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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华商报》中德商务中

心办理护士来德工作相关手

续。聘用机构协助租房、考

取德国资格证书，欧盟认

可、享受德国员工同等待

遇、交税60个月后即可申请

绿卡（永久居留）。

本商务中心其他服务项目：

在德国成立公司 注册德国与欧盟商标

办理德国商务居留和移民 

微信：1718029526
邮箱：wangweiyunhsb@gmail.com
也可以与本报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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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GmbH
Steuerberatungsgesellschaft

Hans-Thoma-Straße 13
60596  Frankfurt/M

業務范圍︰

會計報表、工資清單

年終結算、納稅申報

稅務咨詢、會計審核

電話︰069-663691808 
傳真︰069-663691850
邮箱：info@hrs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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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69-92881881

Stiftstrasse 6, D-60313 Frankfurt am Main

　　2020首届（香港）紫荆花诗歌奖暨全球
抗疫诗歌公益大赛揭晓，旅德作家谢盛友
获三等奖。
　　此次活动由中华时报传媒集团、世界
华人流行音乐联合会、粤港澳大湾区艺术
联合会主办；《中华时报》社、中华新闻
通讯社承办；湖北省保康县作家协会、贵
州省贵定县作家协会、广州新世纪艺术研
究院协办。从2020年4月发起至今，历时8个
月之久，收到世界各地13516篇作品（其中
海外作品4426篇），共评出119篇获奖作品
及7个优秀组织单位。
　　据悉，2020首届紫荆花诗歌奖暨全球
抗疫诗歌公益大赛颁奖大会将于2021年5月
22－24日在香港大会堂召开。届时，公开
出版和发表的获奖作品集将与广大读者见
面。

　　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入选作品：

　　李文亮

　　作者：谢盛友（德國）

　　文亮已乘黄鹤去，

　　江城空余黄鹤楼。

　　医生一去不复返，

　　九省通衢空悠悠。

　　华夏长哀吹哨人，

　　脂泪流溢鹦鹉洲。

　　一书训诫遭天恨，

　　知音故里使人愁。

谢盛友（You Xie），中德双语专栏作家，
德国班贝格市议员

旅德作家谢盛友获全球抗疫诗歌奖

　　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
八十年代到德国留学，士商两栖，现在是餐
馆老板，兼任班贝格市议员，曾代表CSU（基
督教社会联盟）竞选欧洲欧洲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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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你大胆地向前走，有我们就没有你后顾之忧 !

我们的服务：
• 审查经济年度决算
• 税务咨询
• 企业设立咨询

以及一切税务和财会方面的事务：
• 记账和编制月度财务报表
• 制定工资单和编制工资税报表
• 制定年度决算
• 制定年度税务报表
• 与国际因素协变的持续税务咨询
专门为华人企业提供，与德国企业之间供货和支付业务方面的专业咨询。

博 迈 审计税务会计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BM Partner Revision GmbH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联系人:  王丽 联络电话:  +49 (0) 211/ 96 05 198 L.Wang@bmpartner.de
联系人:  史特凡 罗瑟 联络电话:  +49 (0) 211/ 96 05 03 mail@bmpartner.de
公司地址:  Kanzlerstr. 8, 40472 Düsseldorf, Germany 传真:  +49 211-9605170

BM Partner

AZ_China_128x86mm.indd   1 24.08.2009   11:55:22

　　我们是德国汉堡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税务事务所，税务事务所里有经验丰富的德

国税务师，事务所下中国团队长期来精心专业服务中国客户。在德国工作的中国同

胞，有供养中国亲人义务的，可以退回大部份每年所交的工资所得税。税款直接由德

国税务局退到您在德国本人的帐上。对于不合理的税务Bescheid，我们可以直接代您

向德国税务局提出申诉，争取您的合法权益。

　　办理退税基本材料：每年税总单，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单，寄钱回中国供养亲人的

汇款底单，护照复印件，税务局认可的供养中国亲人的有中德二国文字的供养证明。

　　本事务所办事的原则是：先帮您做好所有材料，供养证明制作翻译，电子税务申

报表格填写，税款预算，递交税务局申报材料，等您事情办成功后，再收手续费。多

年来，我们的成功率是99%以上。

　　本事务所服务范围可以在全德国境内，为个人做每年度的税务申报，所有材料请

直接寄到汉堡办公室。本事务所电话，QQ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内有专人负责，所有

问题当场回复，并协助办理中国亲人的供养证明和回国厨师的养老保险材料。

汉堡专业税务团队 帮您每年税务退钱

寄信地此：Frau  Wen
Lohnsteuerhilfeverein Retour
Waldweg 5, 22393 Hamburg

电话： 040 31767354   手机：0163 3153738
传真： 040  31979584  
专用QQ号： 2062828804 T8/ab351

　 　 袁 沛 博 律 师 拥 有 律 师 及 汉 学 经 济 师 双 重 资 格 （ R e c h t s a n w a l t  u .  D i p l . 
Wirtschaftssinologe）, 其20多年丰富的专业经验及细致热诚的工作态度在客户群中有口
皆碑。作为拥有中德血统的德籍华裔可为您提供真正意义的双母语服务。

愿以毫无阻碍地沟通，为您的事业搭起成功的桥梁
业务范围:

*　移民法:帮您解决入籍, 商业移民，工作签证，居留，难民申请，家庭团聚及融
合班等问题。

*　经济法:为您办理 公司注册，专利，商标申请，合约签订，竞争与工商权利保
障等各项业务。

*　劳工法: 为您解决 劳工合同，劳资纠纷，解约及其涉及的保护与补偿等问题。
*　婚姻法: 代理您办理离婚，财产协议及涉及国际私法的相关程序。
*　刑法: 为您解决一般刑法，交通违规及税务刑事等问题

Rechtsanwaltskanzlei Per Yuen
袁沛博律师事务所

地址: Dorumstr. 23, D-28217 Bremen 电话: 0049 (0)421 3909 9646
传真: 0049 (0)421 3909 9647 手机: 0049 (0)172 417 99 56 

ASIALAWYER001@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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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直接联系退税帮您拿回您的钱
加微信号 00491712032659

请直接拍您的收入总单Ausdruck der elektronischen Lohnsteuerbescheinigung 或 12月份工
资单进我的微信或扫描去我的信箱，将马上分析您的缴税情况和退税结果！

四年内的个人或家庭工资所得税均还可以申报！政府新规定已敲定：自己上交申报的最迟不
超过每年的七月底！通过我们协会的可以延至到第二年的二月底！

我们全德国范围内为您申报退税工作，也包括儿童金申请，租金平衡和资产利息申请等等。

赵女士直接问答直接要求补充直接电子工作。任何地方财政局得到的退税结果Bescheid如果

您有疑问不理想请不超过一个月立刻拍或传给我为您复审反驳！回国的同胞依您的要求将税

款退回国内账上！退税协会Lohnsteuerhilfeverein Beratungsstelle Kronberg 20年为您全德国

范围的您及家庭尽心服务！

微信号：01712032659 电子邮箱 email：tuishui@hotmail.de

电话：06173 809428 传真： 06173 809427 手机：01712032659 中文英文德文福州话

银行IBAN号：DE22 5007 0024 0713 35640 0 BIC：DEUTDEDBFRA

收款人：ZHAO-WEIGAND

收信地址: Frau ZHAO 赵女士    Ringstrasse 7， 61476 Kronberg

新华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建立公司  公司报税  公司注册  虚拟公司  欧盟公司  投资移民
商业计划  会计报表  商标申请  专利注册  会计服务  投资置业

Sino Business Center UG (慕尼黑) Sino Business Center UG (法兰克福)
Konrad-Zuse-Platz 8 (Contora Office Frankfurt GmbH)
81829 München Tanustor 1  60310 Frankfurt
电话 : 089-207042930 电话 : +49-69-50506040            
手机 : 0176-28510521张景棠  (顾问) 手机 : 0159-05300819 王文静  (顾问)
微信: xinhuaGermany6 网站 : www.sino-business-center.com
QQ: 2191468832 电邮 : info@sino-business-office.com

公司主要服务 : 提供办公室 + 建立公司 + 办公室服务 +会计服务

(新 !) * Youtube 广告 : 
德国新华商务中心介绍 Sino Business Center UG (haftungsbeschränkt)

新华公司地点 : 慕尼黑 (德国总部) ; 法兰克福 (德国分部) 

牙医简介：袁牙医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取了牙科学国家考试及牙科博士学 

 位，技术全面，在各方面牙科治疗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专业认证： 正畸，微创种牙，CA@隐形牙套，激光牙科

诊所治疗项目： 种植牙，正畸，儿童牙科，专业洗牙，

  牙周炎，美容牙科等

诊所提供全面牙科治疗，更多治疗项目请见诊所网址

www.mein-zahnarzt-in-duesseldorf.de/zh
地址: Luegallee 136, 40545 Düsseldorf

电话: 0211 555681，或者通过主页网上预约
T8/436,438-448

ab370

利德财务司基   
税务师事务所

咨询项目：
公司成立    企业评估    

投资咨询    工资清算

会计报表    年终结算    

税务申报    德中双重征税协议

服务中国企业，二十余载经验，
税务界的行家，值得您的信赖。

中文专线：孙女士 联系电话：069 - 97 78 67 14
传真: 069 - 97 78 67 95 电邮:info@rydze.de    
网址: www.rydze.de
地址: Bolongarostr.103,  65929 Frankfurt

聘
聘

诚聘会中文

专业或职业

培训人士

长城投资保险咨询有限公司（汉堡）

Great Wall Investments GmbH        Postfach 62 03 31 D-22403 Hamburg
info@greatwall-investments.com www.greatwall-investments.com

总经理 宫红光           电话:040-5263 0008

投资基金 养老基金
养老保险 人寿保险

私人医疗保险
各类大学生医疗保险

购房贷款

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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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Concordia Treuhand
Steuerberatungsgesellschaft mbH

Am Wehrhahn 50
40211  Düsseldorf

mli@concordia-treuhand.com
联系人：
李明扬先生
电话：0211 / 239 70 88
手机：0176 20 918 675
传真：0211 / 239 70 85

注意：
已融入德国社会的容忍居留持有者将有机会

根据最新法律条款取得有效居留许可！

（每周二与周四14:00至18:00为中文服务时间）
Robert-Koch-Str. 2, 70563 Stuttgart

　　三个月前，两名劫匪
在下萨克森州策勒县抢劫
一家珠宝古董店。店主伯
恩德·H（Bernd H.）向
劫匪开枪，致其死亡。之
后，店主因过失杀人罪被
起诉。现在检察院撤消此
案。
　 　 策 勒 市 检 察 机 构 认
为，这位72岁的珠宝商伯恩德·H（Bernd 
H.）是为了自卫而开枪的，并且该行为是合
理的。正如店主所说，为了保护自己和妻子
的生命，他开枪打死了那两个劫匪。
　　珠宝商的律师比约恩·诺德曼（Björn 
Nordmann）表示：“调查人员将这对夫妻
的陈述与犯罪现场的痕迹进行了比较，以确

认两者是否相符。我
的委托人的陈述是可
以理解的，也是可信
的。”
　　策勒州调查局首
席检察官拉尔斯·詹
森（Lars  J anßen）
说 ： “ 根 据 调 查 结
果，检察机构认为，

被告人出于自卫，且该行为是合理的。由于
两名劫匪武装袭击的性质和危险，检察机构
认为，对于被告选择的防御行动来说，没有
较温和的手段。”
　　正如店主的律师所言：“针对店主的诉
讼现在已经结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圣诞节
礼物。”

珠宝商开枪打死劫匪被宣判属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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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原本全球都在等待新冠疫苗上
市，好终结这一年来残害人类的新冠病毒。
没想到如今疫苗真的上市了，政府却又面临
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接种疫苗者是否就
可以拥有不遵守防疫规定的特权，以及受到
商家的优惠待遇。
　　德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政府的决定都要
在法律框架内，而遇到这样一个二战以来前
所未有的瘟疫大流行，针对原法律条文里没
有的新措施、新法案都要经过议会讨论审批
通过。如今疫苗接种者是否应该获得特权、
私人商家是否可以有区别对待，就是各界广
泛争论的议题。

政府官员反对特权
 
　　联邦卫生部长Jens Spahn、内政部长
Horst Seehofer (基社盟)都表示，目前正在共
同对抗大流行，全国更应该团结一致，不能
人为地分裂社会。卫生部长还说：“在每个
人都有机会接种疫苗之前，没有人应该要求
特殊权利。”在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联合政
府内部，甚至有人提出：要尽快通过一个法
律，禁止各行各业（如航空公司、餐饮店、
演艺场所、体育比赛等）给予疫苗接种者特
权和对不接种疫苗的人造成歧视。
　　但是目前德国疫苗接种速度缓慢，有疫
苗生产运输的问题，也有各地接种能力的问
题。到12月31日早上八点，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RKI统计的四天（27日-31日）总共接种人
数刚超过13万人。不仅离卫生部长所说的每
天30万的接种相差甚远，就连他所说的“接
种条例中规定需要优先照顾的人群在明年夏
季完成接种”是否能做到都是未知数。
　　社民党健康专家Karl Lauterbach医生反
对接种疫苗者享有特权的另一个原因，则是
目前并不能排除接种疫苗者还是会感染其他
人的可能性。RKI也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
毕竟疫苗完全起作用要到两剂疫苗都接种完
之后，就第一批接种者来说，至少要一个月
以后了。疫苗制造商BioNTech预计研究结果
将在2月份公布。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理论上的讨论，因为接种疫苗的
只有十几万人，主要是疗养院居民和医务人
员。
 

目前的法律允许特权

　　如果能证明疫苗接种者不再具有传染

性，是否还应该限制他们的公民权利呢？
　　前联邦宪法法院院长Hans-Jürgen Papier
认为， “一旦确定接种疫苗的人不再有感染
风险，从宪法上就没有理由进一步限制有关
人员的基本权利。”他在接受《图片报》采
访时表达了自己观点。
　　现在各界讨论的重点还有航空公司、酒
店、餐馆或其他私营公司是否有权利不让非
疫苗接种者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经历了一年
的两次强封锁、一次软封锁后，德国的经济
遭受重创。大多企业都希望在开始接种疫苗
后，就能赶快重新开张营业。而且为了安全
起见，仅对疫苗接种者开放营业。

疫苗接种卡作为“入场券”？

　　在第一波疫情时，德国卫生部长曾提出
给做抗体检测呈现阴性的健康人（也就意味
着有免疫能力）发免疫卡的方案，被议会否
决了，担心会造成社会分裂的不良后果。那
么给疫苗接种者发接种卡，享受特权呢？不
谈分裂社会的问题，首先问是否合法呢？
　　来自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的律
师Arndt Kempgens，在《图片报》的一个现
场节目中表示：撇开伦理和道德，纯粹从法
律法规的角度来看，这是可能的。
　　Kempgens律师说：“零售业拥有私人自
治和合同自由。因此，交易者或所有者原则
上可以自由决定他们与谁做生意而不与谁做

生意。在商店中，经销商拥有房屋所有权，
因此他们也可以决定谁可以进入
商店，谁不能进入商店。” 更有
意思的是：交易者甚至不需要解
释为什么优先考虑与某些人签订
合同，而不和其他人签约。
　　结论：“原则上，优先考虑
接种疫苗的客户是合法的。”相
反，未接种疫苗的客户可能会被
拒绝。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私人
领域，例如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是否违反公平待遇法？

 
　 　 K e m p g e n s 律 师 说 : “ 普
通 平 等 待 遇 法  ( A l l g e m e i n e s 
G l e i c h b e h a n d l u n g s g e s e t z —
AGG)，旨在防止某些不利因素。特别提到
的是基于种族或族裔，性别，宗教或信仰，
残疾，年龄或性身份的歧视。未提及的是由
于没有疫苗接种而可能处于不利地位，顺便
说一句，这也不符合法律背景。”
　　结论是:“至少根据现行法律版本，不会
违反《普通平等待遇法》”
　　德国今年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中曾经出现
过违背平等待遇法的案例。北威州杜塞尔多
夫市的一家享有“米其林一星”称号的法式
餐厅，老板在自媒体上发文说“不欢迎中
国人”之后，被告违反了《普通平等待遇
法》，也被去了米其林餐厅的封号。
 
老板可以强迫员工接种疫苗吗？

 

　　Kempgens律师说:“如果不是法定的
疫苗接种义务，例如麻疹保护法，那么根
据劳动法，几乎没有疫苗接种义务。 原则
上，员工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来自雇佣合
同。”“在特别敏感或健康的领域，就业合
同可能会有例外。不过基本上，就业合同中
没有疫苗接种义务的。因此，如果就业合同
（例如护士）中没有义务接种疫苗的，雇主
原则上就不能强制员工接种疫苗。”
　　结论是:“员工是否接种疫苗基本上是一
般人权的问题。”
 　　除了律师这么说，德国内政部长Horst 
Seehofer也反对强制性接种疫苗，民众应该
自己决定是否接种。比如已经在养老院开始
的疫苗接种，很多工作人员就明确表示担心
疫苗的副作用，而“不愿意”接种。

难道又是政府的“阴谋”？

　　自新冠病毒瘟疫大流行以来，一直有着
各种的“阴谋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
冠病毒瘟疫是比尔·盖茨策划和发起”的，
因为他投资了疫苗研发，想通过疫情爆发卖
疫苗而牟取暴利。而且，这种阴谋论者还
说，盖茨通过疫苗接种会给人体里安放一个
芯片，从而达到控制人类的目的。“阴谋
论”给德国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
　　而在BioNTech的新款疫苗问世后，又出

现了一个说法：这种根据病毒基因序列制造
出的疫苗，注入人体后会改变人体基因。甚
至呼吁大家不要注射疫苗。
　 　 一 些 极 端 反 对 疫 苗 的 人 ， 还 策 划 到
BioNTech公司示威抗议，因Mainz 市政府没
有批准而作罢。他们甚至要沿途阻止运送疫
苗的车辆。为此警方已经发出了严重警告，
并提供警力保护。
　　德国的疫苗审批机构Paul-Ehrlich-Insitut
研究所所长Klaus Cichutek对此进行了反驳和
说明，改变人体基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也
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疫苗接种的决定权在于个
人。而是否给予接种者“特权”，则属于国
家与社会。

疫苗权利之争分裂德国

新冠之年在阴谋论中结束

疫苗接种

截至2020.12.31早上8点的RKI数据，全德国已
经接种人数131626，占全国人数0.16%

前联邦宪法法院院长Hans-Jürgen Papier

被迫停止营业的餐馆

德国国家法专家、前联邦国防部长Rupert 
Scholz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Kempgens律师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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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众消费习惯发生新变化

　　近日，多家市场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德国民众的消费习
惯发生了许多变化——居家用品销量大增；
民众外出购物频率下降，且倾向于只去一家
实体商店购买所有所需物品；网络购物规模
大幅增长。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近日发布的报
告，德国今年销量增幅最大的10类商品中，
除医疗用品外，几乎都与居家消费有关：园
艺和家庭游乐设备增长53%，办公家具增
长46%，缝纫面料增长38%，游戏机增长
34%，拼图增长26%，油漆涂料增长25%。
　　“从3月下旬开始，充气泳池、小型滑梯
等游乐设备，以及园艺用具的订单开始暴
增。”一位在德国经营电商海外仓的人士介
绍，以往一款花园水泵一年只能卖一个货柜
左右，但今年上半年就销售了6个货柜；今
年电动理发器的销量是往年的10倍；哑铃、
球拍等运动器材的销量增幅也很可观；德国
最大的在线食谱网站“厨师长”表示，疫情防
控期间网站访问量激增，浏览次数最多的食
谱包括美式松饼、面包、比萨、意式千层面
等。面粉、烘焙模具等产品的需求量也大幅
增加。
　　数据显示，民众出行相关消费显著下
降。据捷孚凯统计，今年旅行箱销售减少
55%，导航设备减少49%，旅行指南减少
39%，数码相机减少36%，隐形眼镜及护理
用品减少34%。
　　消费习惯的改变还体现在购物方式上。
市场调查机构尼尔森对德国2万户家庭所做
的调查显示，与过去相比，民众外出购物频
率下降，单次购买量增多，且通常只会去一
家商店，而不像以往逛多家商店，大中型综
合超市相比小型廉价超市更受消费者欢迎。
捷孚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大
中型超市销售额同比增长16.6%，而小型廉
价超市仅增长9%。
　　德国网络购物规模今年迎来爆发式增
长。欧洲知名在线支付公司克拉纳的数据显
示，在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折扣周，德国网
络销售额较去年增长60%，创下新纪录。
德国邮政集团预计，今年包裹数量将达18
亿件，业务量同比增长近15%，创下集团有
史以来最高纪录。为了应对新年期间购物高
峰，德国邮政雇用了1万名新员工，并推出
晚间派送包裹业务。（李强）

德国12月综合PMI环比上升

　　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16日公布的
月度调查结果显示，德国12月综合采购经理
人指数（PMI）从上月终值51.7升至52.5。
　　调查显示，德国12月服务业PMI从上月
的46.0升至47.7，制造业PMI从上月的57.8
升至58.6。
　　埃信华迈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菲尔·史密
斯表示，PMI数值显示德国经济仍相对稳
定，但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更严格的防疫
措施或将影响德国经济韧性。
　　本月13日，德国联邦与各州政府商定，
鉴于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
居高不下，从16日起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
施直至明年1月10日。
　　由于疫情冲击社会经济活动，今年4
月，德国综合PMI曾降至历史低点17.1。德
国综合PMI是衡量该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总产
出的指标。该指标高于荣枯线50意味着相关
行业经济在扩张，反之则为收缩。（记者朱
晟 张雨花）

德国第四季料经济萎缩0.4%，

明年第一季将增0.6%

　　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Ifo)首席经济学家
沃拉博(Klaus Wohlrabe)12月18日表示，由
于旨在遏制疫情的封锁措施已导致经济复苏

放缓，2020年最后三个月德国经济将萎缩
0.4%，明年年初将再次实现增长。
　　12月德国企业信心意外上升之后，沃
拉博表示他预计明年第一季度经济将增长
0.6%，并称在国内客户的推动之下，工业订
单情况看起来不错。
　　沃拉博表示，“工业已经大大改善，特
别是化工和机械工程领域。” (王颖/张涛)

德国12月商业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18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经季节调整后，德国12月商业景气指数
从上月的90.9点升至92.1点。
　　数据显示，在构成德国商业景气指数的
4项指标中，除建筑业指数与此前一个月持
平外，制造业、服务业和贸易指数当月均环
比上升。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
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受访德国企业对行业
经营现状满意度有所改善，对今后发展预期
的怀疑情绪有所降低。“尽管封锁措施对部
分行业造成沉重打击，但总体而言，德国经
济展现出了韧性。”
　　为应对新冠疫情，德国从11月初起关闭
餐饮堂食和文体休闲设施，并于当月下旬收
紧私人聚会人数限制、戴口罩等相关规定。
12月2日，收紧后的措施再度被延长至明年1
月10日。
　　伊弗商业景气指数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发
展的风向标，对观察德国经济形势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记者朱晟　张雨花）

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

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22日发布的报
告显示，受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收紧影
响，明年1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为负
7.3，比12月份调整后的终值下降0.5点，连
续第三个月环比下降。
　　报告显示，反映德国消费者信心的3项
指标中，经济前景指标和购买倾向指标扭转
下行趋势，环比分别上升4.6点和6.1点，但
收入预期指标环比出现下降。
　　捷孚凯专家罗尔夫·比尔克勒表示，由
于大多数商店关门，消费者信心面临“又一
次挫折”。只有当新冠感染率降至可以放松
限制措施时，消费者信心才能有所恢复。
　　德国联邦与各州政府日前商定，鉴于该
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居高不
下，从本月16日起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
直至明年1月10日。
　　自1980年起，捷孚凯每月对大约2000
名德国消费者进行信心指数问卷调查。该指
数是预测德国经济走势和居民消费趋向的先
行指标。（张雨花）

