ以及美国对德国的施压ꎬ⑤朔尔茨在国内外面临的压力增大ꎬ迫使其明确表

态ꎬ并做出同意德国对乌交付重型武器的“艰难决定”ꎮ⑥ 尽管如此ꎬ朔尔茨避免使德

国卷入俄乌冲突的立场并未发生动摇ꎮ

综上ꎬ不论是德国的对俄立场变化ꎬ还是在防务领域的突破ꎬ都离不开朔尔茨作为

政府首脑所发挥的驱动作用ꎬ与其在冲突爆发后的外交理念出现重大转变有着密切联

系ꎮ 另外ꎬ德国在立场转变后依旧强调与俄罗斯保持沟通的重要性ꎬ也离不开朔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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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奉行的务实主义外交宗旨ꎮ①

(三)行政人员的倡议

根据赫尔曼的观点ꎬ行政人员的倡议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施加了重要

影响ꎬ主要表现在“交通灯”联合政府内中层官员的倡议给执政联盟造成一定的压力ꎬ

从而推动了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ꎮ 譬如ꎬ就对乌输送武器而言ꎬ在朔尔茨宣布提供

武器的决定之前ꎬ已有相关政府成员呼吁德国在俄乌冲突中发挥应有的领导力ꎬ要求

朔尔茨等外交决策者无须受制于«联合执政协议»ꎬ对乌提供武器ꎮ② 此外ꎬ在有关增

加国防预算的议题上ꎬ由于长年的资金短缺以及采购系统的缺陷ꎬ联邦政府内部要求

增加国防支出ꎬ以加快联邦国防军现代化建设ꎬ在安全政策上体现更大决心的呼声由

来已久ꎮ③ 经费不足导致联邦国防军在执行军事任务和参与北约大型军演时ꎬ常常需

要多处求援以获得必要的军需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德国国防部提交的«２０２１ 年度主要武

器系统作战准备情况报告»显示ꎬ德国军备作战能力没有得到明显改善ꎬ７７％的主要武

器系统已交付武装部队使用ꎬ其中ꎬ轰炸机的使用率为 ７１％ꎬ而直升机的使用率却只

有 ４０％ꎮ⑤ 联邦国防军陆军总司令迈斯(Ａｌｆｏｎｓ Ｍａｉｓ)曾公开抱怨ꎬ过去几届联邦政府

对提升国防实力的忽视令其感到失望ꎬ他所领导的联邦国防军几乎“两手空空ꎬ对政

治问题能够提供的支持也非常有限”ꎮ⑥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德国防务领域的相关行为

体对增加军费支出、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战备水平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ꎬ如德国联邦武

装部队协会呼吁“交通灯”联合政府立即完善防务政策ꎬ以应对联邦国防军由于战备

不足而导致的作战能力低下的问题ꎮ⑦

需指出的是ꎬ赫尔曼分析模型里所指的“行政人员”主要指政府部门里的中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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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因为在他看来ꎬ这些中层官员更了解国家政治和经济现状ꎬ也知道应如何推动外交

政策的变化ꎮ 然而ꎬ在德国多党联合执政的政治体制下ꎬ在分析“行政人员倡议”这一

维度时ꎬ除了关注政府内中层官员的倡议ꎬ也需将诸如联邦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等重

要的政治行为体的倡议纳入考量ꎮ 究其缘由ꎬ是因为根据«基本法»第 ６５ 条所规定的

部门原则(Ｒｅｓｓｏｒｔｐｒｉｎｚｉｐ)ꎬ在联邦总理制定的指令下ꎬ每位联邦部长独立负责各部事

务并承担责任ꎬ因此ꎬ这些职位高于“中层”的政府成员更是德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有力

推动者ꎮ
在“交通灯”联合政府上台初期ꎬ与朔尔茨对待俄罗斯的谨慎立场相比ꎬ领导经济

和气候保护部的绿党成员哈贝克(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ｂｅｃ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Ａｎｎａｌｅｎａ
Ｂａｅｒｂｏｃｋ)就已主张对俄实施更强硬的价值观外交ꎮ 在朔尔茨宣布中止“北溪 ２ 号”项
目认证程序之前ꎬ哈贝克已屡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中止该项目的必要性ꎬ甚至认为“‘北
溪 ２ 号’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ꎮ① 自就任以来ꎬ他始终致力于使该项目转化为对俄

