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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国汉堡12月7日电（记者张远
任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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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默克尔的亲密盟
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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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丈夫换角色与丈夫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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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绩出色地方政绩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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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中寻革新稳健中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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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韩国国防部防卫事业厅7日
批准，从美国增购数十枚“标准—2”（SM—2）
型舰对空导弹，由“宙斯盾”级驱逐舰搭载。

韩联社报道，韩国打算2023年至2027年
建造3艘配备“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2013
年起，韩方开始向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购买

“SM—2”型舰对空导弹，以提升导弹侦测和追
踪能力。这批导弹预期在2023年驱逐舰建成
后正式引进并投入使用。

防卫事业厅7日召开防卫事业推进委员会
会议，批准增购“SM—2”型舰对空导弹。防卫
事业厅一名官员以不公开姓名为条件告诉媒体
记者，增购合同金额为大约3400亿韩元（约合

20.9亿元人民币）。出于安全考虑，这名官员没
有公开增购的具体数量，说将购买“数十枚”。

韩朝关系近来出现和解氛围。韩朝领导
人9月19日平壤会晤期间，韩朝军方签署《〈板
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约定采取实质
性举措，消除朝鲜半岛战争威胁，终结包括非
军事区在内所有地域的军事敌对状态，把朝鲜
半岛建设成“永久的和平地带”。

迄今，韩朝已基本完成板门店共同警备区
各自一侧的扫雷作业、拆除非军事区部分哨所。

不过，路透社报道，韩方继续强化防空系
统，11 月决定向以色列购买两套雷达预警系
统。美国国务院9月批准一份26亿美元的对
韩军售合同，包括6架波音P—8A型“海神”反
潜巡逻机和64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爱国者”拦截导弹。

据新华社电 韩国统一部8日说，韩国
一个由政府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当天
上午启程前往朝鲜，与朝方人员联合考察
东海线铁路。

韩方考察团有 28 名成员，8 日乘坐大
客车进入朝鲜。韩国统一部说，他们将与
朝方人员共同考察东海线铁路 10 天。考
察路段从金刚山到豆满江，长度大约 800
公里。

这是韩方派往朝鲜的第二个铁路考察
团。11月30日至本月5日，韩方首个铁路
考察团赴朝考察位于西海岸的京义线铁
路。

韩国媒体报道，第二批赴朝考察团成
员将与首批考察团中留在朝鲜的人员会
合。另外，考察京义线后留在朝鲜的列车
将从平壤驶往东海线。

联合考察是为南北铁路对接和现代化
改造项目做准备。联合国11月给予韩朝跨
境铁路联合考察以制裁豁免。

跨境铁路考察旨在落实《9月平壤共同
宣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
统文在寅9月19日在朝鲜首都平壤会晤并
签署这一宣言，就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加
强北南交流合作、把半岛建成永久和平地
带等议题达成一致。

德国执政联盟成员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7
日在西部城市汉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秘书长
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为新一任党主席，
替代已经占据这一职位18年的安格拉·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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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吉隆坡12月8日电（记者林昊
王大玮）2018 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评选结
果8日揭晓，“变”当选为年度汉字。

本年度汉字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马来
西亚籍人士投票选出，共收到有效投票
35871票。经过统计，“变”字以41%的得票
率当选，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汉字分别为

“新”和“望”。
主办方之一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

会长方天兴表示，“变”字当选反映了马来
西亚大选等系列事件，很有代表性。

同为主办方的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

主席吴恒灿说，今年是连续第八年举办
年度汉字评选活动。8 年来，这一活动在
马来西亚越来越受欢迎，参与度越来越
高，这对于汉字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意义
重大。

当天，近百位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以
各种书体书写年度汉字“变”，推广书法艺
术。

马来西亚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始于2011
年，是中国以外举办类似评选活动的少数
国家之一。2017 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为

“路”。

女盟友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

1212月月77日日，，在德国汉堡在德国汉堡，，克兰普克兰普--卡伦鲍尔卡伦鲍尔（（左左））成为新一届基民成为新一届基民
盟主席后向人们挥手盟主席后向人们挥手，，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旁鼓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旁鼓掌。。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韩国拟增购美国舰对空导弹韩国拟增购美国舰对空导弹

德国基民盟

迎后默克尔时代

韩考察团赴朝考察东海线铁路

2018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