德国出口和外国投资双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德国出口和吸引
外资数据在2020年出现下降。
　　德国外贸协会(BGA)29日预计，德国出
口今年至少萎缩12%，来自美国及英国的需
求大幅下跌。
　　“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在出口方面倒退
了五年，与此同时，疫情也让我们在数字化
方面前进了五年。”BGA主席伯尔纳(Anton 
Boerner)称。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29日称，2020
年外国投资人并购或投资德企数量从去年的
912个减至852个，总金额从650亿欧元降至
610亿欧元。
　　普华永道德国分部私募股权部门负责
人罗伯茨指出，同2017年和2018年相比，
2020年交易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美国投资
人在德活动积极，共达成155项交易，总金
额235亿欧元；其后分别是英国(89项交易)
和瑞士(71项交易)。
　　私募股权投资人常参与中小规模投资活
动。罗伯茨指出，2020年的10大交易中有
4个是由单一投资人实现的，去年德国最大
并购交易便为其中之一：蒂森克虏伯的电梯
业务部门出售给安宏资本和盛丰公司联合财
团。他相信，2021年会有更积极的并购德企
活动，其中一大原因是在2020年未实现的并

购计划会重新实施。

德国PNE集团计划

在越南投资建设风电项目

　　12月15日，德国PNE集团代表与越南平
定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就在该省开展海上风电
建设项目的相关事宜举行了工作会谈。
　　会上，PNE集团代表希望尽早启动位于
平定省符吉县和符美县海域的海上风电建设
项目。该项目的投资总额约达48亿美元。
　　PNE集团预计建造154至166台风力涡
轮机，总容量达到2000 兆瓦。 该建设项目
将分为三期。预计，一期工程的发电规模约
达700兆瓦，投资额为16亿美元。
　　PNE集团承诺将在2021年内开展技术考
察工作，并将于2024年开始进入试点建设阶
段。PNE集团建议平定省为该项目创造便利
条件，同时建议政府和政府总理把该项目补
充列入8号电力发展规划。
　　平定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阮飞龙高度评价
PNE集团实施该项目的决心。同时，承诺
为投资商提供最便利的条件。预计，这将成
为本省的重要能源项目，符合于平定省的主
张，即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
意在充分开发本省自然潜力，符合于目前的
发展趋势。
　　阮飞龙要求该省各厅局、行业和地方完
善各项有关报告和手续以递交政府和工贸
部，建议早日将开项目列入8号电力发展规
划。
　　此前，PNE集团于9月份对该项目进行
了实地考察，做了项目预可行性研究 报告，
然后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投资。目前，德国投
资商在平定省投资建设了3个项目，投资总
额超过1500万美元。（完）

沃达丰斥资逾20亿欧元 
欲吞下德国有线电视提供商Kabel

　　22日欧市早盘，沃达丰集团宣布拟以
每股103欧元现金收购德国有线电视提供商
Kabel Deutschland Holding余下股权，结束
与对冲基金埃利奥特（Elliott）和其他股东
的诉讼。2013年，沃达丰集团斥资77亿欧
元收购了Kabel Deutschland Holding近77%
的股份。
　　沃达丰表示，合计持股比例达到17%
的股东已接受收购要约。如属实，沃达丰已
取得Kabel Deutschland Holding至少94%
股份。根据沃达丰报出的价格计算，此次
收购总价格可达到21.2亿欧元（合25.9亿美
元）。
　 　 此 外 ， 公 司 还 表 示 ， 埃 利 奥 特 、
D.E.Shaw和UBS O‘Connor LLC都已接受该
要约，并同意不向沃达丰采取进一步的法律
行动。
　　此前，上述小股东曾向尼黑地区法院提
出上诉，寻求推翻一项判决，该判决认为沃
达丰在2013年支付的收购价是合适的。
　　截至北京时间17：37，沃达丰集团英国
股价跌0.16%。

丹麦和德国加强海上能源合作

　　德国与丹麦日前宣布，将在北海、波罗
的海水域扩展海上能源合作事宜，将共建海
上“能源岛”，并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
推动欧盟能源转型进程。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PeterAltmaier指
出：“跨国合作建设海上风电项目，对于努
力实现‘碳中和’的欧盟而言尤为重要。海上
能源项目将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制氢领域发
展。”
　　丹麦能源部长DanJ·rgensen表示，丹麦
与德国在能源合作上迈出新的一步，双方将
共同开发海上风电资源，并建设海上“能源
中心”。同时还将在海上能源制氢领域有所
合作。
　　DanJ·rgensen指出，这一合作不仅将大
幅提升两国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同时也将
推动电力多元化转换技术的发展，共同为海
运以及航运提供清洁燃料。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丹麦正积极打造两座海上“能源岛”，每
个电力供给中心装机量至少5吉瓦，从长期
来看，两国在北海以及波罗的海上的可再生

能源装机总量将超过12吉瓦。

欧英达成自贸协议 
德国政府将补贴渔业

　　（丹兰）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在欧盟
谈判方24日与英国达成贸易协定后，德国农
业部长克罗克纳25日承诺，将扶持德国渔
民。这位基民盟政治家表示，未来将必须放
弃在北海的部分捕鱼量，这对德国渔业意味
着痛苦的变化。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将怎样扶持渔民。
在谈判最后阶段，该话题成为最后一个主要
障碍。折中方案规定，在五年半的过渡期
内，欧盟船只在英国水域的鱼获量将减少
25%。之后将每年重新确定捕捞配额。德国
渔业联合会会长Hocker对该协议提出了强烈
批评。
　　根据克罗克纳的信息，目前德国所有鲱
鱼都是来自英国水域。鲭鱼约有一半是来自
英国水域。 
　　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说，由于该协议还需
要得到欧盟成员国的同意，默克尔总理已
于24日表示，将尽快审核长达1246页的协
议。德国政府内阁将于28日就此举行电话会
议。默克尔说：“我对我们将取得良好结果
充满信心。”
　　德国电视一台还报道说，虽然达成协议
让经济界松了一口气。但协议将带来的后果
还是让人们感到压抑。德国工业联合会首席
执行官郎格（Lange）表示: “达成协议比没
有协议要好。”但协议对大部分企业来说，
意味着更多的官僚主义和毫无必要的边界手
续。
　　德国电视一台认为，没有谁比英国首相
约翰逊更需要这份协议了。
　　德国《商报》认为，协议是脱欧强硬派
的最后欢呼。自贸协议的达成标志着脱欧运
动的结束。在随后数年里，欧洲和英国的关
系只会更密切。
　　瑞士《每日导报》则认为，欧英自贸协
议不是英国脱欧的终结，而是英国脱欧的起
点。英国人将在随后数年，也许是数十年
里，和欧盟不断谈判，就像瑞士人一样。英
国人现在是新的瑞士人。

德国内阁为英国脱欧协议“亮绿灯”

　　德国政府副发言人德默尔当地时间28日
透露，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政府内阁当
天在电话会议上“对英欧未来关系协议一致
予以积极评价”，德国对此“亮绿灯”，并将在
欧洲议会上赞同批准该协议。
　　德默尔在记者会上表示，英欧贸易谈判
能够取得这一重大成果离不开欧盟27个成员
国的团结一致，德国政府尤其感谢欧盟负责
与英国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耶及其团队和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此过程中付出的巨
大努力。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部长克勒克纳28
日肯定了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脱欧贸易协定对
食品及农业领域的重要意义。据她介绍，作
为德国农产品的第五大出口国，英国无协议
脱欧情况下给德国造成的出口损失几乎是现
在有协议脱欧情况下出口损失的两倍，尤其
谷物产品、肉类及加工产品、奶制品企业将
受到重创。
　　不过，克勒克纳坦言，成为“第三国”的
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
变化”。在她看来，双方达成的脱欧贸易协
定虽然避免了高昂的出口损失，但会大幅增
加包括查验、清关等在内的行政支出，预计
这笔费用可以达到货物价值的约10%。克勒
克纳警告说，特别是新年伊始，英国和欧盟
的边界很有可能因为新的管控措施而出现一
些行政方面的混乱。
　　随着欧盟与英国12月24日就包括贸易在
内的英欧未来关系协议细节达成一致，历时
4年半的英国“脱欧”进程告一段落。这份协议
对英欧商品和服务贸易、英国海域的捕捞权
分配以及双方在交通、能源、司法等领域的
合作做出安排，目前仍需双方议会批准。据
悉，英国议会将于本周投票，欧洲议会则将
在明年审议协议。在此之前，欧盟各成员国
需要在年内批准从明年1月1日起到2月底临
时实施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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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厦门

dp Rechtsanwälte -an der KÖ-

德国德普律师事务所

用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德国资源

为您在德国经商及居留保驾护航

专业的律师和税务师团队拥有多年中国业务经验，用中文和德文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设有分所办公室，在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

成都及厦门等多个城市设有合作办公室。

我们的法律服务：
民法、商法/商业纠纷、公司法/成立公司/企业合规、房地产法、

合同法、劳动法、投资法/银行和资本市场法、婚姻家庭法、

继承法、刑事法/刑事辩护、税法、交通法、保险法、

知识产权法(包括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及商标专利纠纷)、

外国人居留法(移民法)

我们的税务、会计服务：
税收筹划、纳税申报、协助处理与财税法院的有关事宜和企业税务尽

职调查等事项；日常财务会计、月报、年报及员工工资等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Steinstrasse 2, 40212 Düsseldorf
电话：0211 5441 5352
传真：0211 5441 5354
邮箱：info@law-dus.de

与德国优秀的公证员、律师、税务师、宣誓翻译以及

房产中介等长期紧密合作，为客户打造一站式服务！

杜塞尔多夫德宏商务中心
我们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 撰写商业计划书

 * 在德国设立公司或办事处

 * 公司服务，如公司地址变更，公司架构更换等

 * 德国工作签证/企业家签证/欧盟蓝卡/家庭团聚签证

 * 企业托管服务、企业秘书服务、收发信件及接打电话等服务

 * 虚拟注册地址/公司注册地址服务

 * 办公室租赁/开放式办公桌服务/会议室租赁等服务

 * 德国资源对接及企业合作对接

 * 安家服务/入境协助、户口登记、开立账户、延签陪同等

 * 房地产，德国IHK认证房产咨询师为您寻找最适合的房源，

   陪同看房，协助完成交易流程及办理家装及物业等

 * 协助子女就学、入园以及申请德国各项补助等

德宏商务中心的专业服务团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解

决方案。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的需求，竭诚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校以及

个性化的一站式服务。我们将协助您在德国迅速开拓事业、安居乐业。

联系方式：

Drachen GmbH     杜塞尔多夫德宏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Steinstrasse 2, 40212 Düsseldorf
电话：0211 5441 5352 传真：0211 5441 5354
邮箱：info@ra-drachen.de 网站：www.ra-drachen.de

　　疫情期间很多妇女因为怕感染，所以对
于家暴都忍到了边缘情况下才报警。在德国
有许多“妇女之家”为受家暴侵害的妇女提
供帮助，但是今年的情况表明，许多家暴变
得非常极端，而报警总是被拖延很久很久。
　　而因为疫情的缘故，这些“妇女之家”
的床位，也不可能全部被提供，没有全国统
一性的政策，疫情期间该怎么做？每个机构
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有些机构同当地的旅
馆联合起来，提供避难的空间，但是许多地
方在疫情期间，只能任凭那些受家暴的妇女
自己争执。
　　我认识过一个广东年轻女子，长得非常
漂亮，嫁给一个中餐馆老板。来到德国，可
惜也陷入了家庭暴力。我想，年轻英俊的老
板也是迫于生活压力而借酒浇愁，喝醉后就
暴打太太，理由是她只生了女儿而没生儿
子。这些男人在发泄的时候总要找个什么借
口打掩护。最后，这个年轻太太也是忍无可
忍，逃到了“妇女之家”。

　　疫情期间“妇女之家”的工作人员也到
了崩溃的边缘，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
因为暴力事件明显上升。另外，卫生工作的
负荷也增大。同时，工作的时候，人员之间
要保持距离，这些都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比如，在多特蒙德的一个地区有25家
“ 妇 女 之 家 ” ， 它 们 分 属 两 个 慈 善 机 构
AWO和Caritas。保护妇女的机构分为住家和

咨询两个部分，它们的财政来源自从2017年
起不断提高，2020年又多给了250万欧元。
政府已经答应，明年还会上涨，打算在北威
州建立共64个“妇女之家”。
　　到2022年预计自2017年的571张床位，再
上涨50个床位。其实，在今年12月份已经达
到了这个数字。三四月份的时候，并没有很
多的报警事件。随着疫情的发展，报警的事

件越来越多。这些地方接受妇女的时候，允
许她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因为孩子多数仍然
要母亲照顾。
　　但是“妇女之家”也有许多顾虑，工作
人员也怕病毒传染开来。因为那些孩子还
要去幼儿园或者上学，传染的因素也是很大
的。工作人员还担心，因为隔离政策也使得
许多妇女失去寻求保护的机会。还有一些妇
女因为害羞心理，没有对打她们的配偶报
警，还有一些是因为害怕更严重的报复而沉
默忍受。
　　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孩子也是被伤害
者。“妇女之家”同时也是这些孩子们的
家。这些孩子来到“妇女之家”之后，也要
对他们有许多的照顾。然而经费和物质都很
匮乏，工作人员也非常缺，这对孩子们真是
一场灾难。“妇女之家”的工作人员认为，
政府对此一点都不重视。
　　其实，在疫情期间有问题的地方太多
了，政府怎么能都管得过来？需要人手和钱
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有的妇女之家的床位安置类似青年旅店，
有上下床

疫情下的悲剧：德国妇女宁愿忍受家暴也不愿报警！ 

遭受家暴的妇女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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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2月8日，德国BioNTech和美国
Pfizer（辉瑞）合作研发的最新式mRNA新冠
疫苗BNT162B2在英国开始后，就曾传出疫
苗会导致面瘫、高烧等不良副作用。前不久
在美国开始接种后，甚至还出现护士接种后
被死亡的谣言。尽管之后都有声明、辟谣，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对于这种新型的疫苗存在
怀疑的态度。而在德国，却真正出事了，不
过并不是疫苗本身，而是人为造成的接种失
误，导致4人入院观察治疗。

首日事发：8人打了五倍疫苗针剂

　　在上个星期日，12月27日，全德国开始
了新冠疫苗接种。根据联邦接种条例安排，
首批接种者是80岁以上的老人、疗养院、老
人院的住户和工作人员。到29日早上8点，
累计已经有近42000人打了疫苗。
　　目前德国接种的都是BioNTech的疫苗，
因为这种疫苗的特殊性，除了必须存储在零
下70摄氏度的特质冻库外，在使用之前还要
自然解冻、稀释、分瓶（1瓶含有5剂）等一
系列准备工作，所以工作人员在刚开始接触
这种疫苗时都需要经过培训。
　　但是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梅前
州）Stralsund市的一家老人院，却出现了人
为的疏忽：给8个工作人员（七女一男，38
岁至54岁）注射了没有分瓶的药剂。也就是
说，一小瓶给5人用的原装药剂就用在了1个
人身上。

　　事发后，该养老院所属的Vorpommern-
Rügen县县长Stefan Kerth（SPD）报告说，8
位被打错针的工作人员都被送回家。其中有
4人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为安全起见周
日当晚入院观察。28日下午，有3人出院。
至29日，尚有1人还留在医院里。
　　BioNTech公司一位发言人称，在测试
时，已经做过较大剂量的接种反应，注射部

位的局部不适和流感症状，通常是轻度至中
度且短暂的。没有严重后果。她还强调，公
司随疫苗提供的产品信息里，第一句就是：
“这是一个多剂量的小瓶，使用前必须将其
稀释。”
　　在29日召开的县新闻发布会上，县长
Stefan Kerth和负责接种事务的Zimmermann
都表示，27日的事故不会再出现了。

巴伐利亚州运输疫苗冷链故障

　　如今德国各州的疫苗数量都有限，而梅
前州就浪费了32剂，实在可惜！不过相比之
下，更糟糕的是在巴伐利亚，这里上弗兰肯
地区6个县报告除了冷链问题，原定于27日
开始的疫苗接种被迫延迟。
　　在一份声明中显示：冷藏箱的温度计读
取值不符合要求。也就是说运输到各地的疫
苗应该是在-70C°的冷冻状况下，而这几个
县收到货时发现温度显然不对。
　　Lichtenfels县发言人对德新社表示：1000
瓶疫苗仍留在仓库里。虽然从技术角度来

看，疫苗被认为是完全可以
接种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能
消除任何疑虑，并为公众提
供100%完美的疫苗。
　　重要提示：BioNTech和
辉瑞的疫苗可在-80℃至-60℃
下冷冻保存6个月。然而，解
冻后，未稀释的疫苗可在2℃
至8℃下最多保存5天，在最
高25℃下最多保存2小时。
　　目前只有班贝格市和班
贝格县没有相应的问题。

媒体指德国政府疫苗订购
五大错误

　　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疫苗接种行动
虽然开始了，但是对于一个在自家生产，自
己却晚得到而且还不够的救命产品，除了抱
怨一下联邦政府，德国人也只能摇头叹息
了。看看《图片报》罗列的德国政府的五大
错误：
　　1、过度依赖欧盟。布鲁塞尔的欧盟总
部几个月不作为，德国却为了欧盟的整体
利益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本来德国也计划联
合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先行一步批准疫苗接
种，但考虑到欧盟的团结而放弃了。
　　2、德国政府自己向BioNTech订购3000
万剂疫苗，却没有规定交付时间。所以，德
国得到疫苗就失去了时间上的优势，只能等
BioNTech在执行完欧盟订单之后再给德国供
货，或者同时平行供货。
　　3、政府直到圣诞节才向美国Moderna公
司下单。结果要慢慢排队拿货。这家公司的
疫苗也采取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有
效率也在95%。而且储存和运输可以在接近
常温条件下进行。
　　4、早在今年6月时就知道BioNTech疫
苗非常有效，别国都及时大力订购：7月20
日，英国订3000万剂；7月22日美国订了高
达6亿剂；7月31日日本订1.2亿剂；8月27日
香港订1000万剂。直到 9月9日BioNTech才
收到了欧盟的正式订单（2亿剂，另加1亿选
项）。再到11月11日，追加订购了2亿剂。
结果，美国到4月就可以全民（任何相要的
人）接种，而德国7月底都未必能给全民愿
意接种的人打疫苗。
　　5、德国联邦政府忽视了制造商需要通
过合同量来安排生产规模，接单多了才能快
速扩大生产。因此，订单延迟发出，生产疫
苗的公司就不敢事先增加生产能力和规模。
到现在BioNTech的疫苗供不应求，德国政府
才想到与公司协商，在德国Marburg增加疫
苗生产基地。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疫苗接种登记

　　和记录各州感染数字一样，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RKI）也会记录各州疫苗接种的人

数。接种的数据是向疫苗接种中心和流动疫
苗接种小组收集的。
　　截至12月29日（含）的疫苗接种总数为
41,962。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目前处于领先
地位，有7,000多人接种了疫苗，其中将近三
分之二是养老院和老人院的居民。

不愿意接种疫苗怎么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种疫苗。最新的
民调显示，德国有65%的人表示愿意接种疫
苗，按这个比例差不多有5400万人是疫苗接
种的拥护者。
　　不愿意接种是因为这只疫苗还是个全新
技术的东西，尚未知道其长期副作用。很多
人都对此没有信心。比如在北威州鲁尔河畔
Mülheim市St. Christophorus Stift养老院做接
待工作的Beatrix Gurzan女士 (57岁)，就不愿
意通过疫苗的方式防疫，而更愿意每天做检
测，戴着FFP2口罩，并不断用消毒液洗手。

呼吁强制接种

　　当27日开始疫苗接种时，在北威州盖
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埃森（Essen）
和米尔海姆（Mülheim）的老人院里，一半
的护士进行了接种。而在萨克森-安哈尔特
州，第一家养老院只有四分之一的员工接受
了疫苗接种。
　　基民盟老年人联盟的负责人奥托·沃尔
夫（Otto Wulff，87岁）认为这是不负责任
的。他通过《图片报》呼吁：“护士和医生

必须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有责任考虑到病人的安危，不
能让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医护自己就
是危险分子，那么整个医疗就没有用了。
　 　 柏 林 基 民 盟 议 会 党 团 主 席 B u r k a r d 
Dregger（56岁）对此表示支持：“那些为他
人接种疫苗的人自己不应该被感染。”

德国不会强制接种

　　不论是自民党还是基民盟，都有人反对
疫苗接种义务。对于愿意接种的人，要表示
感谢，不愿意接种的人，也要尊重他们的决
定。
　　总理府部长Helge Braun（基民盟，48
岁）表示：“德国不会强制接种疫苗。接种
疫苗是正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当然
也要保护他人并中断病毒的传播。”

 Otto Wulff（87岁）看上去很健康，
图源：bild

德国疫苗接种惊现多起人为事故

疫苗短缺政府被指有“五大错”
韦云

梅前州当地媒体nordkurier.de上对养老院的报道

ndr北德广播网站上的报道

疫苗接种统计图。绿色框内的数字是各州接种的总人数，白色
框内的数字为各州10万居民中接种的人数

这家养老院的49名员工中，只有35人接种了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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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欧盟已经批准了首个疫苗上市接
种，但德国的接种要到2020年圣诞节后的
12月27日才能正式开始。疫苗尚未到，疫苗
诈骗已经先行！
　　真是防不胜防！德国犯罪团伙很有与时
俱进的眼光，竟然假扮一家知名疫苗公司的
员工，上门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新冠疫
苗接种包”骗钱！

　 　 据 德 国 《 图 片 报 》 报 道 ， 国 际 刑 警
组织 (Internationale kriminalpolizeiliche 
Organ isa t ion )的 秘 书 长 尤 尔 根 ·斯 托 克
（Jürgen Stock）表示：“新冠疫苗将成为
2021年的液态黄金，是来年最有价值的物
品。”疫苗与救命相连，就是无价之宝。

　　他预计，随着疫苗接种的开始，刑事犯
罪将急剧增加。而且，犯罪分子会越来越关
注应对新冠危机的机构，如主管部门、实验
室、研究机构、大学、医院和学校。国际刑
警组织斯托克秘书长警告，“在政府准备发
行疫苗的同时，犯罪组织正计划渗透或中断
供应链。”据悉，目前疫苗的储存和运输均
有警察和武装部队押运监控。
　　在研究新冠疫苗方面，德国在国际上
处于领先地位。德国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办
公室（Bundesamt für Sicherheit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k）主任阿尔恩·舍恩博
姆（Arne Schönbohm）表示：“正因为如
此，目前这些犯罪活动都针对德国疫苗制作
商，或许将对德国疫苗制作商构成极大的危
害。”

对老年人进行疫苗诈骗

　　对德国疫苗制作商是否构成很大的危
害，以及疫苗制作商是否有相对应的手段，
等等这一切尚且不知。不过，早在去年12
月9日，负责疫苗审批的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的电脑网络系统就已经受到黑客攻
击。黑客入侵系统查看了BioNTech和Pfizer