制裁方案的一部分ꎮ② 此外ꎬ哈贝克也是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坚定拥护者ꎬ俄乌

冲突爆发前ꎬ他就对这一做法表示支持ꎻ冲突爆发后ꎬ更是认为“继续拒绝向乌克兰提

供武器将给德国招致道德灾难ꎬ德国将为此付出被孤立的沉重代价”ꎮ③ 此前坚决反

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贝尔伯克的态度与朔尔茨的立场调整保持同步ꎬ指出“当前是

德国外交政策 １８０ 度大转变的‘正确时刻’”ꎮ④ 并且ꎬ贝尔伯克不仅支持对乌提供武

器ꎬ而且在朔尔茨转变立场以及联邦政府做出对乌输送坦克的决定前ꎬ就要求朔尔茨

发挥领导作用ꎬ敦促“交通灯”联合政府尽快向乌提供重型武器ꎮ⑤ 在增加防务支出方

面ꎬ财政部长林德纳在朔尔茨发表联邦议院演讲前就已表示ꎬ缩减预算已经不合时宜ꎬ
德国必须扭转国防预算下降的趋势ꎮ⑥

总之ꎬ不论是联邦政府部门内的中层官员ꎬ还是诸如部长之类的高层官员ꎬ德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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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与防务领域相关行政人员的倡议都促使“交通灯”联合政府打破德国战后长期奉行

的“去军事化”原则ꎬ做出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和大举增加国防支出的决定ꎮ

(四)国内重组

德国民众外交政策偏好的变迁ꎬ体现在对德国“克制文化”的认同度有所下降上ꎮ

在民意变化的背景下ꎬ“交通灯”联合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ꎬ从而推动了德国外交

与安全政策的转型ꎮ 例如ꎬ在是否应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争议上ꎬ德国民众的立场在

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ꎮ 根据民意测验ꎬ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底时有 ７０％的受访者反

对德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ꎮ① 然而ꎬ到了 ３ 月初ꎬ大多数德国人赞赏朔尔茨政府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态度转变ꎬ约 ７８％的受访者对德国提供武器的决定表示支持ꎮ② 相比之

下ꎬ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时期ꎬ仅有 ２０％的受访者认为德国需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

助ꎮ③ 在有关重型武器交付的争论上ꎬ民调显示ꎬ绝大多数德国公民在“顿巴斯决战”
打响前就已赞成向乌克兰运送坦克和战斗机等重型武器ꎬ５５％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支

持ꎮ④ 此外ꎬ德国民众对防务政策的立场也出现相应变化ꎬ⑤多数德国人不仅支持在北

约东翼部署更多的联邦国防军ꎬ还赞同朔尔茨政府设立特别基金和提升国防预算的决

定ꎮ 对此ꎬ需指出的是ꎬ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支持联邦政府增加国防支出ꎬ

但支持率从未超过一半ꎬ２０１９ 年仅有 ４６％的受访者赞成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ＧＤＰ 的

２％以上ꎬ⑥而当前这一比例为 ６９％ꎬ创历史新高ꎮ⑦ 德国民众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变化ꎬ
亦推动了“交通灯”联合政府在俄乌冲突中的对俄政策调整ꎮ 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

后ꎬ德国民众对俄罗斯的信任度呈大幅下降趋势ꎬ９０％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不再是德

国值得信赖的伙伴ꎮ⑧ 总之ꎬ选民群体的外交倾向变化作为国内重组的体现ꎬ给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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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提高国防支出和调整对俄立场的举措构建了合理性ꎬ并作用于德国新政府的外交政

策变化ꎮ
尽管赫尔曼在其分析模型中未涉及政权更迭引起的外交政策的重新定向ꎬ但政权

更迭作为国内重组的另一表现ꎬ同样可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提供解释力ꎮ 不

同于现有政府对外交政策方向进行的“自我纠正”ꎬ通常情况下ꎬ在经历政权更迭后ꎬ
构成新政府的政治精英们为了凸显自身优势ꎬ倾向于在上台后对内政和外交做出一定

的调整ꎮ① 此外ꎬ由于新政府的组成与旧政权有所不同ꎬ所依赖的国内支持基础也存

在差异ꎬ新政府的政治行为体为了迎合支持者ꎬ树立自身合法性ꎬ亦会调整其外交政策

目标ꎬ甚至有时会做出全盘否定前任政府的外交决策ꎮ②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ꎬ德国执政联盟的组成发生了变化ꎬ执政联盟由默克尔时期的大联