（辉瑞）的有关新冠疫苗的文档。
　　而从去年12月21日，周一，不到24小
时内，仅波恩警方就已经通报了8起疫苗诈
骗事件：犯罪集团假扮新冠疫苗推销人员，
上门诈骗。
　　21日下午13点30分，家住波恩市南郊
的一位64岁独居老年妇女家的门铃被按响。
诈骗犯伪装成一家知名疫苗公司的员工，声
称年满60岁的独居老人是疫苗接种的第一
梯队成员，但是鉴于目前排队等待的时间，
他们可以为她提供“新冠疫苗接种包”，售价

6000欧元。并表示只要接种疫苗，她的生活
就可以恢复常态，结束自我禁闭的生活。
　　据警方称，这名独居老人立刻意识到，
这是诈骗。但她没有着急揭穿，而是假装接
受，并表示家中没有这么钱，要求对方给她
一些时间前往银行取钱。并让骗子晚些时间
过来取钱。当骗子离开之后，她立刻报警。
　　接到报警后，警方派出警员来到这名妇
女家，与她一起等待诈骗犯的再次上门。16
点左右，门铃再次被按响，诈骗犯上门取
钱。被守株待兔的警方抓获。
　　距离德国疫苗接种的时间越来越近，疫
苗诈骗的案件也正在增加，德国警方表示：
新冠疫苗，不属于市场销售的商品，请广大
国民注意。12月4日，德国联邦卫生部就已
发表声明，德国政府将承担新冠疫苗费用，
有意愿的人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假辉瑞（Pfizer）出品的

新冠喷雾剂疫苗

　　最近各大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辉瑞
（Pfizer）出品新冠喷雾剂疫苗？！
　　请华人朋友注意：辉瑞正式官宣：没有
这款Vaporizer的疫苗。
　　据悉，此图是合成图。更为可恶的是，
这些造假者还混淆其产地，宣称是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众所周知，辉瑞疫
苗需要储存在摄氏零下70度的环境，所以，
怎么可能会有这款喷雾剂疫苗呢？！
　　欧美国家的网友看到此图的反应是：“i 
bet yall would get the vaccine if it came like 
this/我敢打赌，如果这样的话，你们都会得
到疫苗的。”
　　就德国而言，虽然已批准从去年12月27
日开始接种疫苗，但对普通民众来说，真正
意义上大规模接种疫苗，预计要等到2021年
7月。在这之前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优先群组
的疫苗接种。
　　在此，特别提醒各位生活工作在德国的
华人朋友们，警惕各类疫苗诈骗，包括上门
推销新冠疫苗的，定是犯罪分子。

各大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辉瑞（Pfizer）出品的新冠喷雾剂疫苗？！
网友在推特上怼假辉瑞疫苗喷雾剂

德国爆多起新冠疫苗诈骗案

网现假辉瑞疫苗产自中国

《图片报》2020年12月21日报道：国际刑警
组织警告，必须警惕来自黑社会的疫苗犯罪

团伙

国际刑警组织的秘书长尤尔根·斯托克

 一辆卡车从美因茨企业BioNTech总部
往外运疫苗

阿尔恩·舍恩博姆

《图片报》报道，现在新的诈骗方式：让老年
人购买新冠疫苗来骗钱

　　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12月15日发布的
2019年度“成瘾性调查报告”显示，德国青
少年网瘾问题加剧，12岁到17岁年龄段青少
年中有30.4%过度依赖网络媒体。
　　此次调查基于2019年数据，共有7000名
12岁到25岁的德国人参与。调查表明，12岁
到17岁年龄段德国青少年有30.4%在日常生
活中离不开手机或电脑，并且即使在不使用
电子设备时，大脑中也经常考虑社交网络、
网络电子游戏等有关内容。在2015年的调查

中，同年龄段青少年有上述问题的比例为
21.7%。
　　调查还显示，有网络和电子游戏成瘾症
的12岁到17岁年龄段德国青少年从2015年的
5.7%增加到2019年的7.6%。与此同时，德国

青年人网络依赖问题也在加剧，该调查结果
显示，18岁到25岁的德国青年人有23%过度
依赖网络媒体，比2015年调查结果高出约8
个百分点。
　 　 德 国 联 邦 政 府 毒 品 问 题 专 员 达 妮 埃

拉·路德维希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青
少年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下线”，她将以
这次调查为契机发起一场宣传活动，提醒民
众过度依赖网络媒体的危害性。(毛竞)

调查显示德国青少年网瘾问题加剧



第520期 2021年1月1日华商报 本报微信公众号：“德欧华商” hsb-199710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
白宫的近四年中，德美关系跌倒了冰点。因
而德国对乔·拜登(Joe Biden)在这次美国总
统大选中胜选感到由衷的高兴。虽则德美关
系有望改善，但两国在“北溪-2”项目、国
防开支、驻德美军等问题上的争执依然存
在。此外，德法两国在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上
意见不一，因而想要构建新的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确非易事。

关系有望改善

　　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胜选后，德国新闻门户网站t-online曾刊登
了一篇题为《德美关系艰难的新启程》的文
章。该文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
对拜登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选感到由衷的
高兴。在民调中，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希望白
宫易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才把希望寄托在
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身上。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特朗普入主白宫的
近四年中，德美关系跌倒了冰点。欧盟是世
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鼓吹“美国第一”的
特朗普并不把欧盟当作盟友，而是作为对手
来看待的。特朗普甚至以制裁来胁迫欧盟服
从美国的旨意。
　　因而，德国政界人士对拜登的胜选感
到鼓舞。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2020年11月7日“衷心”祝愿拜登
“幸福和成功”。其后，默克尔又与拜登
通了话。据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塞贝特
(Steffen Seibert)称，默克尔在通话中希望进
行紧密和充满信任的合作。两人还一致认为, 
“鉴于全球诸多挑战, 跨大西洋合作具有重
大意义”。

　　当然，德国和美国在诸多问题上仍然存
在着分歧。但就德美关系而言，拜登上台

后，有一点是肯定是会得到改善的，那就是
两国之间的相处方式。
　　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近四年中，虽
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正式邀请他访问德国，
但除2017年7月特朗普来德国汉堡参加过第
十二次G20峰会外，他从未正式访问过德
国。2019年8月，特朗普甚至在去法国参加
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后，绕开德国，前往波兰
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80周年的纪念活
动。　
　　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后期，德美双方高层
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美国2020年计划撤走部
分驻德军队一事，德国政府竟然也是先从媒
体上获悉的。而在国际上，德国更是成了特
朗普“推特攻势”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
　　美国民主党前国会议员迈克·卡布阿诺
(Michael Capuano)早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前
就表示:“乔•拜登胜选之日将会是关系开始
好转之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
彼此相爱。但它将表明，我们将重返正常的
争论和讨论，并将其变为朋友间的争执。”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拜登不同于特朗普，
这位美国当选总统信奉国际合作，并支持
相关国际组织， 特别是被特朗普瞧不起的
联合国。拜登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政治家, 
他曾是特朗普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副手，并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院外
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拜登现已允诺要修改美
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决定。此外，特朗普曾经威胁要退出北约，
而拜登则要加强这一跨大西洋军事联盟。
　　由此可见，拜登上台后，就总体而言，
美国与德国和欧洲的关系有望好转。
 

争执问题依存

　　在拜登获得美国大选胜利后，德国外交
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曾表示，希望能
让在过去四年中遭受重创的对美关系有一个
新起点。他声称:“为了让跨大西洋关系有一
个新起点，有一种新政策，我们要致力于合
作。”
　　但这决非易事。据称这里存在着两个问
题：一个是拜登改善对德关系的力度可能不
会像柏林所希望的那么大;  另一个是德美双
方对跨大西洋关系究竟向何处去意见不一。
　　此外，拜登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时代美
国与德国之间的一些争执将依然存在:
　　其一是“北溪-2”项目：在美国，对
“北溪-2”项目的抨击是超越党派界限的。
德国《商报》就曾撰文指出：“共和党人与
民主党人在‘北溪−2’项目上没有争议，
双方在这里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因而，人们
不该寄希望于11月美国大选后会实现政权交
替，形势就能恢复正常。”
　　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一
位女发言人也向德国媒体表示，制裁行动在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受到超党派的广泛支持。
她并明确指出，该管道项目危及美国安全利
益。在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支持用
制裁来阻止该项目。而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
统期间，就曾把该天然气管道称为“欧洲所
作的一项根本错误的交易”。
　　当然，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已先后
于12月8日和11日以高票通过2021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在该法案中，虽则美国国会
同意进一步扩大对“北溪-2”项目的制裁范
围，但此前将会与欧洲伙伴国家进行磋商。
此外，不会对德国、其他欧盟成员国、瑞
士、挪威、英国的政府以及欧盟有关当局实
施制裁。
　　而据德国媒体报道，在停工一年后，
“北溪-2”项目现已于2020年12月11日重新
开工。看来不顾美国的制裁威胁，不顾因而
将会与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发生冲突，德
国政府是决计要将“北溪-2”项目进行到底

了。而这一举措也是与笔者数月前在拙文
《中毒事件重创德俄关系，“北溪-2”功亏
一篑？》中作出的预测相吻合的。
　　其二是国防开支: 较长一段时间来，美
国一直在敦促德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
于国防支出。这在奥巴马担任总统和拜登任
副总统期间就是如此。在拜登这次上台后，
他也肯定也不会改变这一点。但德国政府迄
今为止只承诺到2024年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其
国内生产总值的1.5%。
　　其三是美国在德国的驻军: 在这次美国
大选中， 拜登团队曾允诺要对特朗普所宣布
的将从德国撤走三分之一美国驻军的计划进
行审查。
      而根据上述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美国国防部必须在其向国会提交的报
告中阐明该撤军计划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最早在120天之后，美国驻德军队的人数才
被允许低于34,500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
12月23日已否决了该法案， 但在重新表决
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又相继以超过
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了特朗普的否决 ， 因
而该法案生效已成定局。
　　然而，从目前来看，拜登上台后，他
并不会全盘推翻特朗普所宣布的的撤军计
划。毕竟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一项民调
结果，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不仅同
意这一撤军计划， 而且还主张进一步削减美
国驻德军队的人数。
　　而德国政府现正在为新一届美国总统上
台作准备。外长马斯十月底曾在《星期日世
界报》上撰文，主张展开重振对美关系的外
交攻势。他声称：“在经历四年艰难岁月
后，现在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出现新起点的
时候了。”
　　而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
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则在美国
大选前夕的一次基调演讲中，就加强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 进一步
增加德国的国防开支;  第二，欧盟和美国达
成一项减少贸易障碍的协定，作为给共同对
手中国的信号; 第三，德国加强在欧洲及自
己邻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为国际秩序维护者
美国减负; 第四，声明德国参与针对俄罗斯
的核威慑行动。
　　当然，社民党并不乐见克兰普-卡伦鲍
尔的上述提议。早在几个月前，社民党议会
党团主席罗尔夫·明策尼西(Rolf Mützenich)
在社民党领导层的支持下就曾提出要让美
国从德国撤出核武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刚结束，他又要求德国进一步与美国“脱
钩”。据告，这使联盟党感到愤概。主管外
交政策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约翰·瓦德
富尔(Johann Wadephul) 就把这种说法称作是
“不负责任”、“荒诞离奇”和“考虑不周
的”。
　　由此可见，大联合政府内部现已在未来
跨大西洋关系问题上发生争执。此外，今后
数月中，联盟党和社民党也并不准备在该问
题上达成一致。这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大选
后，2021年9月26日还要举行德国联邦议会大
选。瓦德富尔深信，届时“‘我们该如何来
设想跨大西洋关系?’这一问题将会引起激
烈的争论”。

德美关系展望

　　在拜登胜选后，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
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曾接受
了德国媒体的采访。针对记者提出的“您期
待着拜登会作出什么样的战略决定?”这一
问题，他回答道:“拜登知道，美国需要联盟
和伙伴。单干成不了事。因此，它在亚洲和
欧洲将会寻找盟友，比如与欧盟在加强北约
方面进行合作。”

　　而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英
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爱尔
兰总理米歇尔·马丁(Micheál Martin）通话
后，拜登本人2020年11月10日则表示: “首
先我要让他们知道，美国回来了。我们将重
新加入进来。这涉及的不仅仅是美国。”拜
登的这番话就十分明确地与特朗普“美国优
先”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划清了界限。
　　特朗普曾威胁要让美国退出北约，并已
退出了诸如《巴黎气候协定》那样的国际条
约。此外， 他还一再尖锐地抨击德国那样的
盟友。拜登则在上述谈话中表示，他在全世
界盟友和朋友中获得的反响是正面的。拜登
深信，将会成功地让美国成为受人尊敬的伙
伴。为此，此间有媒体认为，拜登正在为承
担国际责任作准备。
　　拜登大选获胜后，默克尔则向他公开表
示，德国要在安全问题上更加有所作为。她
声称: “我们德国人和欧洲人都知道，在这
一21世纪的伙伴关系中，我们自己必须承担
起更多的责任。”      
　　而拜登团队则声称，拜登向德国总理默
克尔许诺，要加强与德国的关系并与她紧密
合作。而新冠战役、气候保护以及全球经济
复苏就是面临的共同挑战。拜登团队并发表
声明指出:“他还对与欧盟共同制定议事日程
这种可能性表示了赞赏。”
　　欧盟方面也对此作出及时反应。欧委
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并提出了与美国的合作要点，其中包
括新冠疫情防控、气候保护以及加强和改革
诸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那样的国际组织。冯德莱恩还指出:“我们
国际体系被劫持的岁月已经太久了。”她声
称:“改变这一趋势的时候已经到来。”
　　冯德莱恩还认为, 要让重要的多边协议
发生效力, 并构建新的联盟。她声称: “这种
联盟将用于数字世界。”为此，欧委会将会
提出一项内容广泛的改革建议，亦即所谓的
《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 Act.)。其
他要点则是数据保护以及向科技巨头合理征
税。
　　当然，欧委会主席也清醒地指出: “我
相信，分歧总能弥合，伤口也能治愈。但首
要任务和观点看法的变化则要比一位政治人
物或一个政府的更替深刻得多。”“我们的
重点就是要共同展示领导力，而不是依依不
舍地回首昨日世界。”
　　由此可见，德美和欧美关系的改善决不
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建
立新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于这一点， 欧
美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
　　但在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上，即使德法之
间也是有分歧的。这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
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最近爆发的一
场争论中就可见一斑。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克兰普-
卡伦鲍尔11月初曾在美国《政客》(Politico)
新闻网上撰写了一篇题为《欧洲仍然需要美
国》(Europe still needs America) 的文章。该文
声称，“欧洲战略独立的幻想”必须终结。
“欧洲人没有能力取代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
的关键角色”。
　 　 而 法 国 杂 志 《 大 洲 》 ( L e  G r a n d 
Continent)11月16日则发表了一篇对马克龙的
专访。在访谈中，这位法国总统罕见地公开
抨击了克兰普-卡伦鲍尔的上述观点。他认
为德国女防长对欧洲战略独立的想法作了错
误的判断， 并认为“这是对历史的错误解
读”。马克龙还声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
话，德国总理幸好没有追随这条路线。”
　　因而，拜登上台后，美国与德国和欧洲
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而会经历种种曲
折。这已是不容置疑的。

德国最反感特朗普当总统

展望拜登上台后的德美关系

2013年2月1日，默克尔访问华盛顿
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

(Joe Biden)见面，相谈甚欢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塞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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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新增感染人数为14432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500人。
　　—— 巴伐利亚州英戈尔施塔特市一位
年仅8岁的女孩因感染新冠病毒救治无效
死亡。英戈尔施塔特城市新闻发言人迈克
尔·克拉纳（Michael Klarner）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8岁女孩的病程以及具体的致死
病因无法告知，因为涉及个人数据保护。迄
今为止，该案是拜仁州第一例十岁以下儿童
病逝案例。

　　12月17日，新增感染人数为26923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698人。
　　—— 德国媒体报道，黑森州Marburg-
Biedenkopf县Marburg市Moischt 区的一家
养老院"Haus Waldblick" ，16日向县政府发
起紧急求助，原因是这家养老院大部分住户
和工作人员都感染了新冠病毒。截至17日，
养老院41名住户中，39人已经感染病毒；
32名工作人员中，有29人新冠测试结果呈阳
性。
　　—— 萨克森州Görlitz 县在16日下午，
每10万人中，7天之内的新增感染病例甚至
超过700人，连重症病床都被曝不够用了。
萨克森州政府发言人Ralph Schreiber表示，
该州如今的疫情状况非常危急，很多人都很
紧张，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具体办法来控制疫
情。

　　12月18日，新增感染人数为33777
人（迄今为止，感染人数最多的一
天），新增死亡人数为813人。
　　—— 根据各联邦州的数据发现，死者中
大部分都来是疗养院和养老院的重症病患或
老人。《图片报》发布调研结果称，有些联
邦州在秋季第二波疫情期间，每3个人中甚
至有两位老人都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后不治
身亡！
　　—— 联邦卫生部长正式公布了疫苗接种
法规，按三步走战略实施疫苗接种计划。
　　第一优先群组：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
及接触或感染新冠病毒危险性很大的医护人
员，还有照顾危险群体的护理人员。
 　　第二优先群组：70岁以上的老人，以
及罹患重病的高危人群。还有护理人员、孕
妇和难民营、无家可归者接收营的人。
 　　第三优先群组：60岁以上的群体或者

有中度基础病的人群，当然还有政府重要岗
位的官员或公务员，比如警察、消防队员、
教育从业者等等，以及工作条件不稳定的
人，如季节性工人。
　　从时间上来讲，每个优先群组的接种时
间大约为2个月。这样，到明年7月以后，其
他人可以开始接种疫苗。而给所有愿意免费
接种疫苗的德国居民接种完毕，要到明年年
底了。

　　12月21日，新增感染人数为16643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226人。
　　—— 距离12月结束还有10天的时间，
但是本月到现在为止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1
月整月的近2倍！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截止
10月31日，德国总死亡人数为10452人，而
11月30日，德国总死亡人数为16248人，11
月的新增死亡人数为5796人；截止12月21
日，德国总死亡人数就达到了26275人，与
11月相比，新增死亡人数为10027，是11月
新增死亡人数的1.7倍。
　 　 ——  欧 盟 也 正 式 批 准 通 过 德 国
BioNTech与美国辉瑞公司合作的疫苗在欧盟
各国接种。此后，BioNTech及辉瑞将获得在
欧洲上市为期一年的“有限许可”。欧盟药管
局（EMA）局长Emer Cooke表示，这真的
是一个历史性的科学成就。

　　12月22日，新增感染人数为19528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731人。
　　—— 德国每10万人中，7天之内的新增
感染病例数增加到197.6人，成为疫情爆发
以来的最高值。
　　—— 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重症患者人
数也不断上涨，根据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
学跨学科协会的统计，截至12月22日早晨，
共有5166张重症病床被占用，其中约52%的
重症病患需要使用呼吸机，具体为2705人。
目前重症病床总数为24081张，其中被占用
的病床数为20167，占总数的84%！
　　—— 根据最近民调机构INSA发布的调
研结果，有71.8%的德国人表示，愿意接种
疫苗。这对德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

息，因为此前联邦政府曾表示过，如果全国
60%-70%的人都接种疫苗，那么德国就能
够实现群体免疫，社会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12月23日，新增感染人数为24740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962人。
　 　 ——  萨 克 森 州 州 长 M i c h a e l 
K r e t s c h m e r 、 社 民 党 健 康 专 家 K a r l 
Lauterbach、病毒学家Thomas Iftner提出
警告，假如人们在聚会中忘记遵守距离规定
和防疫规定，很可能会引发节后的感染大爆
发，进而出现更严重的第三波疫情浪潮。

　　12月26日，新增感染人数为32195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802人。
　　—— 专家们根据12月14日-20日第51周
的感染数据（共有173239人感染），预测
这一周登记的感染病患中会有6500人因为病
情严重不治身亡，如果真是这样，死亡率则
高达3.75%，相当于德国平均死亡率的近2
倍！
　　—— 民意调查机构Kantar的一项调研
数据显示，德国目前最受欢迎的政治官员是
卫生部长Jens Spahn，甚至超过了总理默
克尔。默克尔曾是2019年德国最受欢迎的
政治家，Spahn在2019年的民调支持率只有
28%。
　　有52%的人认为，在2021年，Jens 
Spahn 会对德国政治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
其中女性占大多数，66%的女性对Spahn持
积极态度，男性则占38%。

　　12月27日，新增感染人数为10976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348人。

　　—— 全德国各州都开始了新冠疫苗的注
射，萨安州抢跑，该州26日一位老人提前接
种了新冠疫苗。
　　——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近日做出
预测，直到德国疫情结束，政府将损失3910
亿欧元，迄今为止的花费为2120亿欧元。同
时，研究所预计，进入春季后，德国新冠感
染人数会再次下降。

　　—— 德累斯顿Tolkewitz火葬场的四个
焚烧炉中有两个出现故障，其中一个可以维
修，另一个重新复工则要等到明年了，于是
火葬场也在27日晚上暂时关闭，清洗焚烧炉
的过滤装置。

　　12月29日，新增感染人数为12892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852人。
　　—— 德累斯顿Tolkewitz火葬场使用小
货车将堆积的棺材前往图林根州的火葬场，
每辆车最多可以容纳四个棺材。

　　德累斯顿市女市长Eva Jähnigen表示，
我们已经积压了100具尸体，其中还包括临
近地区送来的、需要火化的死者尸体。我们
以最虔诚的心，利用一切机会和办法将死者
带到临近的联邦州进行火化。
　　—— 最近的一项调研确定，英国的变异
病毒正式进入德国的时间不是1周前，而是
在11月！下萨克森州卫生部门表示，汉诺威
医科大学回顾11月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后
确定，当时这名患者感染的就是变异之后的
新冠病毒B1.1.7。

　　12月30日，新增感染人数为22459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1129人。
　　这是至今今为止，单日死亡最多的一
天。
　　—— 联邦卫生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德国在2021年1月10日放松管制是不可能
了。他说，我们现在的疫情数据还远远没有
达到预定目标。所以，1月10日之后，仍要
继续实施管制措施。

　　12月31日，新增感染人数为32552
人，新增死亡人数为964人。
　　—— 德国媒体报道，2021年1月5日，
总理默克尔和各联邦州州长将举行新冠峰
会，商讨1月10日之后的防疫政策。
　　—— 根据《图片报》从联邦总理府负责
人和各联邦州州长办公室负责人的视频会议
得知的消息。德国会将截止1月10日的管制
措施延后2-3个星期，也就是说，放松管制
需要等到1月24日或者1月31日。

Tolkewitz火葬场运棺材的小货车

德国新冠疫苗开打　8岁女孩感染新冠死亡  

专家警告第三波疫情　预计1月底放松管制
本报编辑部

12月17日，萨克森州的疫情状况：红色区域
是每10万人中，7天之内的感染病例超过100
人的县市；深红色区域是超过200人的县市，

紫色区域是超过500人的县市

　　普法尔茨的一个藏家与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之间关于希特勒青铜马所属之争目前尚未
解决。
　　曾经摆放在纳粹帝国希特勒总理府前、
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四吨重青铜马失踪

了26年。 2015年，雕塑家约瑟夫·索拉克
（Joseph Thorak）的两幅“跨越式马”和
另外两幅雕塑又出现在巴特迪克海姆（Bad 
Dürkheim）企业家雷纳·瓦（Rainer W.）拥
有的仓库中。柏林的艺术品调查人员追踪到
那里并予以没收。从那以后，这些雕塑被存
放在联邦警察局的仓库中。
　　1988年，据说有一个商人在勃兰登堡

的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的一个红军
营房中发现并购买了这些雕像。雷纳·瓦
Rainer W.声称是在1989年（统一之前）从那
人处购买的。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条例，这笔交
易应该不能成立，因为这些雕塑在东德时被
列为文化资产，因此，在统一后应成为联邦
财产。

　　据弗兰肯塔尔地方法院（莱茵兰-普法
尔茨州）称，争执双方同意“在口头听证会
之外讨论事实和法律情况”，“并在其他方
面讨论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很可能会达成庭外
和解。
　　原本定于12月17日开庭审理其归属的。
结果如何， “目前都有可能”。

希特勒青铜马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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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德国联邦警察Koblenz分部发布的通
告，12月17日，昨天，德国警方经过对一个
偷渡中国妇女到德国非法卖淫的犯罪团伙的
长期调查，在色情行业中展开大规模搜查，
将两位嫌疑犯逮捕。该团伙涉嫌以商业牟利
为目的，偷运中国妇女进入德国的色情场所
卖淫。

120警察5州10城大搜查

　 　 搜 查 的 核 心 地 区 为 法 兰 克 福 一 带 ，
一 共 有 1 0 个 城 市 ： 美 因 河 畔 的 法 兰 克
福（Frank fu r t  am Ma in）、埃施博恩
（Eschborn）、上乌瑟尔（Oberursel）、
多 特 蒙 德 （ D o r t m u n d ） 、 卡 尔 斯 鲁 厄
（Karlsruhe）、哥廷根（ Göttingen）、
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鲁尔河畔米
尔海姆（ Mühlheim an der Ruhr）、纽伦
堡（Nürnberg）、美因-金齐格县（Main-
Kinzig-Kreis，县府在Hanau哈瑙）。这些城
市分属于黑森州、北威州、下萨克森州、巴
符州、拜仁州等5个联邦州。
　　搜查的目标有住房，也有商业性场所。
　　负责此一偷渡人口和非法卖淫案件调查
的是法兰克福检察院。17日，120位检察院
打击犯罪行动人员和德国联邦警察分头展开
搜查行动。犯罪团伙涉嫌利用伪造的身份文
件，或者盗用他人的旅行文件，将多位中国
妇女偷渡到德国。
　　此外，偷渡卖淫团伙还涉嫌非法使用黑
工的犯罪问题。这些妓女没有缴纳各种社会
保险和收入所得税，触犯了偷税漏税的刑
责。
　　两位被告分别是一名43岁的德国女人和
一名36岁的中国男人。他们涉嫌在2018年

至2020年间协助多位中国妇女偷渡进入德
国，并非法逗留在德国。他们或者为这些妇
女提供伪造的身份证件，或者盗用他人的身
份证件，让这些妇女在没有有效的居留许可
的情况下居留在德国，并雇用这些妇女做妓
女。
　　在这些妇女抵达德国后，两位嫌疑犯为

她们提供中转酒店和住处，此后大多安排在
妓院入住，并提供车辆接送。他们还在各种
网络上刊登卖淫广告，为这些妇女招揽顾
客。

双重犯罪：偷渡人口和偷税漏费

　　据调查，两位被捕的嫌疑犯将这些妇女
卖淫收入的50%占为己有。他们还被指控未
给受雇于色情场所的妓女缴纳社会保险，涉
及金额超过20万欧元。并且他们也没有为这
些妇女缴纳工资税和公司营业税。可以想象
到的是，这些妇女本来就是非法居留在德国

打黑工的，当然不敢缴纳各种保险和税费。
　　在搜查行动中，警察发现并收缴了大量
证据，特别是计算机和数据载体以及书面文
件。同时检调方还没收了他们从非法卖淫中
获得的现金，他们在多家银行的存款也被临
时扣押。
　　两位嫌犯已经于17日，被押送到哈瑙地
方法院的法官面前，正式签发对他们的逮捕
令。
　　最近几年来，德国不同地区发生过类似
的案件。犯罪分子偷渡中国妇女进入德国，
从事非法的卖淫商业活动。

2015年法兰克福的偷渡卖淫大案

　　法兰克福一带是这种犯罪的核心地区。
据德国之声报道，在2015年5月5日，法兰
克福检察机关和德国联邦警察局逮捕了一名
妓院的经营者和她的帮手，两者都是中国公
民。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最高检察官
巴德勒（Alexander Badle）向德国之声表
示，其中一名35岁的女性中国公民涉嫌以
商业目的将多名妇女非法带入欧洲从事性工
作，并贪污盗用她们的工资。
　　当时法兰克福检察机关透露，被捕的
这名35岁的中国女人是此案的主要嫌犯。
目前，调查人员发现她从2014年8月起，
在法兰克福周边的7所妓院雇佣了40名中国
女性。而从 2010年8月开始，她在德国法

兰克福、美茵-金齐希地区（Main-Kinzig-
Kreis）、维特劳尔地区（Wetteraukreis）
和慕尼黑等地的居民区相继经营了多家妓
院，总共雇佣了近200名女性，其中大部分
女性为华人。
　　她们必须将收入所得的一半交给这位35
岁的女性嫌犯。据德新社报道，嫌犯是通过
互联网组织这些女性来到德国，并同样通过
互联网进行联系，安排她们提供性服务。目
前，这位嫌犯尚无需面对贩卖人口的指控。
　　这位中国嫌犯主要通过伪造婚姻关系，
将女性从中国以“合法”的方式带入德国，并
令其从事卖淫。德国警方还对其他9名嫌犯
展开调查，其中包括中国、德国和欧盟国家
公民，年龄在32至63岁之间。

　　德国检察机关指出，因他们为35岁的女
性嫌犯转移现金，将经营妓院所获收入带入
中国，所以需要面对洗钱的指控。到目前为
止，检查机关还没有掌握被转移至中国的确
切金额数目，但最高检察官巴德勒估计，相
关涉案金额将在几十万欧元的水平。另外，
其中几人受主要嫌犯委托，参与了伪造多起
婚姻关系的非法活动。
　　目前德国尽管进入寒冬，新冠疫情极为
严峻，但警方打击犯罪行为的动作不断，没
有丝毫拖延的感觉。

德国警方破获贩卖中国妇女卖淫团伙

120警察10城大搜查，两位首犯被捕

晋砚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5年5月5日的报道

德国联邦警察Koblenz分部发布的通告

警方大搜查行动所涉及到的城市（

警方发布的搜查行动照片

12月17日德国《图片报》报道：偷渡妇女从
事卖淫。在对红灯区的大搜查中逮捕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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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新冠疫情的发展会如何，估计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疫苗已经有了，
关于生活在德国的纳税人的钱包厚薄问题也
可以事先知道——按照目前德国政府实行的
减税政策来看，每位纳税人都会受益。
　　据悉，每位纳税人的净收入都将增加：
可以多拿500欧至1000欧元。对于高收入
者，甚至可以超过2000欧元。

取消团结税

　　从2021年1月1日开始，原本90%需要
支付团结税（Soli）的德国纳税人可以省
下这笔钱了。另外，6.5％的纳税人能部分
免交。只有约3.5％最高收入者还将全额交
税，须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的5.5%。
　　具体来说，就是每月纳税收入低于6200
欧元的单身人士，可免交团结税，而纳税收
入高于12790欧元的四口之家，能减免部分
团结税。
　　是否继续缴纳团结税，有具体的实施标
准：税后收入以及生活环境，如是否有孩
子，已婚或单亲。据此，减免团结税后，单
身人士每年最多可多得930欧元，而夫妻则
可以超过1860欧元。
　　据悉，德国2018年收取“团结税”共计约
189亿欧元。减免方案实施后，2021年德
国政府将少收109亿欧元“团结税”。总体而
言，取消团结税将为纳税人节省约100亿欧
元。

儿童津贴增加

　　从1月1日开始，每个家庭头二个孩子的
儿童金每月将提高15欧元，也就是增加到
每月219欧元。假如一户人家有四个孩子，
那么第三个孩子的儿童金为每月225欧元，

第四个孩子为每月250欧
元。
　　此外，子女免税额
（Kinderfreibetrag）增
加了500欧元以上，从
7812欧元提升到8388
欧元。对于每个家庭而
言，父母可以根据家庭
收入情况选择接受国家
每月给予的儿童津贴，
或 可 以 选 择 子 女 免 税
额 。 这 两 项 只 能 二 选
一。子女免税额是减少
了缴纳个人所得税，因
此对收入较高的家庭来说尤其值得。

基本免税额

　　所有纳税人都会从基本免税额的上调中
受益：从1月1日，单身人士的基本免税额增
加到9744欧元，已婚夫妻则为19488欧元。
因此，大多数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会相应变
少。
　　同时，最高应缴税率42％的上限也做了
调整——年收入超过57919欧元。

通勤津贴

　　据悉，去年德国从二氧化碳税中获得了
近80亿欧元的收入。不过德国政府认为不能

只
进不出。因此，通勤津贴的抵税额有所增
加——从第21公里开始，每公里可抵税35欧
分。根据纳税人协会的数据，假如通勤公里
为35公里，那么每年可以多抵税额165欧元
的一次性费用。
　　......以下这些对消费者来说变得更加昂
贵！

202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

　　为了更好地实现气候保护，德国政府决
定从2021年开始征收二氧化碳税。因此从1
日开始汽油、取暖油和天然气将变得更贵。
燃烧柴油和汽油，燃料油和天然气产生的每
吨二氧化碳，炼油厂等销售公司必须首先支
付25欧元。

　　这只是2021年的征税价。据
悉，今后还将逐年增加，直到2025
年的55欧元。来自石油工业协会的
预计，每升汽油的总成本将增加10
至11欧分。对于开车的人来说，每升
汽油将上涨7.5欧分。
　　特别注意：购车的华人需注意，
假如新注册的车每公里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超过195克，那么2021年将需要
支付双倍的环保税（Kfz-Steuer）。
与之相反的是，汽车排放量越小，那
么环保税越低。对于电动汽车而言，
免税期到2030年12月31日。

电费和可再生能源(EEG)附加税

　　为了支持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因此其
附加税的征税额降低至54亿欧元。
　　可再生能源附加税是德国电价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德国终端电价组成的一部分。德
国电价主要由电网费(约23%)，购电和销售
成本(各占25%)以及其他税费组成，其中可
再生能源附加费约占总电价的25%。
　　来自比较门户网站Verivox的数据显示
示：135个国家的电价中，德国电费的价格
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163％。德国的消费者
每千瓦时支付32.10欧分，而国际平均水平
为12.22欧分。
　　也就是说，德国的电价是欧洲最高的。

利好消息：2021德国多发钱少收税

　　德国联邦反垄断局(联邦卡特尔局)29日
公布的年度反垄断报告显示，该机构2020年
内针对反垄断案件总共开出了约3.58亿欧元
的罚金。该局局长安德烈亚斯·蒙特表示，
数字经济是该机构2020年工作重点，其目前
正在对美国数字经济巨头脸书和亚马逊展开
调查。
　　位于德国波恩的德国联邦反垄断局是德
国联邦层面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德国联
邦反垄断局对19家企业和24名自然人处以了
约3.58亿欧元罚金，涉及行业包括农药、汽
车牌照、铝制品锻造等。
　　安德烈亚斯·蒙特当天表示，数字经济
领域反垄断始终在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工作中

占有最高的优先级。他表示，该机构目前正
在调查亚马逊涉嫌限制卖家在其平台上自由
定价权利的做法，以及亚马逊通过与品牌生
产商合作可能对卖家造成的损害。
　　针对涉及脸书的调查，安德烈亚斯·蒙
特表示，该机构希望在2021年能够为其2019
年启动的对脸书调查画上句号，调查的内容
涉及脸书将其从不同渠道获得的数据进行整
合。该机构同时还在调查脸书将其旗下的社
交平台与其虚拟现实产品相捆绑的做法。
　　安德烈亚斯·蒙特表示，德国《反限制
竞争法》不久后有望迎来重大修正，从而使
得反垄断机构更加有效地防范大型数字平台
滥用其市场地位。(记者 彭大伟)

　　中欧投资协议12月30日完成谈判，立
即引起德国多方关注。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该协议是
　　“贸易政策的里程碑”。他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同时也
是欧洲团结一致的体现。该协议规范了欧
洲和中国企业的相互市场准入渠道，使中
欧经济关系达到了新的透明度。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德国政府
视协议的达成为默克尔总理作为欧盟理事
会轮值主席取得的伟大胜利。德国政府表
示，欧洲价值观在投资协议中得到了力所
能及的体现。它解决不了所有关键问题，
但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对中国国家和党主
席习近平来说，协议的签署是在美中持续
贸易战的背景下获得的一项重要的具有象
征性的胜利。
　　《明镜》周刊则认为，中欧新协议将
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但中国的强迫劳动

只得到了半心半意的遏制。
　　《商报》认为，欧中投资协议使欧美
关系重新起步变得艰难。美国即将上任的
新总统拜登本打算建立一个反华联盟。欧
中投资保护协议将给欧盟和拜登的关系带
来包袱。
　　德国电视一台则批评说，现在和中方
签署协议是一个错误。中国多次违背诺
言。当涉及自身利益时，中国会把自身利
益置于国际协议之上。中国今年处理香港
问题就是一个例证，与英国签署的协议被
搁置一边。正因为中欧投资协议对中国领
导层是一个政治性和象征性胜利，它因此
是欧洲人送上的一份礼物，是一个错误。
恰恰是德国不顾未来美国政府的愿望，不
顾法国、波兰和欧盟委员会的疑虑，迅猛
地推动了协议的签署。这说明，实行对华
友好政策的德国政府很少顾及他人。

反垄断部门开出3.58亿欧罚单

脸书亚马逊被调查

德国经济部长：

欧中投资协议是“贸易政策的里程碑”

　　新冠疫情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显著下
降，相应的，德国能源消耗也显著下降了。
　　2020年德国的能源消耗与上一年相比
下降了8.7％。根据德国能源平衡工作组
（Arbeitsgemeinschaft Energiebilanzen AGEB）
的初步计算，总能耗为3.988亿吨硬煤单位。
资产负债表显示，与统一以来德国能耗最
高的2006年相比，德国的能源消耗减少了约
21％。
　　由于降低了消耗量并增加了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CO2排放量也大大减少了约8000万

吨。这比上一年减少了约12％。能源消耗的
下降主要是新冠大流行的结果。但是，诸如
提高能效和用其他能源替代煤炭等长期趋势
也有所贡献。
　　根据AGEB的数据，到2020年，硬煤和
褐煤仅占德国总能源消耗的16％。可再生能
源贡献了近17％。核能占6％。矿物油和天
然气仍然是最重要的能源，合计超过60％。
根据分析，广泛的能源结构仍然是德国能源
供应的特征。

德国能源消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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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2021年1月1日起，德国购物
将发生很多变化。
　　在新冠疫情管制之下，只允许出售食
品的超市照常营业，其他零售店都关门了。
然而，无论是廉价食品连锁超市Aldi、Lidl、
Netto、Norma，还是高价连锁超市Rewe、
Edeka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最显著的三个
变化是——物价上涨、塑料产品取缔、杂货
配送服务升级。
　　自从新冠瘟疫大流行爆发以来，购物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2020年春季以来，只
要去超市购物，无论是哪家超市都必须戴口
罩和保持有效距离。日用品店如Rossmann，
dm和Müller的货架上商品范围也扩展到纺织
品类型的口罩和各种消毒用品。
　　然而，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消费者的
购物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例如，顾客去超
市、折扣店或药店的频率相比新冠瘟疫爆发
前低了很多，但每次的消费额却大为上涨。
这叫囤货。
　　专家推测，今年就购物而言，估计情况
会变得很糟。

新年购物新变化

　　截至2021年1月10日，戴口罩、保持距
离以及每家商铺根据面积限定顾客人数等新
冠防疫措施属于必须遵守。而来自有关人士
的推测，这些措施很大可能性将延长至1月
底乃至更长时间。
　　预计将在2月初的时候，会有初步的放
宽政策。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将在1月5
日召开新冠峰会做出最终决定。也就是说，
想去购物（shopping）或想给家里添置点家
具的人仍需耐心等待至1月底。
　　不过，也有好消息。
　 　 从 1 月 初 开 始 ， 德 国 各 大 商 店 ， 如
H&M、Kaufhof、五金店或宜家等都推出了
线上购物，门店自取业务——顾客可以在网
站上选购自己需要的货品，并在支付成功后
与商家协商，凭借支付证明，前往指定地点
领取自己购买的商品。对于商家们在严格新
冠防疫措施下推出的这项采购服务，当地卫
生局均要求商家与顾客接触时不得违背防疫
措施要求，需严格遵循其卫生理念。

　
　其实顾客在线下单购买，然后在

商店领取的购物模式，在德国一些地方早已
实施。但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
和萨克森州则被禁止。

商品物价变化

　　商品的价格将在各个超市发生变化。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联邦政府为了拉动内
需，减税有助于消费者购物，因此降低增
值税税率：对于常规税率，减免幅度为3％
（从19%降低至16%），原本是低税率的食
品、书籍类商品，再减免2%（从7％降至
5％）。
　　但从2021年1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重新
调整到19%。这意味着服务业、餐饮业、食
品业和其他商品的税率回归至19%。
　　相比其他商品，有些特定食品的增值
税税率仍将保持在5%（截至2021年12月31
日）。这些食品是：肉、内脏、鱼、甲壳
类、蔬菜、水果、牛奶、奶制品和鸡蛋、咖
啡、茶、香料、糖、可可、麦片和面粉、各

种
植物油、鲜花和“增值税法”中规定

的其他产品。
　　2020年6月之后，德国实行新的增值税
税率后，AldiSüd，dm，Rossmann，Penny，
Deichmann和Douglas并没有改变商品价格，
但顾客收银台支付费用时，其收银系统会扣
除增值税减免。也就是说，商品实际支付费
用会比货架的价格要低。
　　至于Lidl，Globus，Kaufland，Rewe和
Edeka等超市则给所有商品贴上减税后的新
价格标签，使得顾客在选购商品时可以很明
了减税后价格。从2021年1月2日起，这些超
市的商品价格将重新上涨。因增值税减免的
造成的商品优惠价格将被取消。

不再提供塑料用品

　　虽然，很多商店、药店和超市都已经禁
止使用一次性餐具，但是消费者仍然可以购
买到塑料产品。
　　从2021年7月3日，欧盟境内全线禁止塑
料产品，包括：一次性餐具和盘子、吸管、
棉签、气球支架、用于咖啡的搅拌器以及用

于外卖食品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杯和容器。
　　专家推测，经销商在2021年5月的时候
打折出售这些塑料产品。不过，像Aldi，
dm，Rossmann，Rewe，Edeka等连锁店在
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用竹，纸或棉花替
代品来替代塑料产品。

大卖场Real 即将消失

　　据悉，德国超市大卖场Real的272家门
店被俄罗斯亿万富翁Jewtuschenko家族掌控
的SCP和房地产公司X-Bricks完全接手后，
将被拆分销售。
　　其在线业务和90多家门店分店将被并
入Kaufland。其余的门店被Globus和Edeka
分瓜。
　　根据专家说法，预计Real将保留60家
门店。

网店和快递服务是重点

　　2021年或将是杂货配送业的繁荣的起
点。
　　Picnic和Rewe等供应商已经宣布，他们
希望在德国进一步扩展网店和快递服务。自
2020年底以来，亚马逊一直在开发两个受欢
迎的商品“亚马逊新鲜/Amazon Fresh”和
“亚马逊即时交付/Amazon Prime Now”。
冷冻食品商家Eismann和Bofrost等还计划投
资其交付网络。
　　Dr. Oetker，也将触角伸向杂货配送业。
据悉，这家食品巨擘已经完全接管了瓶装饮
料的运送服务，并已经筹划运送冷冻比萨
饼，以及其他自家产品。
　　捷克在线面食电商Rohlik也将于2021年
的第一季度在德国开业。订购该公司杂货“ 
Knuspr”的慕尼黑客户将在第一季度收到所
有的货品。
　　在收购Real.de电商平台之后，Kaufland
也开始了自己的在线商店，但是否提供食
品类商品尚且不知。不过，Lidl停止了在线
食品运送服务。预计，Aldi将继续扩大其
“Aldi快递”。

德国购物新变化：涨价！禁塑料用品！网购配送大跃进！

　　都是新冠惹的祸。足球场的看台上空无
一人。
　　德国最多冠军得主和最富有的足球劲旅
今年出现1.5亿欧元赤字。
　 　 德 国 足 球 冠 军 队 拜 仁 队 的 首 席 财 务
官扬·克里斯蒂安·德里森Jan-Christ ian 
Dreesen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 “如果我们
的销售额下降20％，我们也很难展示出一个
正面的结果。”如果拜仁必须在整个赛季都
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比赛，那么在门票收入、
球迷饮食消费和球迷商店等的收入将减少
“1.5亿多欧元”。这位前银行家表示，得益
于强大的自有资金，拜仁足球俱乐部还可以
应对亏损。

　　他们节省了球员的工资。与2019/20财
年相比，人员成本减少了2100万欧元，降
至3.15亿欧元。德里森说，上个赛季新冠
瘟疫已经在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了印记。与
2018/19财年相比，销售额下降7％，降至
6.98亿欧元。年度盈余从5250万欧元跌至980
万欧元。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仍然对
此感到满意。”拜仁队推迟了不必要的开
支，以便能够对球队骨干进行投资。
　　由于新冠危机的后果，德甲不得不收紧
腰带。在春季赛季结束时，一些俱乐部就面
临了要破产的威胁。上市的拜仁竞争对手多
特蒙德（Borussia Dortmund）在2019/20年度
已经亏损了4,400万欧元。

德国足球队也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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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年末，禁足中闲在家里，结果
被德国公共电视频道RTL Zwei的一档相亲综
艺给辣爆眼球——这档裸体约会相亲节目，
全裸出场居然不！打！码！

突破视觉底线的相亲节目

　 　 作 为 一 名 看 相 亲 类 综 艺 的 老 司 机 ，
早 已 被 各 种 花 式 相 亲 综 艺 整 得 万 事 不 以
为然...的佛系。如，意大利版的相亲节目
《undressed/一丝不挂》，一个男嘉宾和一
个女嘉宾进入一个房间，脱衣只留小内内后
上床开始谈人生谈理想谈......
　　再如，日本版的相亲节目《恋爱是从接

吻开始的》，这档节目的设定是完全不知
道姓名、年龄的男女嘉宾在30分钟内接吻5
次，这期间基本无交谈。5小时后在指定地
点集合，如两人都来，说明吻成功看对眼了
（一吻定江山？）。如果只有一人，那这亲
就算黄了......
　　再再如，英国版的《“闻腋窝”相亲
会》，为了能够更好的判别胳肢窝的气味，
并且避免“颜值”的影响，相亲参与者还必
须在头上套上一个不透明的纸袋子（闻香识
女人还是闻臭识男人？）。
　　观众对这档相亲节目的吐槽是，这路数
不就是跟狗互相闻屁股一样吗？！
　　再再再如，荷兰版的真人秀《Adam 
Looking for Eve/亚当寻找夏娃-荒岛相亲》，
男男女女送往与世隔绝的小岛，全裸出场寻
求真爱。试图复制亚当夏娃的爱情故事......
　 　 但 是 ， 这 些 有 尺 度 的 奇 葩 相 亲 节 目
与德国相亲综艺《Naked Attraction-Dating 
Hautnah/裸体诱惑-肌肤相近约会》（简称
《裸体诱惑》）相比，简直弱爆了！