合政府变成 “交通灯”联合政府ꎬ联邦总理的继任者也来自默克尔时期政党谱系的另

一端ꎮ 在«联合执政协议»中ꎬ“交通灯”联合政府作为一个“进步联盟”ꎬ着重强调“德
国对欧洲和世界的责任”ꎬ表明德国的外交、安全和发展政策将“更以价值观为基

础”ꎮ③ 虽然在手段(是更加积极地运用各种外交手段ꎬ还是扩大军事手段的运用)和
重点议题(对俄、对华政策等)方面存在立场差异ꎬ但新政府内部对德国应在国际舞台

上发挥积极作用、承担更多责任ꎬ即继续奉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持有共识ꎮ 因

此ꎬ可以理解的是ꎬ在政权更迭的背景下ꎬ新成立不久的“交通灯”联合政府为了谋求

在外交议题上给选民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ꎬ在俄乌冲突中选择了大幅调整德国外

交政策的做法ꎮ
(五)外部冲击

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动因的考察ꎬ还需关注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ꎮ 对此ꎬ
有学者认为ꎬ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危机ꎬ给德国及欧洲敲响了警钟ꎬ强化了欧洲防务

独立和战略自主意识ꎬ成为德国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长期奉行的鸽派外交和

保守型防务政策的直接导火索ꎮ④ 在过去 ３０ 多年里ꎬ多数欧洲人认为ꎬ基于现有的国

际法规范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ꎬ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

日渐加深ꎬ而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扼制其他国家挑起战乱的念头ꎬ欧洲大陆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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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ꎮ 因此ꎬ欧洲没有必要在军事领域投入过多ꎮ① 但如今ꎬ俄乌冲

突残酷地提醒着德国及欧洲国家ꎬ战争并非可以完全避免ꎬ硬实力在应对危机时仍具

有无可比拟的地位ꎮ② 这场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在欧洲领土上爆发的第一场全面战争ꎬ引

发了德国及欧洲对北约防务战略自信的严重缺失ꎬ使欧洲国家意识到他们在今后必须

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ꎬ英国、芬兰等国政府都对此做出了回应ꎬ德国作为欧洲的

“代言人”也不例外ꎮ③

并且ꎬ对外部冲击的分析ꎬ除了应关注俄乌冲突这一突发性事件外ꎬ也需注意到德

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ꎬ累积的“量变”加上俄乌冲突的爆发ꎬ推动

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质变”ꎮ

第一ꎬ德国突破“历史束缚”大幅增加军备以提升国防实力的举措ꎬ与欧洲国家对

“德国问题”的恐惧心理不再如以往那样强烈有着密切联系ꎮ 两德统一后ꎬ德国长期

遵循“克制文化”传统和强调多边主义等外交政策方针ꎬ以及在欧洲面临诸多危机时

期发挥领导力量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ꎬ赢得了中东欧国家的高度认可ꎬ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他们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担忧ꎮ 以波兰为例ꎬ根据德波研究机构 (Ｄｅｕｔｓｃｈ －

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公布的«２０２１ 年德波政治晴雨表»ꎬ２０２１ 年约 ４８％的波兰人认为德

国强化联邦国防军的做法同样为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提供了保障ꎬ仅有 ２５％

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做法使其感到恐慌(２０１８ 年这一比例为 ３１％)ꎮ④ 随着美俄和欧俄

关系因北约东扩问题日渐紧张ꎬ而中东欧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无法对抗俄罗

斯带来的巨大压力ꎬ多数欧洲国家及其民众对德国重新武装以实现向“正常国家”的

身份转变表示支持ꎬ也要求德国在落实欧洲战略自主中发挥更大作用ꎮ⑤

第二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大幅提升国防支出和实现北约 ２％目标的决定ꎬ除了俄

乌冲突引发德国对其军事实力薄弱的担忧外ꎬ还可归因于北约盟友对德国的不断施

压ꎬ以及美国在自身实力下降的情况下采取的“战略回缩”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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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ꎮ 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ꎬ德国屡因国防支出未达到北约防务支出标准而遭到美

国谴责ꎮ 随着俄乌局势逐渐恶化ꎬ在北约盟友的强大压力下ꎬ“交通灯”联合政府担心

若不与北约保持团结ꎬ德国会被视为北约中的异类ꎮ 这既不利于巩固跨大西洋关系ꎬ

也无法维护国家利益ꎬ因此ꎬ德国必须做出相应改变ꎮ 拜登上台后ꎬ尽管跨大西洋关系

有所修复ꎬ但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ꎮ 北约国家在阿富汗的狼狈撤军和美英澳宣布

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ＡＵＫＵＳ”)ꎬ更是使欧洲国家意识到“美国并非真正回

来了”ꎬ①欧洲不应该忘记特朗普治下的痛苦教训ꎬ必须努力实现更高程度的战略自

主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欧洲国家期待德国作为欧洲最强有力的经济体ꎬ在欧洲共同安全