候选男女全裸自下而上展示

　　候选和嘉宾真正的全裸出场不—打—
码，而且相亲约会的起始点是下—半—身！
其他一概放在后面。相亲嘉宾只有选中其中
候选者的下半身，才能看上半身，这是“不

要脸”的两个环节。至于代表颜值的重点部
位“脸”，则被放在最后的定局时刻才会出
现。
　　节目主持人的米尔卡·洛夫·费尔南德
斯（Milka Loff Fernandes）认为，这档节目
的意义就在于颠覆传统，放弃容貌、金钱等
一切外在因素，直面人体本身资本。“就这
是我们想看到的事实，直面‘重点部位’，
看看这些特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对另一
半的吸引力。”
　　在《裸体诱惑》的舞台上，竖立着六个
彩色的磨砂玻璃箱子。全身赤裸的候选者站
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前来相亲的嘉宾选择。
这些彩色盒子在不打开的情况下，无论是观
众，还是前来相亲的嘉宾，只能看到候选者
的模糊阴影。
　　一切就绪后，面向相亲的嘉宾和主持人
的磨砂玻璃箱子的幕门隔板徐徐上升至六位
候选人的胯部，而主持人与相亲嘉宾仔细检
验和品评每个候选人的下半身，并隔着隔板
和候选者们开始交谈。这期间，候选人还被
要求转身，向相亲的嘉宾展示自己的臀部。
肤浅的嘉宾会不会在这个环节就“一见钟
情”？
　　在这一环节结束后，在主持人费尔南德
斯的要求下，相亲嘉宾必须淘汰一名候选
人。在第一环节就被淘汰的男女嘉宾，会不
会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至于这名被淘汰的

候选人则必须全裸不打码走出箱子与嘉宾亲
吻说再见。
　　第二环节中，箱子的隔板上升至候选人
的胸部，同样在这一环节中相亲嘉宾必须再
次淘汰一名候选者。当箱子的隔板再次上升
时，相亲嘉宾才能看到余下四位候选人的
脸。这也是唯一看脸淘汰候选人的环节。又
少了一个候选人。

嘉宾与候选人袒露交流

　　余下三位候选人可以与相亲嘉宾做一个
简短的交流，如候选人说出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通过这个简短的交流，嘉宾必
须敲定第四位出局的候选人。
　　当现场只剩两位候选者时，嘉宾会被要
求下台，并且也要脱光光后才能再次上场，
与剩下的两位候选人“坦裸相见”。全裸上
场的三位，通过对各自身体看法的交流，也
对嘉宾的裸体予以点评，最终由嘉宾选择一
位候选人成为她/他的约会对象。
　　据说，有人私下问参与这档节目的候选
人和嘉宾，是否值得这么做？却得到可这样
的回答：“货比六家，还能试用后再付钱，
很值。”“我会推介我的朋友前来参加。”
《裸体诱惑》这档裸体约会节目虽然是德国
电视人的创意，不过第一季的首播并非在德
国，2016年5月出现在英国电视台第4频道的
屏幕上。
　　直到一年后，2017年的5月8日，德国公
共电视频道RTL Zwei开启这档节目的第一季
首播，第二季和第三季分别在2018年2月和
10月首播，第四季的第一集于2019年5月首
播、2020年5月和2020年7月分别播出另外四
集。

被批庸俗的相亲节目

　　据悉，这档节目拥有145万观众，是德
国公共电视频道RTL Zwei，2012年以来最成
功的一档相亲类节目。但《裸体诱惑》自播
出以来，被很多人批评，认为过于暴露，过
于低俗......
　　德国《世界报/Welt》记者 Oliver Rasche 
撰文点名批评，这小小的Titti-Popo-Dödel秀
令人兴奋，这是什么丑闻？一些奇怪的裸体
主义者展示着他们丑陋的身体，愚弄观众。
　 　 德 国 《 法 兰 克 福 汇 报 /  F r a n k f u r t e r 
Allgemeine Zeitung》认为可以将《裸体诱
惑》的节目视为西方电视节目的倒台之作。
难道阴茎和乳房可以决定一切？！
　　德国《亮点/Stern》杂志则认为，节目
构建还可以，但必须自我优化。

袒露相亲还是庸俗窥阴?

德国有先看下体再约会的节目
曹晴

德国相亲综艺《Naked Attraction-Dating 
Hautnah/裸体诱惑-肌肤相近约会》

 “闻腋窝”相亲会 相亲嘉宾在舞台上点评候选的下半身

丝毫无遮拦的候选人下半身

最后两位候选人在
等待脱光光的相亲嘉宾上场

 看对下半身后牵手成功的相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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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月18日的电视讲话
中说：新冠病毒瘟疫是德国二战以来经历的
最为严峻的挑战，从此打响了德国全面抗疫
之战。她的这个讲话被评为“德国年度最佳
演讲”，声情并茂，条理分明，感人至深。

我们打了两场抗疫之战

　　同样，对于德国华侨华人来说，2020年
也是我们这一代经历的最为艰难困苦的一
年。大约60%左右的德国华人依靠中国餐馆
为生，而餐饮业恰恰是受到新冠瘟疫冲击最
严重的行业之一。
　　德国酒店餐饮联合会（DEHOGA）预
计，将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餐饮业会因为新冠
瘟疫管制措施而倒闭。德国有近1万家中餐
馆，从业人员大约10万人左右。在传统上，
德国中餐业是德国华侨华人生存之根基，也
是德国众多侨团存在的基础。
　　包括旅行社、导游、免税店等在内旅游
业是德国华侨华人第二大生计支柱。在全球
疫情爆发后，各国关闭边境，航班停飞，旅
游业基本上全部停摆。不少旅行社难以为
继，很多导游改行，去做快递送货或者送外
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旅游业要回复到疫
前的盛况，起码要到2021年底。
　　当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之时，德国华
侨华人就投入了抗疫之中。他们千方百计购
买各种口罩、防护衣等用品，寄回国内，支
援中国的抗击新冠瘟疫的战役。
　　2020年1月27日晚间，德国发现了首例新
冠病毒感染者，此后连续发现了17例病患，
均是德国WEBASTO汽车配件公司的员工与
家属。他们均被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同事
传染上新冠病毒，但很快就痊愈了。今天看
来，这个事件仅仅是德国新冠病毒瘟疫的
“前奏”。
　　2月25日，德国正式进入了“第一波疫
情时期”。最重要的感染源是意大利北部的
居民，大批德国人是在滑雪度假时被感染
了，而同时举行的狂欢节活动，也大大加速
了病毒的传播。
　　3月22日，德国进入了“封城管制”阶
段。在经历了1个半月的禁足停摆之后，德
国开始放宽管制，居民也习惯了戴口罩和保
持距离的基本防疫措施。而这个时候，德国
的华侨华人，又在忙碌地从中国运送口罩、
防护服、手套等物资进入德国。
　　就在这个时候，德国华侨华人开始流行
一句口号：抗击新冠瘟疫之战，中国国内的
人打上半场，德国打大下半场，而我们则打
全场！尽管这个口号表达了海外华侨华人在
抗疫中的艰辛，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过
于轻松。当时说的全场还不是决赛，更加艰
难的战事还在后面。
　　进入8月份后，德国的第二波疫情爆
发，并且其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第一波疫
情。这也是我们德国华侨华人经历的“抗疫
之战第二场”。
 

德国华侨华人是抗疫模范生
 
　　第二场抗疫之战已经持续了4个月，德
国原有的“欧洲抗疫标杆”的称号也随之黯
然失色。在第一波疫情中，被新冠病毒感染
的德国华侨华人寥寥无几，所以，我们是德
国“防疫的模范族群”。但在第二波疫情
中，据估计已经有数百名的华侨华人中招。
　　中国驻德大使馆和4个总领事馆，多次
向华侨华人发放抗疫用品，表达了对我们的
关怀，也赠送给“德国的武汉”Heinsberg县
大量的抗疫物资。德国华侨华人还发起成立
了“德国侨胞防疫工作委员会”，向有需要
的同胞和被感染者提供中草药和口罩等用
品，对一些困难的病患提供了经济上的援
助。
　　德国疫苗接种已经在2020年12月27日正

式开始，将依次为80岁以上、70岁以上和60
岁以上的年龄段的人优先打疫苗。由于大
部分德国华侨华人是在最近30年内移居过来
的，因此年龄相对年轻，所以要到2021年7
月才能轮到这个年龄段的人接种。在此前，
我们要坚持遵守防疫规定，耐性等待疫苗接
种的到来。
　　在此次德国抗疫之中，中国驻德机构和
德国华侨华人的表现令人感动。我们的同胞
在艰难困苦之中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我们
必将迎来终结新冠病毒之战的胜利！
 

《华商报》正在网络化的转型中

　　同样，我们的德国《华商报》和“德欧
华商”公众号也在2020年经历了最为艰难的
一年。

　　《华商报》创刊于1997年初，已经走过
了24个年头，一直被视为德国第一大华文报
纸。一代德国华侨华人，是在《华商报》的
伴随下成长起来的。这份报纸也大大推动了
德国华人社会的形成。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当年他们在
德国读书工作时，就读《华商报》；回到中
国工作和生活10多年后再回到德国，又看到
《华商报》时，感到格外亲切。我们一直守
护在德国，为海外游子备好了“中文的行
李”。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德国没有任何
一份华文报刊像《华商报》这样深深地影响
了这里的华侨华人。
　　本报的根深植于德国华人社会和德国主
流社会中，为中德交流搭建了桥梁，为海外
游子构建了精神家园。
　　在2020年抗击新冠病毒瘟疫之战中，我
们全面深入地播报疫情，采访专家医生，介
绍防疫防治的方法，报道华侨华人中的防疫
活动，编写了德国“抗疫大事记”，为德国
华侨华人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疫情信息。
　　在这24年里，我们从月刊发展到半月
刊，从最初的8个版面发展到64个版面。我
们的壮大离不开广告客户、作者和读者的大
力支持，对此我们表达最衷心的感谢！
　　面对新的网络社交媒体的竞争和新冠瘟
疫的冲击，我们早已开始了转型，更多地将
报纸的内容与广告转移到社交媒体上。目
前，本报的微信公众号“德欧华商”影响巨
大，订户遍布德国、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是德国最受广告客户和读者欢迎的中文网络
媒体之一。
　　此外本报还有网络媒体如网站（www.
huashangbao.com）；社交网络媒体帐号：推
特（“德国华音”、“华商报”）；脸书
（华商报Chinesische Handelszeitung、Haitao 
Xiu）；企鹅号（德国华音）等。
　 　 我 们 还 加 入 了 A p p “ 世 界 头 条 ”
（http://worldhds.net），并成为发起创建的
股东之一。
 　　为了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新媒体上，本
报社决定：从2021年1月开始，《华商报》
恢复月刊，每月月初出版。
　　改为月刊后，报纸广告一个月更换一
次，传播时间从两周增加到一个月，提高了
广告的效益，更有利于报纸广告客户。
　　我们对改版给广告客户、订户和读者造
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我
们的决定，更加关注本报的各个网络媒体。
　　有问题的朋友，请联系我们的编辑部，
我们将及时作出回复和处理。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与您同行，
度过瘟疫劫难，一起走向后新冠时代。

本报编辑部新年致辞

2020我们打两场，实鼠不疫

2021我们打疫苗，牛转乾坤

德国外交部杂志《德国》2009年第六期对《华商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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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什么叫除夕夜的凄凉？那么，
2020年12月31日的除夕夜就是凄凉悲伤除夕
夜的最佳写照。估计这也是德国自二战以来
最糟糕的除夕夜。
　　虽然在12月31日晚21点45分，德国电视
二台（ZDF）还是照常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er Tor）举行了一场大型跨年
晚会“欢迎2021年/Willkommen 2021”。但
与以往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场跨年秀但没
有观众，也没有盛大的烟花。
　　就连每年12月31日20点10分的德国总理
致辞也令人感到莫名的悲伤。今年是默克尔
总理的第16次新年致辞，也是她最后一次以
总理身份发表的新年致辞。因为她不再作为
总理候选人参加今年9月份的德国大选。

默克尔总理的新年致辞

　　2020年12月31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新
年献词中说：我们从未如此满怀希望地迎接
新的一年。

　　即将过去这一年，是怎么样的一年？！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21年新年致辞中呼吁国
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新冠病毒。“在这令
人窒息的一年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有必要进
行反思和悼念。”
　　“我们不能忘记，今年有多少人失去了
亲人，无法与我们共度今年的最后时刻。我
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在想念他们，尤
其是在今晚。”“阴谋论不仅错误和危险，
同时玩世不恭和残酷。”
　　2020年是“很多人超越了自己，默默
无闻做出自己贡献”的一年。......更体现在
“我们联邦国防军的奉献精神上。”毫不夸
张的说：“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大家从没
有如此沉重的告别过去的一年，也从来没有
如此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年，尽管仍有很
多的担心和疑虑。”

一场给予人希望的跨年晚会

　　一位连任16年总理的最后一次新年讲
话，一场没有观众，没有烟花的勃兰登堡门
前晚会，这就是2020/2021年的除夕夜。而这
一切，德国民众只能通过电视收看到，没有
现场。虽说如此，但是为了保证演出的顺利
举行，预计会有500名警察因为这场跨年晚

会而将在工作中度过除夕夜。
　　警方发言人说：“警方的工作重点是确
保电视台的除夕跨年晚会的成功制作。”据
悉，整个勃兰登堡门区域连同动物园全部被
封锁，禁止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现场。不
过，相比之前的繁华喧嚣的除夕夜发生的各
种案件：如2015年除夕夜发生在科隆火车总

站 的 集 体 大 规
模性侵妇女的恶性案件，再如2018年除夕夜
发生多起大规模袭击警察事件，今年警察们
的工作相对省心多了。
　　为什么ZDF的跨年晚会没有像德国电视
一台（ARD）那样，将跨年晚会转移至演
播大厅？ZDF的女发言人安雅·谢勒（Anja 

Scherer）表示：“在许多人不得不放弃除夕
传统的时候，ZDF认为提供一个充满激情与
团结的晚会是我们应该做的。此外，德国民
众也能从音乐中获取希望，用积极良好的心
态去面对2021的到来。”

　　据悉，ZDF为了31日的跨年晚会，特别
邀请了德国民众最为喜欢的音乐人加入，如
Karat，Höhner和Marquess等团体。还精心设
计了一场特别的秀——烟花绽放在舞台，点
点火花，一扫2020的晦气。
　　来自德媒的报道，31日晚在法国巴黎的
卢浮宫金字塔前也举行有一场跨年晚会，和

德国的勃兰登堡门前的跨年晚会一样，没有
观众，没有烟花，只有音乐。
　　英国伦敦和西班牙马德里则取消跨年晚
会。

歌手Claudius Dreilich
与柏林乐队Karat的激情演绎

默克尔最后的总理新年致辞 

德国迎来空前凄凉的除夕夜

在这里庆祝2020/21的除夕：勃兰登堡门已被封锁，一场没有观众的跨年晚会将在此进行2020年12月31日，默克尔总理发表新年献词

默克尔总理每年的新年致辞 2019年除夕夜在勃兰登堡门前举行新年跨年晚会：
大型音乐表演以及盛大的烟火

　　德国人在新的2021年里都有哪些目标想
要实现？尤其新冠病毒还在肆意的时候，应
该对自己说什么？

　　1、多和家人朋友相处
　　因为控制新冠病毒传播，聚会被限制不
得超过两家庭。许多德国人表示，希望在新
的一年里将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和朋友。

　　2、多运动
　　这个目标大概每人都有吧？新一年多运
动！在德国，一半以上的人希望2021年更多
地动起来。不过，很多人完全没有付诸行
动，或者没有坚持下去。

　　3、多点时间留给自己
　　想象一下：你独自一人在海边冥想，潮

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听起来不错吧？那就去
试试。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表示，希望新年多
一点时间留给自己。

　　4、吃得更健康
　　低盐、低脂、低碳水化合物，还有素
食、有机等等等等，如今有太多打上健康标
签的饮食潮流。其实也可以从简单的做起，
多吃新鲜食品、摄取多种营养。

　　5、减肥
　　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常见的目标了。光运
动以及吃得健康还不够，有调查显示三分之

一的德国人明确表示，希望新的一年能瘦下
来！

　　6、多存钱
　　很多关于德国人的看法都是成见，比如
节俭。根据经合组织数据，比起周边国家荷
兰、丹麦、瑞典、瑞士、挪威，德国人更少
储蓄。不过，很多人是有存钱心的，那么，
新年里付诸行动吧。

　　7、少上网
　　一些科学研究指出，网络、特别是社交
媒体上的评论，对人们神经细胞的影响有如

成瘾药物。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四分之
一的德国人希望2021年少玩手机。

　　8、少喝酒
　　德国人太爱喝啤酒，这个不是成见。德
国的啤酒消费量在世界排第四（前三名是捷
克、纳米比亚和奥地利）。不过，不少德国
人也觉得自己喝得太多了，新年里少喝酒成
了许多人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9、少吸烟
　　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抽烟的人
依旧不少：在德国，几乎三分之一人口是烟
民。他们当中10人里有1人愿意新年戒烟。
不过按照经验，戒烟是新年目标里最不靠谱
的一个，太少人实现了这一目标。（德国之
声中文网）

德国人2021的新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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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在意大利，两兄弟同时感染冠
状病毒：弟弟在医院的重症病房与新冠病毒
做殊死搏斗，命悬一线；哥哥却接受几天的
治疗后就痊愈回家了。这对兄弟并非普通意
义上的兄弟，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兄弟。
　　众所周知，生活并非总是公平的，新冠
病毒也是如此：被病毒感染后，有些人病情
严重，甚至死亡，但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感染。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对为什么
有些人相比其他人在感染病毒后，更容易发
展成重症患者等知之甚少。
　　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在解释新冠病毒患
者发病过程轻重不一的原因时，往往从基因
（血型）上来分析。很明显的一点，除却其
他因素，专家学者们认为，每个患者的年
龄，以及是否有基础病等因素，也是发病过
程轻重不一的重要原因。

　　但是，12月发表的、来自意大利的同卵
双胞胎兄弟的病例报告显示，即使基因完全
相同的人，被新冠感染后，其遭遇也是截然
不同的。
　　他们的新冠感染旅程始于3月9日：首
先，他们同时发烧，然后鼻子阻塞，最后出
现疲劳，呼吸急促和干咳。十天后，两兄弟
开车前往医院就诊。在医院经过测试之后，
确诊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

生活环境、工作就连BMI也一样

　　这俩兄弟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分开过，
一直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同校同级、毕业后
还在同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同一车间工作。两
人均没有基础病、不抽烟，就连身体质量指
数（BMI）也是一致：有点超重。
　　两人唯一的不同之处只有一点：哥哥，
已婚，如《内科学年鉴》中的病例报告所
示。弟弟，未婚。据悉，两兄弟都是因工作
的原因而被感染。据分析，最可能的感染源
来自他们的客户。
　　当他们在医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被
收治入院——两人的治疗方案也极其相似：

吸氧、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和两种抗
病毒药物，以及一种旨在预防血栓的小剂量
血液稀释剂。
　　然而，在医院接受了几天的治疗后，兄
弟二人的症状开始出现初步的差异：已婚的
哥哥，正在逐步的恢复健康。未婚的弟弟，
其病情却在慢慢的恶化。血液中炎症的迹象
增加，肺功能在恶化，已经无法自主吸氧。
他的体温升高，再次发烧。

弟弟在重症监护室，哥哥回家

　　七天后，双胞胎开启了不同的新冠感染
路：哥哥留在普通病房进行治疗，弟弟被转
移到重症监护室，必须使用呼吸机才能维持

呼吸。当哥哥出院日，弟弟却因细菌感染引
发败血症而导致感染性休克。
　　医生们为弟弟的生命而战：他们用抗生
素，类固醇，收缩血管并稳定其血液的药物
治疗他。
　　医生们的治疗方案起效。四天后，弟弟
终于可以拿下呼吸机，随后，他重新回到普
通病房。经过17天的后续治疗，弟弟终于也
可以回家而且没有其他并发症。
　　或许相对哥哥而言，弟弟的遭遇很不
幸，但是总体而言他是幸运的：尽管病情严
重，尽管恢复缓慢，但他终于康复了，并且
肺功能也没有受损，恢复如初。

各种推测：是肠道，还是免疫系统...

　 　 来 自 佛 罗 伦 萨 I R C C S  " D o n  C a r l o 
Gnocchi"医院的戴维·拉泽罗尼（Davide 
Lazzeroni）医生写道：“遗传因素经常被引
用来解释为什么每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其病
程会如此的不同。” 
　　但，从这对同卵双胞胎兄弟的遭遇来看
并非如此。而且年龄，高血压，慢性疾病或
环境因素（例如空气污染）也不被视为其造
成不同病程的原因。
　　的确，案例报告的作者没有提供答案，
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其不同的病程。他们只
是就此病例发表了一篇报告。
　　于是，在病例报告刊发后，世界各国的
医学专家们沸腾了！因为这属于极其难得的
病例案件。他们做了各项推测，发表自己的
见解。

或许是病毒载量的原因

　　有医生认为，因为双胞胎的病毒载量的
不同造成不同的后果。有医生推断，或许哥
哥之前感染过冠状流感病毒？！因为有报道
说，被老的流感冠状病毒感染过的人，会获
得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因此，他的免疫系
统可以更好地抵御新冠病毒的袭击。现在的
研究表明，至少有这种交叉免疫的可能性。

　　肠道专家则认为，不同的肠道菌群至少
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病程。医生
认为，根据一些研究表明，未婚者的饮食相
对已婚人士来说会差一些。这也适用这个病
例中的弟弟。但是，该报告并未说明两兄弟
的饮食是否一致。但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虽然哥哥已结婚，但两兄
弟还是每天共进晚餐哦。
　　也有专家对双胞胎的数据表示质疑：认
为对双胞胎兄弟没有经过测试从基因来证明
他们的相同，而不能只根据两兄弟的外表来
假设！此外，是否有对病毒进行测试，两兄
弟感染的是同一病毒？还是感染了不同的病
毒（有变异）？
　　也有教授认为，该病例报告对与新冠病
毒感染严重性相关的难以确定的因素，提供
了非常独特的见解。

抗体附着在病毒表面

医学界爆炸性病例　新冠肺炎发病过程困惑

同卵双胞胎感染新冠　哥轻症而弟在鬼门关

双胞胎数据。住院前两周的体温（A），Pao2 / FIo2比（B），C反应蛋白水平（C）和白细胞
计数（D），从入院到双胞胎1出院，再到双胞胎2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

两兄弟的病例报道，
2020年12月8日在《内科学年鉴》上刊登

　　德国能源巨头意昂集团发布的最新报告
称，今年前10个月，德国太阳能、风能、生
物质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共发电
1950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另据弗
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测算，2020年德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发电总量的52.5%，较去
年提高6.5%。
　　“德国的电力供应每年都在‘变绿’。
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一直稳定增
长。”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官网指出，
2000年时，可再生能源仅占德国能源总量的
6%，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耗
中的占比将达到65%。
　　太阳能在德国新能源市场的增长尤其令

人瞩目。今年前10个月，德国太阳能发电量
达430亿千瓦时，超过去年太阳能发电全年总
量，是德国所有家庭年电力需求的近两倍。
　　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绿色清洁能源产
业，于2000年首次颁布《可再生能源法》。
此后又对该法进行了数次修改完善，其核心
内容是对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政策倾斜和资
金补贴，如设置上网电力保护价格，对可再
生能源企业提供长期固定补贴等。目前，德

国对可再生能源的年补贴额已超过200亿欧
元，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利用提供了有力保
障，推动了德国电力行业低碳化的快速发
展，但同时也面临清洁能源产能过剩、电网
拥堵等问题。
随着可再生能源市场逐步成熟，德国政府从
2017年开始再度调整能源策略，全面引入竞
标机制，补贴不再由政府决定，而是由市场
竞价体系确定，以保证较高的市场参与度，