与防务建设上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责任ꎮ

第三ꎬ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ꎬ大国博弈加剧ꎬ加之近年来欧洲内部遭遇一

系列挑战(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ꎬ使得欧洲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呈

现衰落趋势ꎮ 这进一步扩大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自身实力和行动力下降的担忧ꎬ并

进一步增强其“强身健体”需求的迫切性ꎮ 为了规避在国际舞台上被边缘化的风险ꎬ

２０１９ 年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上台后提出一系列战略计划(“全球门户”倡议、“印太合作

战略”等)ꎬ体现了欧盟谋求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中有所作为的决心ꎮ 俄乌冲突的爆

发推动欧洲地缘政治进入冷战后的最大乱局ꎬ③使欧盟将自身打造成“地缘政治棋手”

有了更紧迫的现实需求ꎮ④ 为了维护欧盟的地缘政治利益ꎬ作为欧盟内实力最强的成

员国ꎬ德国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ꎮ⑤ 在欧盟近年来推出的重大战略中ꎬ德国

都扮演了积极的推手角色ꎬ例如ꎬ德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就出台了«印太指导方针»ꎬ由此

为欧盟印太战略的制定提供了范本ꎮ

四　 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面临的挑战

尽管“交通灯”联合政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一系列决定被视为“正当其时”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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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对德国“终于成为一个正常大国” 表示赞赏ꎮ① 但是ꎬ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

成功转型并非易事ꎬ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面临诸多挑战ꎮ②

(一)内部限制

首先ꎬ政党分歧始终是德国多党制政治体制下内政或外交政策转型面临的主要阻

碍之一ꎮ 这不仅是指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意见分歧ꎬ也涵盖执政党内部的立场差

异ꎮ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ꎬ德国政党体制碎片化加剧ꎬ如今的联邦议院政党格局有着“大党

不大、小党不小”的特点ꎬ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具体议题上的意见分化更加明显ꎬ使得朔

尔茨在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中的驱动作用受限ꎮ 譬如ꎬ对于设立特别基金的提议ꎬ有

基民盟议员提出质疑ꎬ认为大举增加军费可能会以违反债务刹车和破坏财政纪律为代

价ꎬ如果不明确说明特别基金的用途ꎬ将在联邦议院阻挠通过该法案ꎮ③“交通灯”联合

政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ꎬ同样遭到部分反对党成员的批评ꎮ④ 由于设立特别基

金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涉及相关法律的修改ꎬ需在联邦议院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

率ꎬ因此ꎬ与反对党的立场偏差是“交通灯”联合政府谋求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时必须

应对的挑战ꎮ

除了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摩擦ꎬ执政联盟内行政人员的倡议也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ꎬ导致政府决策耗时过长ꎬ需多方协调才能达成妥协ꎮ 例如ꎬ在加快联邦国防军现代

化建设的决定上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内部有反对者表示ꎬ自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德国每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ꎬ但结果并不理想ꎬ仅靠增加军事支出无法在根本上解决

联邦国防军能力不足的问题ꎮ 除了耗费更多资金的做法ꎬ“交通灯”联合政府更需要

考虑的是采取更多措施使国防工业生态系统和采购流程合理化ꎮ⑤ 另外ꎬ不仅执政党

之间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ꎬ实际上ꎬ各个执政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ꎬ如社民党

党内“亲俄派”在对俄施加严厉制裁上有所保留ꎬ党内成员(尤其是左翼)在设立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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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和增加国防预算的议题上与朔尔茨存在意见分歧ꎮ① 而在绿党内部ꎬ也不断有质

疑“交通灯”联合政府违反德国战后和平主义原则的声音ꎬ这些内部分歧使得“交通

灯”联合政府成员对朔尔茨总理的追随意愿下降ꎬ对朔尔茨作为外交事务“掌舵者”的

掌控力形成了阻力ꎮ

其次ꎬ当前“交通灯”联合政府宣布全面解除防疫措施ꎬ而德国新冠肺炎疫情感染

率依然有反复趋势ꎬ以至于疫后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ꎮ 这限制了德国在将来

参与更多国际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ꎬ从而制约“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

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努力ꎬ因为经济实力始终是德国外交能否有更多作为的最重要影响

因素ꎮ 此外ꎬ由于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价格和食品成本飞速上涨ꎬ通胀问题凸显ꎬ引发德

国民众高度担忧和不满ꎮ 根据联邦统计局数据ꎬ德国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通胀率为 ７.３％ꎬ创