促进可再生能源稳步发展。
　　为实现欧盟节能减排目标，德国还将加
速淘汰煤电产能。今年9月1日，德国政府进
行了首次“退役竞标”，为提前退役的燃煤
电厂提供补偿。1990年以前投运的燃煤电厂
如果提前退出，未来10年内获得的政府补偿
金额将超过继续运营的收益。这意味着未来
几年将有大量煤电产能退出德国市场。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能源专家罗特
玛赫表示，由于看好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未
来发展前景，越来越多创新型绿色企业正涌
入德国并设立生产基地。（李强）

德国加快能源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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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警方捣毁一贩毒团伙

　　德国警方去年12月15日说，执法人员当
天在德国北部捣毁一个贩毒团伙，并逮捕15
名犯罪嫌疑人。
　　德国警方说，在汉堡检察院统一指挥
下，约500名海关稽查人员和警察15日在石
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下萨克森州以及
汉堡和不来梅等地采取行动，搜查38处住
宅，共逮捕15名年龄在19岁到58岁之间的男
子。
　　警方说，该团伙涉嫌向欧洲国家贩运约
2吨可卡因。该团伙成员多次使用伪造文件
在港口提取从南美国家发出的藏毒集装箱，
并从货场偷走集装箱。警方经过为期一年半
的调查，最终对15人发出逮捕令。（毛竞）

德国柏林枪击事件致4人受伤

警方正在搜捕袭击者

　　当地时间12月26日凌晨，德国首都柏林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
　　据路透社26日报道，柏林警方发言人当
天表示，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地区发生枪击事
件，有4人被送往医院，无迹象显示这起枪
击案存在政治动机。“德国之声”报道称，
身份不明的袭击者迅速逃离了案发现场，警
方正在对其进行搜捕。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在枪击事件发
生后，柏林市消防部门在推特发文称，枪
击事件中3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随后当
地警方证实，还有第4个人在枪击事件中受
伤。德国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描述称，全副
武装的安全人员已抵达现场，搜寻枪击案嫌
疑人，一架警方直升机也在执勤。

德国民意调查：

卫生部长施潘成人气最旺政治家

　　根据德国最新民意调查，德国最受欢迎
政治家不再是默克尔总理，而是德国卫生部
长施潘（Jens Spahn）。根据民调机构Kantar
为《周日世界报》所做的民意调查，德国
52%的人希望施潘“在来年对政治产生最大
影响”。施潘由此超出默克尔总理一个百分
点，成为德国最受欢迎政治家。去年，默克
尔是德国最受欢迎政治家。
　　默克尔将执政到明年九月国会大选。她
已表示放弃参选连任。谁将接任总理，一直
是民众关心的话题。基民盟、基社盟有4位
政客可望成为总理候选人选。但默克尔和施
潘所在的基民盟至今不确定本党总理候选
人，以免和现任总理默克尔形成竞争局势。
民意调查显示，施潘在女性选民中特别受欢
迎，66%的女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期望施潘
在2021年拥有尽可能多的政治影响力。男性
受访者有此意愿的只占38%。
　　新冠疫情改变了政坛人气。去年，施潘
在人气调查中只得到28个百分点。基社盟的
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和联邦财政部长舒
尔茨在新冠危机期间也声名大振。与去年
相比，默克尔受欢迎度增加了11%，名列第
二。索德尔得分甚至从15%增加到50%，成
为德国第三个最受欢迎政治家。
　　Kantar于本月18日对505名具有代表性的
公民进行了采访调查。提到的问题是：“您
希望以下哪位政治人物对2021年的未来政治
产生最大影响？”列出的名单包括18名政治
家。（丹兰)

该否装备攻击型无人机 德国政坛激辩

　　（法新社柏林31日电） 德国将于2021年
秋天举行大选，距选前不到一年，德国军队
是否该配备攻击型无人机却在总理默克尔的
联合政府内出现严重分歧，同时也测试北约
（NATO）的耐心。
　　到目前为止，在非洲马利（Mali）与亚
洲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德国部队，只准使用侦

察无人机，武装无人机则由其他盟国负责。
　　德国2018年时与以色列航太公司（IAI）
签约，租用5架新式的「苍鹭」（Heron 
TP）无人机。尽管苍鹭无人机可在需要时装
载飞弹，不过德国租用时仍以用于侦察为出
发点。
　　默克尔的保守派基民/基社联盟（CDU/
CSU）与联合政府里中间偏左的执政伙伴社
民党（SPD）当时同意，日后这些苍鹭无人
机要不要武装，由国会定夺。
　　对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而言，任
何涉及军队武装的议题都很敏感。但德国在
欧洲的政经影响力毕竟数一数二，被认为应
承担更多国际防卫与安全责任，使得欧盟里
要求德国应武装化无人机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德国国内，基民盟与基社联盟支持让
无人机武装化，一些社民党人也认同，自由
派的自由民主党（FDP）与极右翼的德国另
类选择党（AfD）也支持；但绿党与极左的
“左翼党”（Die Linke）坚决反对。
　　但在12月中，社民党领袖之一的瓦特柏
杨（Norbert Walter-Borjans）与社民党国会
党鞭穆茨尼希（Rolf Muetzenich）突然表态
说，反对无人机武装化，掀起论战。
　　瓦特柏杨说：“保卫我们官兵性命与
用遥控就能滥杀无辜仅一线之隔，不可不
慎。”穆茨尼希则表示，他希望就德国联邦
国防军能否以无人机进行“自动化杀人”一
事，展开全面的道德辩论，还说德国有半数
的民意反对。
　　默克尔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德国国防部长
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先
前批评持反对立场的社民党执政伙伴怯懦，
称“我们早已拟出作业准则，明确规定武装
无人机仅供国防军防御，即保护自己人时使
用”。
　　其他保守派人士，包括基民党内国防
专家欧特（Henning Otte），都指控社民党
在作秀，只为在选举时多拉一些左翼选民的
票。

德国在“希望乍现”中跨入新年

　　2020年12月31日是德国柏林最特别的一
个跨年夜。
　　“我们度过了怎样的一年啊！”默克尔
当天发表她自2005年成为德国首位女性总理
以来第16次新年致辞时，以这样一句话作为
开场白。当默克尔感谢那些遵守防疫要求、
认真佩戴口罩的国民时，露出了难得的笑
容。作为继已故前总理科尔后首位执政超过
15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坦言，这是她
执政以来最艰难的一年。
　　跨年这天，尽管大多数人在休假，但柏
林市内仍有人在忙碌着：送餐员和快递员。
疫情为生活按下“暂停键”的同时，却也
出人意料地为德国数字经济开启了“加速
键”。
　　一年来，记者目睹了手机支付、外卖
APP、智能快递柜等“新鲜事物”在柏林取
得蓬勃发展。此前，德国数字经济在欧洲范
围内发展相对迟滞，柏林大多数人仍坚持使
用现金。但现在，德国5G建设得到快速推
进，德国电信宣布已拥有4.5万台5G基站，
到2021年年底5G信号将可覆盖80%的人口。
　　疫情让德国的电商和快递企业也成为赢
家。德国邮政DHL集团预计其2020年全年国
内包裹量可达18亿件，同比增长近15%，创
历史纪录。第三方支付平台克拉纳(Klarna)的
研报显示，2020年“黑色星期五”德国线上
购物额同比增长超过50%，电子类产品销量
更是暴增3554%。
　　作为热爱思辨的民族，德国人在圣诞新
年贺卡中常用的一句话是“祝你度过一个沉
思的圣诞节”。而德语中“平安夜”也有
“安静的夜晚”之意。2020年的跨年夜，多
数德国人遵照政府防疫要求，与自己最亲近
的家人一起安静度过，放弃灯红酒绿的聚
会。
　　约尔格·比克曼斯在柏林从事教师工
作。往年圣诞假期，他都会跟妻子、女儿一
起回西部北威州老家与父母团聚，跨年夜则
常常与一群朋友共同欣赏烟火。今年由于疫
情限制措施，约尔格·比克曼斯一家三口选
择在柏林过一个宁静的跨年夜。对于即将开
启的2021年，他希望疫苗接种能够控制住疫

情，“让生活重回正常”。
　　默克尔当天也提到，人们已经窥见了
“希望的模样”，那就是逐渐增多的已接种
疫苗者。
　 　 2 0 2 0 年 1 2 月 2 1 日 ， 欧 盟 批 准 德 国
BioNTech与美国辉瑞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当月27日，德国启动大规模接种，截至31日
已为131626人接种疫苗。
　　“期待2021年我们会活在一个更安全的
世界，到那时我会和朋友们重新相聚在一
起，畅饮啤酒。”德国人安迪向记者表示。
(记者 彭大伟)

微软与德国电信达成

一项为期7年的云计算协议

　　微软公司和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
日前宣布达成一项为期7年的云计算协议，
该协议扩展了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帮
助德国企业和学校将更多的IT资源转移到云
端。
　　这两家公司计划将其各自的服务合并到
一个框架中，旨在为远程工作者和教育领域
提供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基于云计算的工
具。
　　德国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莫特烏斯·霍
特格斯 (Timotheus Höttges)在签署该协议时
说：“我们希望通过达成伙伴关系，使用微
软和德国电信提供的工具塑造一个真正的数
字社会。”德国电信计划到2025年将其大部
分内部IT工作负载迁移到公共云， Microsoft 
Azure是这一战略的核心部分。该协议还要
求德国电信向其客户提供直接访问Microsoft 
Azure和Office 365的权限。
　　微软公司合伙人Shawn Hall表示，该核
心网络和云原生网络软件将与微软公司针对
私有Azure Edge Zones和Azure IoT Central的
5G策略结合使用。
　　分析机构Moor Insights&Strategy公司高级
分析师Will Townsend表示：“这证实了微软
公司最近进行的一些收购活动，从而将电信
业务带入Azure云平台。”他指的是微软公
司近日收购了Affirmed Networks和Metaswitch 
Networks。
　　这两家公司都没有提及5G、边缘计算或
虚拟化网络功能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这表明
协议虽然宽泛，但更侧重于为企业和学校提
供连接和基于云计算的工具的组合框架。

德国当地议会批准

特斯拉工厂周边发展计划

　　德国当地议会通过一项工业区发展计划
的法令，拟将特斯拉(TSLA.US)柏林超级工
厂融入现有的交通网络。
　　据悉，特斯拉柏林工厂的建设需要与当
地现有的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所以德国当地
此次特针对特斯拉的发展计划做出了必要的
改变。
　　德国经济事务、劳工和能源部长Jorg 
Steinbach曾表示，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的运
营需要保障工人、卡车和火车的通勤。如果
工厂成功扩建，会有多达4万名工人分三班
工作，以汽车、火车和自行车形式往返通
勤，一天可能还需要高达23列火车和1600辆
卡车进出。这意味着充足的基础设施保障是
必要的。
　　如无其他意外，特斯拉柏林工厂可能会
在2020年底获得最终的建筑许可。特斯拉目
前已在特定施工阶段获得了几项初步许可。

联合国秘书长赞赏德国致力于多边主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应德国联邦议院
的邀请到柏林访问。他于12 月 17 日会见了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并与之
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古特雷斯向新闻界表示，为了纪念联
合国成立75周年，联合国在全球进行了一项
调查，来自世界各地的150万公民参与了调
查。其中，有99％的德国人表示，他们致力
于通过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来解决当今世界
的问题。这在各国当中比例是最高的。这表
明德国人民对联合国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坚定
承诺。

　　他表示，今年是充满剧变的一年，世界
遭受了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全面影响，
同时还面临所有其他挑战，从气候变化到不
平等，到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到破坏我们
世界的各种脆弱性。
　　他对德国在从人权到和平与安全的广泛
工作中对多边主义及其原则的坚定承诺表示
赞赏。
　　他说：“德国一直站在联合国所有活动
的第一线。过去两年中，德国在安理会中发
挥的作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他特别指出了德国对建设和平工作的关
键支持，包括其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中
发挥的作用。他表示期待着与马斯部长共同
主持联合国将在德国举行的建设和平基金增
资会议，并感谢德国的慷慨出资。
　　古特雷斯在与马斯的会见中讨论了利比
亚、萨赫勒、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世界其
他一些危机局势。
　　在利比亚问题上，他感谢德国发挥的作
用，包括今年1月在柏林举行了利比亚问题
国际会议，为帮助利比亚开拓前进并继续激
发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参与而做出了很大努
力。
　　在萨赫勒地区，古特雷斯表示，德国继
续致力于该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包括支持萨
赫勒地区联盟，参加联合国马里稳定团和欧
洲联盟训练团。
　　在苏丹问题上，德国为安理会中的努力
及其在苏丹之友小组中的领导做出了重要贡
献。
　　对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今年
十一月初爆发冲突，古特雷斯表示，他与马
斯外长都承认一个和平的埃塞俄比亚的重要
性，这将为埃塞俄比亚人民和非洲之角地区
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便利。
　　他说：“但我再次强调不受限制的人道
主义援助通道的重要性，同时须迅速恢复法
治、人权和安全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不仅
有利于尊重人权，而且可以实现和解，并提
供公共服务。除了立即保护平民外，联合国
与我们的伙伴随时准备支持由埃塞俄比亚人
主导的倡议，以鼓励包容性对话、和解以及
冲突后重建。”

牲畜屠宰规定引发抨击

　　如何屠宰牲畜，对信教者来说是很重
要的。穆斯林的清真（halal）传统认为，屠
宰动物时，动物要有意识。犹太教的洁食
（kosher）也是要让动物在清醒的情况下屠
宰。
　　而动物保护者则认为，要减少动物在屠
宰时遭受的痛苦。
　　欧洲法院于12月17日判决，欧洲联盟
（EU）境内，动物在屠宰前当局可以下令
必须使其致昏。这一判决引发了穆斯林和犹
太团体的警告，被认为有损他们的宗教自
由。
　　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基 于 尊 重 动 物 权 ， 支 持 比 利 时 法 兰 德 斯
（Flanders）大区政府实施的牲口未经致昏
禁止屠宰规定。
　　判决写道：「法院认为，这道命令内含
的措施，能够在动物福利的重要性及犹太和
穆斯林教徒展现信仰的自由之间，取得公正
平衡。」
　　犹太和穆斯林团体坚称，这道命令是攻
击他们的传统和宗教仪式，他们要求欧州法
院把宗教自由置于优先地位。
　　比利时犹太组织联盟（Belgian Federation 
of Jewish Organisations）抨击今天的判决未尊
重少数族群权利，是「否定民主」。
　　联盟主席贝尼兹里（Yohan Benizri）表
示：「我们会继续奋战，在穷尽我们所有法
律补救途径前，我们不会认输；而现在也还
未到穷尽之时。」
　 　 欧 洲 犹 太 协 会 （ E u r o p e a n  J e w i s h 
A s s o c i a t i o n ） 主 席 马 戈 林 拉 比 （ R a b b i 
Menachem Margolin）也说，这项判决代表
「欧洲犹太族群悲伤的一天」。
　　他透过声明表示：「这对欧洲犹太族群
释出一个如此恐怖讯息：你们和你们的信奉
方式在这里不受欢迎。这基本上是否定我们
身为欧洲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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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是如此不同寻常的一年。
　　要是有人在2019年告诉那些个欢欢喜喜
准备跨年的人们，眼前的岁月静好是昙花一
现，估计能被德国民众的口水喷死，顺带便
精神病医院一日游......
　　然后，2020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瘟
疫大流行的一年，新冠病毒控制着全世界的
人们。
　　新冠病毒，一种突然出现并传遍全球的
病毒，它带给人们无穷的死亡、病痛、恐
惧、忧患以及自我禁闭。
　　在距离2021年还有5天的时候，随着疫
苗接种的开始，似乎代表着一个新时代在
德国开始。但疫苗真的能终结眼前的灾难
吗——目前在德国每天都有数百人因新冠
病毒而死去，导致殡仪馆纷纷告急。截止
现在，德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3万！与此同
时，各个州的重症监护病房也人满为患，医
疗资源的挤兑问题迫在眉睫...... 2020的德国
难道除了这些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恐怖事件之
外，再无美好？！
　　当然不，这在艰难岁月中，还是有一些
事件让人们重新鼓起勇气，触动人们的心
扉，让他们在这艰辛困难事情面露微笑。

一月：柏林无家可归者的第一个招聘会

　　热气腾腾的食物，柔软还温暖的床，再
来几件适合冬天的穿的裤子或夹克......
　　这些是社会工作者贾娜·格罗什（Jana 
Groesche）通常情况下为柏林法兰克福大道
无家可归者收容所“HalleLuja”的流浪汉们
提供的东西。

　　但是在2020年1月，社会工作者开始为
这些流浪汉们重新构建新的生活——他们组
织首场流浪汉们就业咨询。
　　“有一种偏见，即无家可归的人很懒，
不想工作，但这通常不是真的。许多人想工
作，但不知道如何找到工作。如果没有申请
文件，他们就没有机会。”

二月：女服务员成为助产士

　　2月10日，流行歌手Chr i s  Mar t in和
Andreas Lawo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的
“Klumpen Moritz”餐厅举行盛大的派对。
不过派对的主角光环最后落到小安吉丽娜
（Baby Angelina）身上。
　　就在餐厅客人们的狂欢中，餐厅楼上女

厕所中一位女婴——小安吉丽娜出生了！
　　餐厅女服务员杰奎琳·桑德（Jaqueline 
Sander）化身成为助产士帮助孕妇接生，母
女平安。

三月：光脚走路5年

　　萨布丽娜·福克斯（Sabrina Fox）曾经
有超过100双鞋子，但实际上她一直觉得最
舒服的是赤脚走路。现在，她的脚底相比常
人来说，更要厚实一些。

　　5年前，她开始自我尝试。
　　“我写了一本书，赤脚旅行了一年，”
福克斯说。“这一年我过得很舒服，然后
我就一直这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
雪。”“鞋子就像脚的紧身胸衣，而且我再
也不想将自己禁锢住，“福克斯说。

四月：复活节救援

　　波鸿的复活节救援行动！
　　一位路人在经过马路时看到一只小鸭子
被卡在1.5米深的排水管金属筐中，于是打电
话希望消防队员前来救援。
　　波鸿市中心的消防队派出消防队员前来
救援。他们取下沟壑盖，把装有雏鸟的污物
捕篮抬到街上。
　　随后，又将这只未受伤的小鸭子交给来
电者，由来电者把它带回在附近等待小鸭子
回家的鸭妈妈身边。

五月：女警察从池塘里救出丽莎

　　26岁的警察贾斯敏·库特勒（Jasmin 
K u t t l e r ） 和 她 的 同 事 罗 宾 （ R o b i n ） 在

Marienbergpark骑马，她说：“公园里的小池
塘里有一些孩子在玩耍。 当我们走近时，我
看到一个女孩正在往池塘的深水区走去。突
然间，她消失在池塘中。”
　　库特勒立刻跳下她的马“卢克”，飞快
跑向池塘，跳进水里，将孩子救起。
　　几天后，小丽莎和她的妈妈一起拜访了
她的救生员，感谢她。

六月：易北河上的救援

　　斯特凡，蒂莫和克里斯托
弗得到一艘新的摩托艇，于是想在易北河上
跑一圈。但是一阵巨浪使船倾覆，三个人掉
进了河中，当时河水水温8度。
　　当他们试图自救时，却不幸陷入河底的
淤泥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们紧贴船体，所以
下沉缓慢。
　　最后，是手机的手电筒让他们得救。救
援直升机凭借手机电筒得以定位他们的位
置，将他们拉出淤泥。

七月：叙利亚三姐妹通过德国高中毕业
考试（Abi）

　　2015年3月，当恐怖组织征服沙姆阵
线 （ A l - N u s r a ） 的 火 箭 炮 震 碎 了 卡 亚 里
（Kayyali ）家的厨房窗户时，他们家做出了
一个艰难的决定：逃离而不是死亡，不能让
孩子们失去未来。
　　五年后，卡亚里家当初的决定获得了收
获：20岁的莱拉（Leila）和利恩（Leen）、
19岁的沙赫德（Shahd），三姐妹在科隆获
得了高中毕业证书。
　　与此同时，三姐妹也明确自己未来的职
业：沙赫德希望在大学学政治，重点是中
东。莱拉想学社会学，而利恩想成为一名建
筑师。

八月：天体营的混乱

　　一个厚颜无耻的野猪家族在柏林引起了
笑声：在魔鬼湖（Lake Teufelsee），野猪们
先是在在游泳者的披萨上嬉戏，然后一头母
猪突然窜出，用嘴叼起一个黄色的袋子，迅
速跑向森林。
　　于是，苦主赤身裸体地去追赶野猪，成
为其他游泳者（天体者）眼中的风景线。
　　不过，这位“亚当”先生还是很幸运
的——他从母猪的嘴上抢回了自己的电脑
包。

九月：幸福的晚婚

　　新娘穿着粉红色礼服，同时戴着同款口
罩。
　　新郎穿着蓝色礼服，经过26年的长跑，
芭芭拉·巴赫尔（Barbara Bacher）和克劳
斯·佩姆塞尔（Klaus Pemsel ），在30名客
人的见证下，于9月1日喜结连理。

　　1994年，他们俩相识，相爱。但芭芭拉
和克劳斯从未想过结婚这件事情。现在让他
们的关系“正式”的决定相当务实：“如果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戒指就
会给我们安全！”

十月：200万欧的针剂让瓦迪姆获新生

　　小瓦迪姆（Vadim）患有脊髓性肌萎缩
症：一种罕见的基因缺陷。
　　主要症状表现为肌肉萎缩，运动功能严

重受限，患者连普通的翻身、蹬腿、爬行都
难以实现，随着病程的发展，最终影响吞咽
和呼吸，严重威胁患者生命。新生儿发病率
大约为万分之一。
　　能够救小瓦迪姆的药物是Zolgensma
（在中国也被称为诺西那生钠注射液），
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种，单剂花费200万欧
元。
　 　 明 斯 特 大 学 医 院 的 医 生 认 为 只 有
Zolgensma才能让小瓦迪姆的生命得以延
续。
　　最终，小瓦迪姆的200万欧元治疗费也
是由德国医保承担。

十一月：躺着赚钱

　　明亮的单人间配有无线网络，以及超大
屏幕，三餐无忧，同时配备一流的医疗团
队。
　　床也很舒服，但对躺姿有特殊的要求：
侧躺，必须头低，脚高。这是它的意图：床
是科隆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研究项目的
一部分，即所谓的“卧床休息研究”。这模
拟了太空失重的条件。
　　假如能在这样的床上躺30天，可以得到
很大一笔收入。这算不算躺着赚钱呢？！

十二月：创纪录的“儿童爱心”捐款

　　12月5日，大型的慈善晚会“儿童爱心/
Ein Herz für Kinder”在电视上播出，这已是
第20届。

　　每年，德国的很多名人会对慈善晚会
“儿童爱心”进行捐款，不过今年是最成功
的一届——获得25977285欧元的捐助款。
“儿童爱心”捐款必须全部回馈于孩子们。
　　这笔钱用于修建学校和幼儿园，孤儿院
和运动场，资助救生活动，将救灾物资运往
灾区，支持儿童癌症研究等等。