１９８１ 年以来历史新高ꎮ② 除了俄乌冲突引发的通胀问题ꎬ对俄施加制裁也给德国经

济、社会带来挑战ꎮ 虽然朔尔茨表示ꎬ大幅增加国防支出的做法不会以牺牲对其他议

题的关注为代价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兑现其在竞选期间对选民做出的

承诺ꎬ如实现社会公正、推动养老金改革和建立高效的医疗系统等ꎮ③ 在此背景下ꎬ

“交通灯”联合政府如何在多个“重要事项”之间保持平衡ꎬ即在对乌克兰加大力度提

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ꎬ加快联邦国防军现代化建设ꎬ并解决好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社会差异加剧问题ꎬ以及同步推进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ꎬ是其外交与安全政策

转型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难题ꎮ

还需指出的是ꎬ在美国的施压和拉拢下ꎬ“交通灯”联合政府明确表示要与俄罗斯

油气资源“做切割”ꎬ④以逐步摆脱德国对俄能源依赖ꎮ 这一表态意味着德国要比原计

划(２０５０ 年)更早实现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ꎬ也意味着德国需为早日实现

使用所谓“自由能源”投入更多资源ꎮ 但如今ꎬ德国为了推动能源供应多样化ꎬ寻求与

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开展能源合作ꎬ这一举措由于与“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组阁后所

强调的价值观外交相悖而遭到多方质疑ꎮ 简言之ꎬ德国对俄能源的高度依赖导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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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为其调整对俄关系付出不菲的代价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ꎬ以及不背离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原则ꎬ也是“交通灯”联合政府在今后需应对的挑

战ꎮ

最后ꎬ民意变化并不彻底ꎬ这同样给“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带

来诸多阻碍ꎮ 尽管在国内重组的背景下ꎬ德国民众的外交政策偏好出现重大变化ꎬ如

今多数德国人支持本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ꎬ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民意不再约束

德国在防务领域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ꎮ 德国民众在战后形成的“反战思想”对领导者

和外交决策行为体的克制作用仍在某种程度上存续ꎮ 德国科尔伯基金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的民意测验表明ꎬ仍有将近 ３０％的受访者反对德国更积极地参加海外行动ꎮ① 尽管俄

乌局势愈演愈烈ꎬ仍有 ７０％的德国人反对北约卷入乌克兰战争ꎬ②这推动朔尔茨及“交

通灯”联合政府成员在俄乌冲突中始终坚守“不参战”的立场ꎮ 在重型武器的交付上ꎬ

德国民众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ꎮ③ 此外ꎬ“交通灯”联合政府设立特别基金的计划也

遭到部分民众的质疑ꎬ甚至有观点认为特别基金的设立并没有增加德国民众的安全

感ꎬ与之相反ꎬ这一做法“将置德国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境地”ꎮ④

总之ꎬ出于历史原因ꎬ德国民众在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上呈现矛盾心理ꎬ他们既

支持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责任ꎬ又在一定程度上害怕“历史重演”ꎬ此种心态限

制了“交通灯”联合政府在防务领域的大步迈进ꎮ 在当前动荡的局面下ꎬ德国多数政

治精英团结一致ꎬ要求重新思考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ꎮ 但从长远来看ꎬ德国政治家

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对德国外交转型“势必所需”的认知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德国人的

理解和支持ꎬ德国民众对运用军事手段的谨慎和克制心理是否会在俄乌冲突停止后再

度显现ꎬ以及他们是否已做好准备接受新的地缘政治观念ꎮ⑤

(二)外部挑战

外部冲击在推动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同时ꎬ也使得这一转型的成功实现面

临诸多不利因素ꎮ 一方面ꎬ在欧盟层面ꎬ尽管“法德轴心”在英国脱欧后的作用有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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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但其他国家的追随意愿持续下降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内部在诸多议题上存在东西、南

北分歧ꎬ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欧盟内地区差异扩大的背景下ꎬ欧盟成员国在财政

负担分摊等议题上的矛盾更加凸显ꎬ欧盟内部政治团结遭遇冲击ꎻ成员国对欧洲防务

独立的立场不一ꎬ法德所追求的欧洲战略自主和防务独立面临挑战ꎬ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德国的防务转型ꎬ因为德国的防务转型始终要置于欧洲防务独立的整体框架

内才更有说服力ꎮ

如今ꎬ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导致欧盟经济增速放缓ꎬ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更是进一步

削弱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ꎬ①对俄制裁给德国及欧洲经济都造成沉重打击ꎮ 随着俄

乌冲突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ꎬ德国在欧盟内的注意力将被推动欧洲疫后经济复苏和

合理分摊乌克兰难民所支配ꎬ这也限制“交通灯”联合政府在防务领域的更多投入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人民对“德国问题”的恐惧心理尚未

完全消失ꎬ这种心理可能会随着俄乌冲突结束以及和平威胁的退却再度显现ꎮ 在欧洲

集体安全问题上ꎬ德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作为”ꎬ仍有待观察ꎮ 换言之ꎬ其

他国家对德国历史的感知仍然制约了“交通灯”联合政府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行动ꎬ

德国在建设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军事能力的同时ꎬ还需时刻牢记向那些经历过战争

苦难的国家及其人民展示德国不会“重蹈覆辙”的决心ꎬ以消除他们对“德国问题”死

灰复燃的担忧ꎮ

另一方面ꎬ美国因素也是德国谋求外交和防务转型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挑战ꎮ 美国

为了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ꎬ更倾向于推动俄乌冲突演变为持久战ꎬ而不是敦促尽快

实现停火ꎬ②这对“交通灯”联合政府的行动力构成了挑战ꎮ 因为俄乌紧张局势持续的

时间越长ꎬ意味着德国为了应对盟友对其施加的压力和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ꎬ需投入

更多财政和军事资源ꎮ 另外ꎬ尽管美国长期施压要求德国履行其北约义务ꎬ也对朔尔

茨提升国防预算的做法表示欢迎ꎬ但实际上ꎬ出于对北约结构复制的担忧ꎬ美国不愿见

到德国及欧洲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防务独立ꎮ 欧盟近年来主张提高战略自主的呼

声日渐高涨ꎬ而美国却通过俄乌冲突强化了美欧在外交和能源供应上的捆绑ꎬ加之欧

洲国家在防务上长期依赖美国ꎬ使得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格局下ꎬ欧洲争取

战略自主的行动力仍然受到限制ꎮ③ 可以预见的是ꎬ“交通灯”联合政府追求欧洲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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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努力将遭到美国及北约盟友的阻挠ꎮ

五　 结论与展望

基于赫尔曼模型的分析发现ꎬ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性转型”已经

超出“量变”的范畴ꎬ达到“质变”的层级ꎬ本质上是德国外交手段和方式的变化ꎮ 诚

然ꎬ这一转型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黑天鹅事件”施加的影响ꎬ但同样不

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的推动作用ꎮ 在“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的克制影响有所弱化的

背景下ꎬ联邦总理朔尔茨作为政府领导人的驱动作用、德国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

行为体的倡议、德国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的立场变化以及“交通灯”联

合政府在上台后强调的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决心和谋求德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

多的责任”ꎬ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此外ꎬ还有一些

外部因素也是分析“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动因时不可忽略的重要

视角ꎮ 如欧洲国家对“德国问题”的恐惧不如以往那样强烈ꎬ甚至期待德国为欧洲安

全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ꎻ美国长期对德国加大国防支出的施压和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

“战略回缩”ꎬ使得近年来欧洲防务独立和战略自主意识的日渐高涨ꎻ欧盟在大国竞争

加剧的背景下谋求维护地缘政治安全等利益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虽然在德国的政治行为体看来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势必所

需”ꎬ但要真正落实这一目标ꎬ联邦政府还需制定更加长远的规划以应对多方挑战ꎮ

在国内ꎬ朔尔茨总理想要继续发挥领导者的驱动作用ꎬ既需进行多方协调克服政党分

歧ꎬ以确保相关提案在联邦议院成功通过ꎻ又要保证德国经济在疫后快速稳健恢复ꎬ使

其能为联邦政府大幅增加军费、加快建设联邦国防军现代化能力的决策提供长期有效

的支撑ꎬ同时又不限制“交通灯”联合政府在其他重要议题领域的必要关注和投入ꎮ

此外ꎬ在转型实践中ꎬ为了保证选民对“交通灯”联合政府的执政满意度ꎬ执政联盟还

需时刻将公众舆论纳入考量ꎬ以避免由于在防务领域“走得太远”而遭到选民的惩罚ꎮ

除了国内压力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努力也需克服来自国

际层面的阻力ꎮ 在欧盟层面ꎬ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抬头给欧洲经济带来冲击ꎬ欧洲在能

源上依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现实使得欧洲国家在对俄施加制裁上存在立场差异ꎮ 另

外ꎬ欧盟内部分歧导致欧洲战略自主步履维艰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在谋求防务转型以