盘点2020德国：严酷疫情下稀奇古怪事

亚历山德鲁（Alexandru G.）想当理发师。社
会工作者米里亚姆·哈蒂格（Miriam Hartig）

帮助他撰写申请和简历

即使没有鞋子也很优雅：萨布丽娜·福克斯已经5年不穿鞋了

被拯救后，斯特凡（左）和好友蒂莫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个热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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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的传统，住自己的房子才安
心，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有钱没钱都要买
房住，才蔚然成风。
　　而在德国，几乎有一半人租房住。拥有
房产权的房主比欧盟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
根据欧盟新的统计数据， 51.4％的德国人
住在无需支付租金的公寓或房屋中。这是
欧盟的最低值。奥地利（55.4％），丹麦
（60.5％）和瑞典（64％）。但罗马尼亚和
斯洛伐克的房屋拥有率分别为96.4%和91.3 
%。
　　这些统计数据乍一看使观众感到惊讶。
几乎每个罗马尼亚人都能负担得起自己的财
产，而德国只有一半的人能负担得起吗？德
国难道不是欧洲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罗
马尼亚正相反吗？为什么其他所谓的富裕国
家，例如奥地利，瑞典和法国（第23位）最
终排名较低？
　　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拥有自己的房产并不意味着生活得好

　　在德国人看来，拥有房屋通常等同于更
高的生活质量和一定程度的富裕生活。看看
德国普通的财产所有人，就可以证明这种印
象。他通常年龄在45岁以上，并且他的家人
（一个人或一对伴侣）每月净收入超过3000
欧元。
　　而在国际上，拥有房屋通常意味着完全
相反的情况：46.3％的罗马尼亚人住在拥挤
的公寓里。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定义
是，每间公寓的每个房间平均住一个成年人
或两个孩子。实际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和克罗地亚这三个拥有最高房地产所有权的
国家的平均仅为1.1间房。在德国，即使在出
租公寓中，则为1.8间，多63％的空间。在这
个国家，只有7.4％的人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
里，这是欧盟的最好的数值。

住在自己的家中

并不意味着您已经购买了它

　　德国所有居民的25.8％仍在还房屋贷
款，即几乎所有财产所有人的一半。由此
可见，至少约有一半的德国房主购买了自
己的房屋。此外，还有一些人自己买了房
也已还清贷款，但没有报告。在房主利率

较低的所有国家中，房主贷款未偿还率很
高。在奥地利，这一比例约为24.9％。荷兰
以60.4％领先，其次是瑞典（51.4％）和丹麦
（46.8％）。

许多房主继承了他们的财产

　　购房在拥有高房地产所有权的国家中
是不同的：在罗马尼亚，只有1.1％的居民
仍在购房。保加利亚为2.3％，克罗地亚为
7.4％。合理的结论是：许多房主在这里继承
了财产。这些房子可能更旧，因此平均而言
更残旧。
　　但是，为什么德国人会继承那么少的房
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历史原因，正如

几年前联邦建筑，城市和空间科学研究所的
亚历山大·舒尔特（AlexanderSchürt）在法
兰克福汇报中所说。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德国，尤其是大城市中的许多房屋被
摧毁。为了使之后的人们迅速返回到修好的
房屋中，德国和德国民主共和国都建造了大
量出租公寓，其中许多人住在一个很小的区
域内。战后一代必须首先建造自己的房屋，
而在其他国家，他们只是世代相传。

德国的房地产价格低

　　另一方面，德国的房地产价格不比其他
欧盟国家高，至少如果将大城市的每平方米
平均价格与平均收入进行比较，则至少没
有。
　　这样，普通德国家庭就可以从他们的年
净收入中负担大约四平方米的住房。这是欧
盟第五高的价值，仅丹麦（7.2平方米），比
利时（7.8平方米），卢森堡（7.9平方米）
和塞浦路斯（9.7平方米）才被超越-所有这
些国家的房屋拥有率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其他国家通常见不到这样的情况。东欧少得
可怜的几套出租公寓通常是秘密出租的。在
瑞典，人们蒙昧以求的公寓顶手费需要10万
欧元的不在少数。 “在许多东欧国家，没有
贿赂和亲戚关系租房就行不通。”官方统计
数据显示，德国进行的是有条不紊的租赁生
活：在德国，有关租赁法的诉讼比所有其他
欧盟国家的总和还多。
　　租房住，免不了跟房东起争执。这就是
德国租房特色。且法律是为房客撑腰的。

德国人还在喜欢租房不喜欢买房　自有房在欧盟垫底

　 　 本 报 记 者 洪 莉
报 道 ： 据 《 T h ü t i n g e r 
Allgemeine》12月28日报
道;12月23日，在德国卡
塞尔（Kassel）和哥廷根
（Göttingen）之间的铁
路线上，进行了一次非
常特殊的救援行动。
　　一对白天鹅相伴飞
行出游，在经过一段ICE
高速铁路线途中，其中
一只天鹅不小心撞上了
铁路上方的高电线网，并被困住死亡。卡塞
尔联邦警察获悉前去将死亡的天鹅取了下
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处结束。另一只丧

偶的天鹅极度悲伤，卧在
火车轨道旁边，孤独地守
护在铁轨危险区域不肯离
去。来往的火车都在远处
停了下来，此段铁路线路
被迫暂时关闭。人们用尽
办法想让这只天鹅离开，
可是几经尝试均末成功。
天鹅始终原地不动，就是
不肯离去。最后只好求助
附近城市的消防队出动。
　　消防队员用特殊装备

将天鹅抬离了铁轨区域。整个救援这只悲伤
而忠诚的白天鹅的过程，导致23列火车晚点
了大约50分钟。所幸，这只幸存的天鹅没有
受伤。后来被富尔达消防队送回大自然中。

忠诚爱情的白天鹅导致铁路停顿晚点

　　农民又开着拖拉机上路了，这次不是
去耕地，也不是去柏林总理府门前抗议，
而是去堵廉价超市ALDI的仓库。
　　星期二晚上，在下萨克森州的几个地
区数以百计的农民用数百辆拖拉机堵住了
廉价超市ALDI的仓库。
　　该行动是由于Aldi Nord将调低黄油价
格而触发的。许多农民担心他们的生存。 
　　Aldi Nord的公司发言人周一宣布，由
于圣诞节期间的高需求，黄油价格每年这
时都在上涨，然后在年初又下跌，这是完
全正常的现象。
　　但是，农民担心价格会降低太多。据
农民反抗运动组织“土地创造联系»Land 
schafft Verbindung«”的发言人 Anthony Lee
的说法，Aldi Nord希望将每公斤黄油的价
格最多降低60欧分。而往年在年底通常会

降低10至20欧分。
　　Lee表示，在Hesel（Leer区）的仓库已
成抗议活动的“象征性地点”。从星期一
到星期二，大约400辆拖拉机阻塞了这里的
交通。警方说，上午，封锁仍在继续。
　　星期一晚上，在下萨克森州的其他
Aldi仓库前也发生了抗议活动，该抗议活
动在星期二早晨继续进行，例如在Lingen
（Emsland区）。警方发言人说：“这里
最多的时候有80台拖拉机。”周二凌晨
3:00左右，仍有约60辆拖拉机。 “许多人
随身携带了火桶和毯子，并在准备长期封
锁。”据警方称，“数十辆拖拉机”封锁
了林特恩（绍姆堡区）的出入口。
　　农民也是够拼的，今年还因为猪肉价
格下跌，农民也曾迫使廉价超市LIDL涨
价。

农民开拖拉机堵ALDI　抗议黄油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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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ake care of you! 境外医疗保险
我公司为来德国和欧盟各国商务考察/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留

学进修/派外员工以及投资商人等外国客人提供各种价格优

惠,质量一流的医疗保险。

如：
·	 商务考察/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医疗保险,
 月保险费起价25,50欧元.

·	 学生医疗保险,月保险费起价28欧元

·	 商人医疗保险,月保险费起价79欧元

·	 互惠生医疗保险,月保险费起价21欧元

·	 为拥有德国国籍的人员和持有德国长期签证的人员

 提供前往其它国家度假的保险.年保险费9,50欧元起。

Care Concept AG
互联网：www.care-concept.de/baoxian (中文网页)
中文服务代码ZZMA020010	(	请在代理人一栏内填写)
联系电话：0228 97735-88 
传真号码：0228 97735944
电子信箱：chinaservice@care-concept.de
公司地址：�Am Herz-Jesu-Kloster 20
� 53229 Bonn

欢迎各位来电咨询，

也欢迎各咨询机构和旅行社与我们合作。

收银机系统

银行卡/现金收款端口

后期服务

安全·无后顾之忧的收银机系统

图腾世界连载之一

　　20-23问：请看一个男的33年鸡，有没有
灵性和关口？
　　答：……有灵性，念四张。有个关在年
底。每天7遍礼佛大忏悔文21遍消灾吉祥神
咒7遍心经，连续三个月。……他脑子已经
有病了，会痴呆的（已经有点了）多参加活
动，看书看报，吃点卵磷脂（他还打麻将
呢）不要打啦（编者注：人和人当面交往，
细心的人会发现对方可能有点痴呆症。但台
长两眼摸黑、相距遥远就看出来，而且从不
看错！定义为“通灵神功”是不过分的）。
　　问：请看一个61年女的牛，身体怎样？
　 　 答 ： …… 乳 房 会 出 毛 病 （ 右 边 还 是
左 边 ） 看 一 看 吧 ， 你 考 考 我 啊 （ 不 是 不
是）……右边（对啊，她说痛，就不知是乳
房还是肝区）叫她老公少碰她（他老公年轻
时就中风了，应该不会多碰）我再多说一
句，如果她外面有男朋友，也是如此。再说
下去就不雅观了（编者注：缺乏正常夫妻生
活的女性容易得妇女病，这是医学常识，而
台长根本没问病史和家庭生活就看到了结
果，医学玄学完全一致）。
　　问：请问一个58年的狗，是我国内的朋
友，流过产。我打电话叫她超度念经，她家
也供佛的。她说她很忙，以后有空再说。想
不到她后来突然眼睛看不见了，也不接我的
电话了。那我变什么啦。
　　答：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她不接，是她
身上的鬼要拖她走，让她不接电话，不让别
人救她（现在怎么办）你念心经送给她，再

念四张小房子，然后再狂念大悲咒（编者
注：此例告诫我们在劝说别人信佛的过程中
要适可而止，随缘而定）。
　　问：请看一个崔炳初，男的，99年走
的，现在在哪里？
　　答：……投人了（原来你说在阿修罗）
噢，现在下来了（为什么）你们超度时要说
的：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帮助某
某某超度上天，不要投人。如果不说，那阿
修罗就可能会掉下来去投人的（编者注：此
例说明念经前的意念和求法很重要。可进一
步参考台长博客上各种求法说法的细则）。
090802星期日，12点到1点半，玄艺问答节
目，不看图腾的：
　　24-28问：我父亲在国内，已经肾衰竭，
导尿出来全是血，医生说不可逆转，瞳孔也
放大了。当时我在父亲床边，看爸爸呼吸非
常困难，很难过，就默默地为父亲念大悲
咒，念到第五遍的时候，我父亲的呼吸突然
平稳下来，不那么揪心了，接着他就走了。
这是不是我的罪过？
　　答：不是你的过错，不必内疚。你父亲
阳寿已尽，帮他解脱痛苦，你没有错，是观
世音菩萨的慈悲。以后要注意的是尽早给老
人延寿（我会的，谢谢台长）。
　　50-58问：梦见有人赶着一条蛇来咬我，
是什么意思？
　　答：蛇代表困境，你有麻烦，有大麻烦
了。你得罪人了，比如过去的男朋友。你结
婚了吗（刚生完孩子）可能妒嫉你，这个朋
友有点邪术的，给你下降头了（啊！下降
头！此时听众倒抽了一口冷气，那那，那怎
么办哪）念四张小房子给要经者，接下来每
天7遍大悲咒、21遍解结咒。你想想有谁会
恨你。我告诉你，你会想得出来的（噢，

噢，想得出来、想得出来的）念解结咒送给
他。还有睡觉要开灯，卧室镜子要遮起来
（我一直遮的，前几天忘了遮，心里就觉
得怪怪的）不要偷懒（还有我卧室里放了四
方佛，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吗）什么钱都
能省，这钱不要省，再请一座观世音菩萨吧
（还有我家卧室和厕所是对冲的。我老公从
日本带回来一串佛珠，挂在卧室门口挡灾，
好吗）你又犯大错了！（啊啊）真聪明！不
行的，挡灾是用山水画，不要用法器。赶快
拿下来，还要念三遍礼佛大忏悔文（啊哟，
我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现在要好好听
我的话（我，我我，一定听你的话）不要耍
小聪明，你最好要请假，这几天天天念经
（我，我是，天天念的）也不要怕，今天你
打通电话就有得救（一直打，我打不通啊，
台长）（编者注：这位听众打电话时那惊慌
失措、语无伦次的样子比我现在描写的还要
厉害。也许这就是有些读者看我的书时会毛
发悚然的原因。下降头、用法器，这些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能不怕吗？所以为人处事问
心无愧最重要，行善积德最有效）。
　　25-32问：卢台长，我刚听你的节目不
久，想问几个问题。先告诉您一件事，你在
节目里说得太对了。几个月以前，有一天晚
上我睡在床上，看见一个怪怪的人朝我扑过
来，我拼命躲，醒过来后我看床头的表是3
点钟。
　　答：早上2点到5点是灵性最活跃的时候
（我跟妈妈说这事儿不对劲，叫她给你打电
话。有一次还真打通了，你说有灵性，就像
我看到的那样）怎么样，台长厉害吧（你说
这灵性怪怪的，像个小丑，鼻子大大的，还
有小胡子，比我梦里见到的更清楚）我说的
和你看到的一模一样对不对。这事你不能不

信啊（现在我很信了）为什么要有了事才信
啊。你还真不是泰国的总理（哦？）泰国的
总理叫“泰信”，台长说一句笑话，因为你
不是“太信”。这事就告诉你，第一你的阴
气太重。第二这是个大鬼。第三你要赶快念
经了，不要等到长了东西再来找台长。台长
救人都是预先的（我已经在念小房子了）好
（我想问一下，为老外念小房子，他名字很
长，我可以把名字的字母竖写吗）完全可
以。今天你讲了，我就告诉你听，你惹上的
这灵性就是个外国鬼。
 

德国佛教文化协会

　　德国佛教文化协会是由德国心灵法

门信众在法兰克福成立的公益性协会，

旨在弘扬佛法，广度有缘众生。每月组

织放生及共修活动。

　　欢迎广大佛友参加，共沾法益。

　　德国佛教文化协会/德国观音堂地

址：

　　 Borsigallee 37，60388 Frankfurt 
am Main
　　咨询电话：

　　01786277551、
　　01788168888、
　　01717958168 
　　白话佛法电话共修联络电话: 
　　柏林 017634962922
　　汉堡 015125666389
　　汉诺威 01703092394
　　斯图加特  01716288883
　　伍珀塔尔 01778031163
　　邮箱：xlfmde@gmail.com
　　卢军宏台长博客： 
　　http://junhongblo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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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在2020年的圣诞新年到来之
际，柏林内政部与警方终于发布了：2019年
柏林大家族黑帮犯罪报告。这……速度还是
很是符合德国政府部门（办事拖沓缓慢）的
形象。
　　报告称，2019年柏林大家族的犯罪行为
急剧上升，是2018年的两倍以上！2019年，
有11起对大家族的犯罪指控和调查、审理，
而2018年仅5起。

　　于此同时，德媒爆料，一个黑帮大家族
一年的涉黑收入高达1.355亿欧元，而警方
最多也就能追回其中一小部分，约460万欧
元。

大家族成员多为德国籍

　　在德国，前些年德国摩托车黑帮如“地
狱天使”（Hells Angels,上世纪四十年代从
美国传入）和“奥斯曼日耳曼”（Osmanen 
Germania，以土耳其人为主）猖獗一时，在
各地从事强迫卖淫、贩卖毒品和收取保护费
等不法行当。随着德国警方的重拳打击下，
摩托车黑帮大势已去。
　　摩托车黑帮消沉下去之时，阿拉伯大家
族犯罪黑帮却异军突起，在各地依靠亲属血
缘关系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王国，成为德国的
法外之地。
　　什么是“大家族犯罪”？德国内政部和
警方的报告中对此的定义是：德国主流社会
“平行社会组织”，属于亚文化群成员实施
的犯罪。他们具有自己的一系列价值观，以
及拒绝认同德国法律制度。的确，从最初的
调查中可以明确，这些犯罪均由“阿拉伯血
统的犯罪嫌疑人”主导。而且其不可否认的
一点，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早已获得德国
国籍。
　 　 《 在 大 街 上 实 行 的 是 我 们 的 法 律 》
（Auf der Straße gilt unser Gesetz）的作者哈
利勒（Khalil O.）就是一位洗心革面的柏林
大家族成员。在这本类似于自传体的小说
中，他以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揭露那些个阿拉
伯血统的移二代的成长经历：儿童时代得到
的礼物是真枪实弹，是万能钥匙，是可以藏
在鞋里的一把弹簧刀......

作恶多端的大家族犯罪

　　不久前，柏林爆发了车臣黑帮与黎巴嫩

大家族的械斗大战，而其根源就是为了地盘
为了钱。
　　2020年12月在柏林连番发生的几起劫
案——打劫现金押送员、打劫运钞车、打劫
银行，柏林警方高度怀疑这些劫案的犯罪分
子与大家族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019年11月25日，德国德雷斯顿的绿穹
珍宝馆失窃。大量珍贵国宝级古典首饰珠宝
都在短时间遭到盗窃，失窃的藏品总价值超
过10亿欧元，是德国有史以来被盗藏品价值
最高的一次博物馆失窃案。
　　经过一年的调查取证，最终确认其犯
罪分子来自以盗窃抢劫起家的阿拉伯大家
族——雷莫（Remmo）家族。绿穹珍宝馆
失窃案的主犯并非第一次作案，他还策划了
2017年3月27日的“大枫叶金币劫案”。

　　这些只是大家族犯罪的冰山一角，更有
甚者就连警察也不放在眼中。如下萨克森州
Peine市的一名女警察因受到大家族的威胁，
不仅有家不能回，只能借住在朋友家，还被
迫更换了工作单位，甚至她的父亲都受到了
牵连。

扫黑战争升级

　 　 柏 林 社 民 党 籍 的 内 政 部 长 安 德 烈 亚
斯·盖塞尔（Andreas Geisel）：“柏林警方
针对柏林大家族黑帮的行动——激烈而且是
持续性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成功的。”
　　2019年，柏林检方对432名黑帮大家族成
员进行了56起案件审理。这些都是警方和检
方共同的成功。必须维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成
功，盖塞尔说：“这一切，需要调查人员的

共同努力和坚持。”
　 　 柏 林 警 察 局 长 芭 芭 拉 · 斯 洛 维 克
（Barbara Slowik）博士表示：“大家族黑帮
犯罪的重点仍然是毒品交易。此外，盗窃和
赃物销售是另一个非法主要收入来源。”

　　就案件审理数量而言，柏林在全德16个
州中排名第四。
　 　 内 政 专 家 保 罗 · 弗 雷 斯 多 夫 （ P a u l 
Fresdorf）对内政部长盖塞尔的所说的成就
很不满意。他表示：“柏林急需更多的警
察，更多的检察官，更多的法官，更多的现
代技术和更多的设备。”

柏林警察局长芭芭拉·斯洛维克（Barbara 
Slowik）博士和

议员安德里亚斯·盖塞尔（Andreas Geisel）

柏林黑帮谋财害命成一霸

一年团伙非法牟利1.35亿欧

在大家族黑帮械斗中付出生命的黑帮分子

在柏林，这些德国国籍的大家族用鲜血和生
命换取地盘与金钱

棒球棍成为大家族黑帮抢夺地盘或互殴时最
喜欢用的武器，大量棒球棍被警方没收

柏林警方的扫黑行动

特警在行动：调查阿布·查克家族的犯罪行为

　　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日前通过了鼓
励创新创业的“未来基金”方案，以德国发
展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渠道，为初创
企业提供24亿欧元资金支持。未来10年，德
国计划为初创企业累计提供100亿欧元资金
支持，借此吸引200亿欧元私人风险投资。
分析认为，该方案将进一步改善德国创业环
境，有利于创业者拓展业务。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指出，创新创业
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不仅能促进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还能创造新
的就业岗位。初创企业将成为推动德国经济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为促进初创企业成长，德国联邦经济和
能源部2018年发起“出发去创业”倡议，并
提出“更多创业的十点计划”，明确提出培
养学生的创业思维和能力、为创业者提供更
多数字化咨询服务、为初创企业后续发展提
供便利、帮助初创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等。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还设立了专门的

数
据库，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初创企业和投资者
的配对效率。德国各级政府积极支持初创企

业，为其提供贷款、补
助、入股、担保和咨询
资金等资助。以咨询费
用为例，联邦政府根据
地区划分，承担咨询费
用的50%至80%；一些
州政府还提供“咨询优
惠券”，创业者只需花
费咨询费的20%即可获
得全面的创业咨询。
　　疫情以来，德国不
少 初 创 企 业 面 临 生 存

困境。德国政府专门拨出20亿欧元帮助初创
企业应对疫情冲击。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阿
尔特迈尔表示，传统信贷工具通常不适合年

轻的创新型公司，政府为其量身定制支持项
目，扩大风险融资，让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公
司可以获得融资，以保障就业岗位和德国创
新能力。
　　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初创企业共获
得62亿欧元融资，同比增长36%。仅在2019
年，就有60万人在德国建立了初创企业。德
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赫尔曼表示，
“未来基金”方案获得批准是“令人振奋的
消息”。德国初创企业联合会发言人沃尔特
认为，德国在创业成长方面存在资本瓶颈，
“未来基金”方案的通过将有助于改善这一
状况。（花放）

德国进一步改善创业环境　初创企业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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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2019年10月7日，家住基尔
（Kiel）的克里斯托夫（Christoph H.）对
妻子奥琳娜（Olena）说，“想去丹麦那边
转转，看看风景，散散心。”问妻子是否愿
意与他一起驾船过去，同时他也表示，已
在距离德国最近的丹麦海滨城市巴恩科普
（BAGENKOP）预定了酒店。
　　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傍晚时分，他
便一个人驾着摩托艇出海了。
　　原本应该在第三天回家的克里斯托夫并
没有回到家中。妻子奥琳娜觉得一贯守信的
丈夫有可能是出事了。2019年10月10日，
奥琳娜报警，称丈夫克里斯托夫出海后失踪
了。
　　警方立即着手展开调查。10月11日，警
方在基尔北部的一个海湾里发现了克里斯托
夫出海时驾的摩托艇，却没发现克里斯托夫
本人。随后，基尔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拉网
式排查，却依然没有找到克里斯托夫本人，
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据悉，当时克里斯托夫的朋友都认为，
克里斯托夫已经溺水身亡。唯独他的妻子、
身为游泳教练的奥琳娜则认为她丈夫的游技
很不错，应该不会出现溺水事件。当克里斯
托夫的母亲，86岁的西娅（Thea）听到噩
耗后，卧床不起。随着丝毫没有进展的搜救
行动，无论是克里斯托夫的家人还是他的朋
友们都认为：他已死了——溺水身亡在波罗
的海的某一处。
　　2020年4月，克里斯托夫的妻子奥琳娜
向基尔地方法院申请了丈夫的死亡声明。并
向保险公司申请支付克里斯托夫购买的人寿
保险费和意外保险赔偿。