实现欧洲防务独立的同时ꎬ还需解决欧盟内部离心力上升等问题ꎮ 而在北约层面ꎬ由

于美国难以真正接受德国及欧洲在防务上完全摆脱对其依赖ꎬ“交通灯”联合政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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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是ꎬ美国及北约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实践ꎮ 总之ꎬ

尽管“交通灯”联合政府表现出推动德国外交“历史性转型”的雄心ꎬ但是ꎬ由于国内外

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ꎬ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ꎮ

综上ꎬ“交通灯”联合政府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以及输送武器的举措ꎬ不仅是德国应

对俄乌冲突的一时之举ꎮ 换言之ꎬ这一转型不限于“情境性”和“暂时性”的政治策略ꎬ

还是德国在全球治理事务中谋求积极有为外交的重要一步ꎬ是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实现

其地缘政治“雄心”的重大尝试ꎬ①也势必影响到今后德国外交的方方面面ꎮ

首先ꎬ德国新政府促进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一系列举措ꎬ将推动本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大军费强国ꎬ并打造北约框架内的欧洲最大常规军队ꎬ②不仅有助于德法团结ꎬ

还有利于提升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ꎬ给欧洲共同防务建设带来重要契机ꎬ对

欧盟追求战略自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ꎮ 这势必将推动德国及欧盟拥有更大的雄心和

实力在全球范围有所作为ꎬ例如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ꎮ 但是ꎬ欧盟内部对于德

国加强防务存有疑虑ꎬ如法国担心“交通灯”联合政府重整军备的做法既会导致德国

军火制造商日渐成为法国在该领域的专业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ꎬ③又将使得欧洲安全

和防务建设的主导权转移到德国手中ꎬ④不利于法国在欧盟战略自主上发挥领导力ꎬ

进而引发德法之间的政治危机ꎬ削弱法德轴心的作用ꎮ 此外ꎬ德国防务能力的大幅提

升ꎬ还有可能引发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恐惧心理ꎬ从而导致欧洲国家

之间的军备竞赛ꎬ⑤给欧洲一体化建设施加阻碍ꎮ

其次ꎬ朔尔茨“历史性转型”的政治宣言ꎬ与德国过去几十年来“以商促变”的对俄

政策背道而驰ꎬ⑥开启了德俄关系的转变ꎮ 德国诸多政治精英们开始反思并批判过去

３５１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Ｚｅｉｔｅｎｗｅｎｄｅ: Ｈｏｗ Ｗａｒ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ａｓ Ｓｐａｒｋ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ｈａｔ ｂａｌｄ ｇｒößｔｅ 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Ｎａｔｏ－Ａｒｍｅ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ａꎬ ”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ｐｉｅｇｅｌ.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 ｏｌａｆ－ｓｃｈｏｌｚ－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ｈａｔ－ｂａｌｄ－ｇｒｏｅｓｓｔｅ－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ｎａｔｏ－ａｒｍｅｅ－ｉｎ－ｅｕｒｏｐａ－
ａ－ａｂ４６３ｅ８ｆ－２６０３－４ｅｃｄ－ｂ２ｂｅ－８９３０ｄ７ｄ５ｆｃｄ１.

Ｊａｎ Ｄｉｒｋ Ｈｅｒｂｅｒｍａｎｎꎬ “Ｅｓｋａｌｉｅｒｅｎꎬ ｕｍ ｚｕ ｇｅｗｉｎｎｅｎ—Ｅｘｐｅｒｔｅｎ ｆüｒｃｈｔｅｎ ｎｅｕｅｎ ｎｕｋｌｅａｒｅｎ Ｒüｓｔｕｎｇｓｗｅｔｔｌａｕｆꎬ ”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ꎬ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ｋｒｉｅｇ － ｅｓｋａｌｉｅｒｅｎ － ｕｍ － ｚｕ －
ｇｅｗｉｎｎｅｎ－ｅｘｐｅｒｔｅｎ－ｆｕｅｒｃｈｔｅｎ－ｎｅｕｅｎ－ｎｕｋｌｅａｒｅｎ－ｒｕｅｓｔｕｎｇｓｗｅｔｔｌａｕｆ / ２８２２１３００.ｈｔｍｌ.

Ｊａｃｏｂ 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Ｐａｒｋｅｓꎬ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ｚ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ｈｉｐ Ｔｕｒｎ 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ｏ－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ｇａｐ.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ｌｌ－ｓｃｈｏｌｚ－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ｈｉｐ－ｔｕｒｎ－ｂａｃｋ－ｃｌｏｃｋ－ｆｒａｎ￣
ｃｏ－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Ｈöｄｌｍ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ｓｃｈꎬ “Ｗｉｅ ｓｃｈａｆｆｔ ｍａｎ ｅｉｎｅ ｆｒｉｅｄｌｉｃｈｅ Ｗｅｌｔ? Ｄｕｒｃｈ Ａｂｒüｓｔｕｎｇ ｏｄｅｒ Ａｂ￣
ｓｃｈｒｅｃｋｕｎｇ?” Ｓａｌｚｂｕｒｇｅｒ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ꎬ １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ｎ. ａ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ｗｅｌｔ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ｗｉｅ － ｓｃｈａｆｆｔ －ｍａｎ － ｅｉｎｅ －
ｆｒｉｅｄｌｉｃｈｅ－ｗｅｌｔ－ｄｕｒｃｈ－ａｂｒｕｅｓｔｕｎｇ－ｏｄｅｒ－ａｂｓｃｈｒｅｃｋｕｎｇ－１２１１７１４５０.

«德国“历史性转变”背后»ꎬ参考消息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 / ｋｕａｉｐｉｎｇ /
２０２２ / ０３０２ / ２４７１０８３.ｓｈｔｍｌꎮ



的对俄政策ꎬ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甚至坦言“北溪 ２ 号”项目是一个错误ꎮ① 德国在对

俄关系上不再奉行过去 ３０ 年来的“对话优先”(Ｄｉａｌｏｇ ｆｉｒｓｔ)ꎬ而是主张“威慑优先”路

线(Ａｂｓｃｈｒｅｃｋｕｎｇ ｆｉｒｓｔ)ꎬ②这也意味着“交通灯”联合政府与其历史上奉行的“欧洲安

全只能与俄罗斯一起实现”的指导原则相背离ꎮ③ 可以预见的是ꎬ在未来欧洲安全格

局中ꎬ欧俄之间的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对立所取代ꎬ而德国也将不再是欧盟内俄罗

斯利益的代言者ꎮ

最后ꎬ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性转型”推动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巩固ꎬ德美、

欧美在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等方面开展了紧密的协调与合作ꎬ展现了近年来少见的团

结一致ꎮ④ 在欧美对双方缓慢而又长期的“分道扬镳”担忧数年后ꎬ俄乌冲突使欧洲国

家意识到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安全支柱的重要性ꎬ为跨大西洋关系注入一针强心剂ꎮ⑤

但是ꎬ这同样意味着德国及欧盟进一步增加对北约的依赖性ꎬ这种依赖性不仅体现在

防务领域ꎬ也体现在能源领域ꎮ⑥ 在美国的拉拢和施压下ꎬ欧盟在对俄实施能源禁运

的同时将能源需求转向美国ꎬ美国扩大对欧盟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及美欧开启能源合作

计划ꎬ加强了它在能源供应领域对欧洲的捆绑ꎬ⑦这使得欧洲无法实现真正的战略自

主ꎬ德国也无法实现真正的防务独立ꎮ

(作者简介:郑春荣ꎬ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 / 欧盟研究所所长、教授ꎻ李勤ꎬ同

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齐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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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ｃｕｓ.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ａｕｓｌａｎｄ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ｋｒｉｓｅ / ａｎａｌｙｓｅ－ｖｏｎ－ｕｌｒｉｃｈ－ｒｅｉｔｚ－ｓｃｈｏｌｚ－ｐｒａｅ￣
ｓｅｎｔｉｅｒｔ－ｕｎｓｅｒｅ－ｎｅｕｅ－ｓｔａａｔｓｄｏｋｔｒｉｎ－ｕｎｄ－ｅｒｔｅｉｌｔ－ｓｅｌｅｎｓｋｙｊ－ｅｉｎｅ－ｂｉｔｔｅｒｅ－ａｂｓａｇｅ＿ｉｄ＿７２５１７３１１.ｈｔｍ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Ｋａｔｓｉｏｕｌｉｓꎬ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ｅａｄｉｎｇ?”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ｅ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 / ｗｈｅｒｅ－ｅｘａｃｔｌｙ－ｉ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ｈｅａｄｉｎｇ－５７８２ / .

严少华:«俄乌冲突后ꎬ欧盟对美国安全结构性依赖或更深»ꎬ澎湃新闻ꎬ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８１８４７７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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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ｖｅ.ｏｒｇ / ｌａｔｅｓｔ / ｇｅｒｍａｎｙ－ｒｅ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ｏｗｓｋｉ－２２０４２７ / .

«对俄能源禁运实为美国一部“完美”生意经»ꎬ新华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６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０４ / ０６ / ｃ＿１１２８５３６６２８.ｈｔｍ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