为了410万欧，他死了

　　7个月后的2020月5月7日，据说已经死
了的克里斯托夫被特警从他母亲西娅名下的
别墅阁楼中逮出来时，人们才知道，他只是
炮制了一场假摩托艇事故。

　　假死之后藏匿，为的是让家人拿到他购
买的人寿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赔偿。而他妻
子，他年迈的母亲拿着他假死后获得的410
万欧的保险赔偿，过着奢侈的生活，仿佛什
么都没有发生过，全都假装克里斯托夫已不
在人世……。
　　这场假死骗保的阴谋，在最初时刻的确
骗了除了克里斯托夫妻子、母亲以外的所有
人，但最终因为那艘摩托艇，让这个骗局露
出了马脚，被警方调查人员揭穿。克里斯托
夫死亡事故发生后，警方的调查人员在仔细
地检查了出事摩托艇时发现，这艘摩托艇的
发动机故障应该属于人为损坏。并且在船上
也没有发现救生衣。摩托艇是故意翻倒。
　　来自保险公司的信息表明，2018年，克
里斯托夫购买了14份人寿保险和意外保险。
每份保单价值10万欧元。保险的受益人都
是他的母亲和妻子。其中，母亲西娅拥有8
份，妻子奥琳娜是6份。一旦克里斯托夫出
事死亡，那么她们共计可以获得414.9万欧
元的保险赔偿。
　　也就是说，这些保险单使克里斯托夫的
死亡成为了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

警方特种部队出动，他又活了

　　基尔警方根据已掌握的信息确认克里斯
托夫并没有死亡。并且他的假死骗保是他们
夫妻与母亲共同策划的。
　　2020年4月27日，基尔检察院发出三份
逮捕令：克里斯托夫、奥琳娜、西娅。奥琳
娜在自己的公寓被捕，西娅因为身体原因在
家监禁，只有克里斯托夫因为不知藏匿何
处，被通缉。

　 　 5 月 7 日 ， 警 方 特 种 部 队 出 动 ， 对
克 里 斯 托 夫 母 亲 西 娅 名 下 位 于 下 萨 克 州
的施瓦尔姆斯特 (Schwarmstedt)的主街
（Hauptstrasse）上的红砖房别墅进行了搜
查。
　　在仔细搜查了2小时后，特警在阁楼的
纸板箱内找到了藏匿在此的克里斯托夫。据
悉，是他的结婚戒指让特警发现了他——结
婚戒指上的钻石闪闪发光，暴露了他的藏身
处，才将其逮捕。

　　检方对克里斯托夫提起诉讼，罪名是信
用欺诈罪。在法庭上，该案首席检察官阿克
塞尔·比勒（Axel Bieler）将这场假死骗保事
件的事件顺序做了如下陈述：

　　2018年夏天，克
里斯托夫和妻子奥琳
娜、母亲西娅起意，决
定策划这起假死骗保事
件，并开始做详细计
划。首先，购买了14
份保险，其受益人分别
是妻子和母亲。准备摩
托艇、气垫船、预定酒
店房间等事宜。准备工
作就绪后，行动开始。
2019年10月7日，克里
斯托夫驾艇出海。在距
离丹麦不远处的波罗
的海海域将摩托艇毁坏
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
气垫船悄悄地回到基尔。当晚，他的母亲西
娅在岸上等待他的回来，带他回家。随后，
克里斯托夫夫妻前往汉堡。他们借住在一个
朋友的空房中。2019年11月，克里斯托夫
藏匿到母亲西娅的旧别墅中。2020年4月27
日，妻子奥琳娜被捕，母亲西娅监视居住。
在没有人给克里斯托夫通风报信之后，5月7
日，他被特警找到。
　　一位警方的调查人员说：“该计划经过了
周密的考虑和充分的准备。” “背后有很多工
作。”

　　首席检察官比勒说，普通失踪案通常需
要五年，才能宣布一个人死亡。但是，对于
海上事故，六个月后就可以宣布一个人的死
亡。
　　现在，这个假死骗保三人组正在接受审
判。但这三人在审判中保持沉默。不过，目
前只有克里斯托夫被羁押，原因是警方认为
他有逃跑嫌疑。妻子奥琳娜在短暂的拘留后
有条件地获释，和母亲西娅都在家监禁，

负责累累的克里斯托夫

　　对克里斯托夫过去的生活状态，检方还
有很多事情未调查清楚，如他最后的职业
等。
　　来自调查人员的报告称，被告负债累
累，没有自己的收入——每月的收入，是他
的老母亲西娅的汇款1000欧元，除此之外没
有任何收入。从0岁开始啃老到案发时的52
岁！简直就是特殊材料做的啃老族。估计这
也是母亲西娅愿意合伙策划假死骗保的原因
之一。
　　而且，就在案发前，母亲西娅给他的儿
子汇款3000欧元。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尽
管财务状况不佳，克里斯托夫在2019年7月
底，以6500欧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艘新船，并
以2000欧元的价格找人对其进行了全面检
修。
　　按照他妻子奥琳娜的说法，她是在2019
年6月才得知丈夫的计划。审讯人员在法庭
上说： “奥琳娜说‘克里斯托夫负债累累，已
经到了必须还钱的地步’。”据说，这是奥琳
娜在接受审讯时告诉警方的，“我曾经劝阻过
他，别这么干。”
　　该案预计将在今年1月底作出判决。

　　关于西娅的诉讼已经停止，原因是她的
身体原因。看来这次她真的是身体不好了。
　　按照德国的法律，欺诈行为特别严重
的情况下，最高刑罚为监禁十年。来自德
国保险业协会（Association of Germany 
Insurance Industry）的数据显示，德国很少
发生这类假死骗保案。该协会的一位发言人
声称“这种现象很少发生”。
　　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曾发生过一起类
似的假死骗保案件，当时的被告被判处13个
月缓刑。

妻子奥琳娜在丈夫诈死后领取丈夫高达410
万欧的人寿和意外保险

德国男子联手母亲妻子

策划400万欧假死骗保案

左起：克里斯托夫，他的妈妈西娅和他的老婆奥琳娜

克里斯托夫一直躲在主街（Hauptstrasse）
上一栋杂草丛生的红砖房里

克里斯托夫和他老婆奥琳娜一直住在基尔
Sylter Bogen街公寓楼中。丈夫假死之后，奥
琳娜也一直居住在此，直到她被捕。邻居形

容奥琳娜很傲慢自大，从不理人

经过2小时的搜查，特警才找到
躲在阁楼的克里斯托夫

克里斯托夫被抓捕归案

自导自演的假死骗保戏码

2020年12月初，在法庭上的克里斯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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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2020年12月16日，经过几个月
的“逐鹿”，2021年“Miss Germany”（德
国小姐）大赛16强诞生了。16位佳丽分别代
表16个联邦州，她们将在今年2月27日角逐
选美冠军“德国小姐”称呼。
　　相比汉堡小姐的“以胖敬美”，柏林小
姐——25岁的凯瑟琳·沃尔拉布（Katharina 
Wohlrab）的经历则更为惊人。一些保守的
人估计会目瞪口呆。但或许我们可以在2021
年2月27日在Europa-Park Arena看到同台参赛
的16位美女们。但谁知道呢？！因为柏林小
姐参加总决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凯瑟琳，25岁：已婚女同，素食主义
者、女权主义者：“选美比赛，不应该只有
皮肤，化妆品和身高。”“我知道，我不是
典型的柏林小姐，其实我并不适合站在那个
舞台上。”“因为我是真实的，我的经历给
予我很多理性与自信。”
　　2013年，凯瑟琳被一位同事强奸。作为
一名性暴力的受害者，凯瑟琳直到8年后才
走出被强奸后阴影，如今的她可以直面这一
切。
　　于是她创立了播客“Trauma_weiter/创
伤_继续”，与性暴力受害者交谈。据悉，
现在已有近4000名听众。“我现在想成为被
别人需要的人”她说,“我希望经历过创伤的
人能够做到自我审视，学会将创伤转化为力
量”

　　据说，凯瑟琳的同性“丈夫”，33岁的
安娜给凯瑟琳帮助良多。去年年初，凯瑟琳
与安娜正式结婚。2017年，当她们俩第一次
见面时，按照凯瑟琳的说法，“我就被她吸
引住”。
　　这对夫妻与两条狗——“阿波罗”、
“冥王星”生活在一起，据说，她们有要孩
子的计划：“我们希望在两到三年内怀孕生
子。”她们正在寻找来自丹麦的精子捐赠

者。“对我的选择，我的家人没有反对。他
们很支持我。”
　　身为社会学和媒体信息学的大学生，除
了学习之外，凯瑟琳还在IT领域推广各项女
性运动：为了消除IT行业的性别差距，她还
教小学生学习计算机科学。据悉，德国女性
在IT领域的比例为16.6%。 
　　“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人比男人好，
但女权主义意味着女人是平等的。 在这一点
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都应该是
女权主义者，因为赋予妇女权力的妇女！”
　 　 不 过 ， 女 权 主 义 是 反 对 女 性 身 体 暴
露。 而“Miss Germany”总决赛有一个
环节是泳装，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在“Miss 
Germany”的舞台上看到凯瑟琳的身影。
　　如以容貌而言，德国选美小姐们拍马也
赶不上法国选美小姐们。但就多样性和融合
性而言，则法国选美小姐们是无论如何都
赶不上德国小姐们的。而且社会对美的认
知和宽容度也是极其不同。2021年度“Miss 

France”（法国小姐）选美在12月20日落
幕，阿沛莉尔·贝娜莜姆获得亚军后透露自
己父亲祖籍在以色列。
　　原本很平常的一句话，却引发了各项网
络争议，推特上不少网民指责法国选美沦为
“犹太选美”，称这名犹太血统的亚军“不
配代表普罗旺斯”。
　　据悉，法国内务部长更是扬言要追究

反犹份子的“网络责任”。一百年前，法
国 记 者 茅 利 斯 德 瓦 雷 夫 倡 议 创 办 法 国 选
美。在1928年，这项选美正式取名“Miss 
France”。"Miss Germany"是从1927年开始举
办至今。2018年，修改新的参选规定：参赛
选手可以是已婚并已生育的女性。

柏林选美冠军素颜上场：18岁被强奸，25岁已婚的蕾丝边

12月16日凯瑟琳（Katharina）当选为柏林小姐。她的自信源于：
“因为我是真实的，我的经历给予我很多理性与自信。”

柏林小姐凯瑟琳素颜出镜：
满脸雀斑的自信美

2020年年初，她嫁给了33岁的安娜

来自普罗旺斯省的阿沛莉尔·贝娜莜姆

Miss France 2021年度冠军获得者
Amandine P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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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根据RKI的统计，德国前3天接
种疫苗数量为7.8万人，如果按照这速度，
德国需要8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首批接种工
作。这个持久战着实有点恐怖，看来德国的
疫苗接种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自从12月27日全德国正式开始新冠疫苗
接种，作为官方统计数据单位，德国罗伯特
科赫研究所RKI在其网站上每天都会更新全
德国的接种次数。 

　　根据上表显示，巴伐利亚的接种率最
高，有12,935人接种疫苗。其次是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接种了11,385
人，第三是巴登-符腾堡州，接种了8242
人。目前还都是第一次接种。在3周后还要
接种第二次。

卫生部长的“天方夜谭”？

　　在上周时，德国联邦卫生部长Jens 
Spahn表示，预计到2021年夏季，德国可以
完成特殊人群（60岁以上的人和有基础病的
人以及与职业相关的人员）的接种工作，然
后面向每个想接种疫苗的人开放。他没有详
细说明时间，也没有说明所有德国人是否可
以在夏天之前接种疫苗或者只是预约。
　　根据民意调查机构YouGov最近的民调
显示，德国有32%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尽快接
种疫苗， 另外33%的人愿意接种，但仍希望
先看看别人接种后的情况如何。有19%的人
选择不接种疫苗，16%的人尚未决定接种疫
苗。根据这个调查来看，估计有65%的人会
接种疫苗，也就符合专家所说的达到群体免
疫需要60%-70%的民众接种疫苗。
　　如果以现在三天接种7.8万人（每天2.6
万人）来计算，德国人口8300万，65%相当
于5590万人，减去已经感染的130万人暂时
有了免疫力，5460万人需要2100天。以平
均每年52周，5个工作日计算，就超过了8年
的时间。这还只打了一针，如果每人需要注
射两针才能完全起作用，那会要多久呢？自
己算吧。
　　看来德国卫生部长的豪言壮语，简直就
是天方夜谭了。
　　当12月26日第一批BioNTech疫苗分发
给16州时，总数为151,125剂，每州约1万
剂。到2020年底， BioNTech会再提供130
万剂疫苗。之后新年第一周，到1月8日还会
交货67万剂，将近200万剂疫苗，就算每人
两剂，也可以供100万人使用。
　　再对比一下表格中每州接种人数，明显
就可以看到，德国各州政府先别抱怨疫苗数
量太少，而是赶快想办法提升接种能力。
德国准备了440个疫苗接种中心，目前尚未
全部开始运转，希望如同卫生部长Spahn所
承诺的那样：“如果所有机构都能满负荷运
行，将来每天可以进行超过30万次接种。”

个人如何预约登记疫苗接种？

　　德国联邦卫生部负责统一采买新冠疫
苗，之后就直接分送全国各地的27个中央存
放中心，而疫苗接种属于各州自行安排的工
作。26日开始的流动疫苗接种车队首先开赴
各地养老院，给8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接
种疫苗。1月份后，各地的疫苗接种中心将
陆续开放给属于“最高优先”人群进行疫苗接
种。各州的安排大致如下：

　　01、巴登-符腾堡州

　　12月27日位于乌尔姆，图宾根，海德
堡，弗赖堡，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曼
海姆，奥芬堡和Rot am See的9个中央疫苗
接种中心（ZIZ）已开始工作。2021年1月
15日起，全州城乡将有50个地区疫苗接种
中心。属于优先接种的风险人群（找家庭医
生确认）可以先打电话（116117）或上网
（Internethttps://www.impfterminservice.de/
impftermine）登记。

　　02、巴伐利亚州
　　需要联系居住地的负责接种中心。可
以致电09131-680 85101，或从巴伐利亚州
健康与食品安全局获取。也可以拨打电话
116117，报出自己的邮政编码，会转接到当
地的疫苗接种中心。在线预定要等到2021年
1月后。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stmgp.bayern.de/coronavirus/impfung/

　　03、柏林
　　养老院的居民不用担心，流动疫苗接种
团队会上门服务。其他居民就等市政府卫生
部的信件，里面会详细介绍接种的重要信
息，包括预约登记。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berlin.de/corona/impfen/faq/ 

　　04、勃兰登堡州
　　与柏林不同，没有信件通知。但是法
定健康保险医师协会（KV）会在1月4日开
通呼叫中心（Callcenter）工作，打电话预
约。目前尚未公开电话号码。会在电话中查
询呼叫者的疫苗接种授权。2021年开始在线
预订。

　 　 更 多 资 讯 可 上 网 查 询 ： h t t p s : / /
brandenburg-impft.de/bb-impft/de/haeufig-
gestellte-fragen/

　　05、不来梅
　　在不来梅，符合资格的疫苗接种者首先
会收到邮件通知，然后可以使用访问代码在
互联网上注册。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仅提
供给疗养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员。其他人群的
疫苗接种登记仍在建设中。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gesundheit.bremen.de/gesundheit/corona/
impfen-36879

　　06、汉堡
　　目前还无法预约。卫生局长Melanie 
Leonhard（社民党）28日在《北德广播》
表示：“大概在一月的第一周，我们将写信
给所有人，并指出您可以在哪里注册。” 将
为有权接种疫苗的人员提供一个集中的电话
号码，也可以在线进行注册。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hamburg.de/faq-schutzimpfungen/ 

　　07、黑森州
　　目前尚无法注册登记。州政府会及时告
知有资格接种的人如何预约。有疑问可打电
话：0800- 555 46 66咨询。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hessen.de/fuer-buerger/corona-in-hessen/
fragen-und-antworten-zur-impfkoordination

　　08、梅前州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有关部门会从1月
初开始直接写信给有权接受优先接种的人
群。收到邀请的任何人都可以与负责的疫苗
接种中心进行预约。相关的联系方式将很快
发布。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lagus.mv-reg ierung.de/Gesundhei t /
Infekt ionsschutzPraevention/Impfen-
Corona-Pandemie

　　09、下萨克森州
　　下萨克森州尚无法预约。50个疫苗接种
中心要到1月才能开始运作。州政府要求大
家耐心等待，会及时宣布开始时间以及相应
的热线电话号码。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ms.niedersachsen.de/startseite/service_
kontakt/presseinformationen/aktuelle-
informat ionen-zur-covid- impfung- in-
niedersachsen-195835.html

　　10、北威州
　　迄今为止，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只有
流动接种团队奔赴在路上，主要为疗养院居
民提供疫苗接种。尚未为所有其他人进行疫
苗接种登记。时间到了应该可以在线通过应
用程序或通过电话进行预约。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mags.
nrw/coronavirus-impfablauf

　　11、萨尔州
　 　 与 大 多 数 其 他 联 邦 州 相 比 ， 萨 尔 州
已 经 可 以 进 行 疫 苗 接 种 登 记 。 可 以 在 网
上（https://www.saarland.de/DE/portale/
corona/impfung/anmeldung/anmeldung_
node.html）或致电0681- 501 44 22和0800-
999 15 99完成。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saarland.de/DE/portale/corona/impfung/
hotline/hotline_node.html

　　12、萨克森州
　　在萨克森州，将通过中央热线和互联网
进行预约。尚未公布确切开始时间和热线号
码。同样先是优先接种群组。 
　 　 更 多 资 讯 可 上 网 查 询 ： h t t p s : / /
w w w . c o r o n a v i r u s . s a c h s e n . d e /
coronaschutzimpfung.html

　　13、萨安州
　　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社会事务部称，
所有县和市区的疫苗接种中心已准备就绪。
但是，尚无法进行预约。目前可用的疫苗剂
量先供老年人和疗养院中进行接种。
　 　 更 多 资 讯 可 上 网 查 询 ： h t t p s : / /
ms.sachsen-anhalt.de/themen/gesundheit/
aktuell/coronavirus/coronavirus-impfen/ 

　　14、石荷州
　　可以通过电话116 117或在上网（www.
impfen-sh.de）进行疫苗接种预约。但是，
目前日期都已被预订满，根据州政府的说
法，新日期将从1月5日开始提供。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schleswig-holstein.de/DE/Schwerpunkte/
Coronavirus/Allgemeines/Impfzentren/
impfzentren_node.html

　　15、莱法州
　　预约将于1月4日开始。接种疫苗的人可
以拨打0800-575 81 00或在网上预约。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corona.rlp.
de/de/themen/informationen-zur-corona-
impfung-in-rheinland-pfalz/

　　16、图林根
　　于12月30日上午8点开始预约。可以在
网上（www.impfen-thueringen.de）进行注
册。从1月4日起，也可以通过电话03643- 
495 04 90进行预约。根据联邦政府的疫苗
接种条例，逐级登记。
　　更多资讯可上网查询：https://www.
impfen-thueringen.de/

德国疫苗接种需耗时8年？

看看各州打疫苗需怎么登记

截止2020年12月30日上午11:00的数据，
已接种人数超过7.8万人，

比前一天的统计多了约3.7万人

登陆网站后会看到以上页面

网站会询问：您是否已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
资格检查？ 

汉堡卫生局准备的新冠疫苗接种信件

有接种资格的人，会有一个通知码。没有通
知码的，可以在线审核资格通过邮件得到

如果不属于优先群组，网上无法预约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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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瑛子（德国）

中国驻德大使出席在德中资企业

视频座谈会并作报告

　　中新网柏林1月1日电 据中国驻德国大使
馆官网消息，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日前出席
了在德中资企业(机构)视频座谈会，与部分
在德中资企业(机构)负责人视频联线并作形
势报告。座谈会由王卫东公使主持，许永权
公参出席。在德中资企业(机构)负责人约30
人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吴大使表示，即将过去的
2020年，对世界而言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让我们经历二战
结束以来又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一方面，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正加速深刻演
变。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彰显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人类社会发展应选择合作而非对抗，团
结而非分裂，开放而非封闭。
　　吴大使向与会代表宣讲了前不久召开的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在德中资企
业(机构)认真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眼“十四五”和
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构想，深入了解“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
　　吴大使还介绍了中德疫情形势、双边关
系及经贸合作最新发展情况。吴大使强调，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性成
果，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
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吴大使指出，今年对中德关系而言也是
极为特殊之年。疫情虽然对双边交往产生了
一些影响，但两国仍通过灵活务实方式保持
各层级沟通，双边关系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向好，将成为今年世
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中国保
持了德国最重要、最稳定和韧性最强的贸易
伙伴地位。在全球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
中国仍然是德国企业最主要的营业收入和利
润增长点。德国企业持续看好并重视和积极
拓展中国市场。在德中资企业(机构)也应继
续保持发展信心和发展定力，持续推动企业
在德经营向好发展。
　　吴大使提醒在德中资企业(机构)，德国
疫情总体仍比较严重，在德企业(机构)要继
续保持警惕、做好防控。在经营中，希望广
大在德中资企业理性审慎决策，更好地规避
风险。驻德使(领)馆将继续做好相关支持和
服务工作，支持中资企业(机构)在德开展业
务。吴大使还就企业关切问题作出回应。

德国石荷州杭州办事处主任：

特殊时期开放合作更是大势

　　12月14日，2020中德高端制造峰会在浙
江绍兴举行。期间，王洪代表德国石荷州经
济技术促进中心杭州办事处在现场进行战略
合作签约，此次签约也将全面推进绍兴越城
区、滨海新区和德国石荷州经济技术促进中
心的合作。
　　王洪介绍，德国石荷州经济技术促进中
心是德国公司在中国展开投资与合作的桥
梁，其受州政府委托具体执行无需返还的补
贴政策，帮助德国企业连接中国企业及市
场，推进中国合作方与德国企业和项目实现
交流合作。
　　作为浙江乃至中国的制造业大市，近年
来，绍兴选择在“突围”路上加快新兴产业

培育发展。如在高端装备方面，该市以应用
机器人、智能纺织、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
件等为重点，致力于打造世界级传统制造业
集群和国内重要的先进智造基地。
　　德国在世界高端制造业领域居龙头地
位，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生产技术是两国企
业合作的着力点，中德两国相似的经济结构
和营商环境也为企业间的互利共赢提供无限
可能。
　　在特殊时期，中德双方以“高端制造智
联德国”为主题的隔空对话，不仅思考后疫
情时代制造发展的方向，也进一步推动中德
两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探索中德
两国在商业领域和企业层面创新合作有效模
式。
　　据悉，2020中德高端制造峰会由绍兴市
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经信厅、浙江省商务
厅支持，越城区人民政府、绍兴滨海新区管
委会、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浙江省国际投
资促进中心、绍兴市经信局、绍兴市商务局
承办，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委员会、天津
大学、德国EASIAGmbH、中德科教园、德
国石荷州经济技术促进中心协办。 (苏礼昊)

中德外交部副部长

举行视频政治磋商

　　2020年12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应
约同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副部长）贝格尔
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中德副外长级政治磋商。
双方就中德、中欧关系等深入交换意见，并
就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国际抗疫合
作进行交流。
　　秦刚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形势增
添了更多不稳定不确定性。但中德关系总体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双方领导人对话
交流频密，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指引、增
添了动力。中方赞赏德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
席国期间为推进中欧合作议程所作努力，愿
继续支持欧盟增强战略自主，并尽早达成中
欧投资协定，加强中欧在国际抗疫合作、疫
苗全球公平分配以及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
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合作。
　　秦刚指出，中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德国大量在华企业与中国经济深度
交融，既是中国内循环的一部分，也是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中方继续欢迎德国
企业在华发展，也希德方为中方企业提供公
平、开放、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贝格尔积极评价双边关系和欧中在抗
疫、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表示德方
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
系，愿继续发挥好两国间80多个对话合作机
制的作用，进一步拓宽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深化同中国在政治、经贸、金
融、卫生健康、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并
愿继续为推进欧中各项合作议程发挥积极作
用。

中德交通论坛第一次会议举行
 
　　12月15日，中德交通论坛第一次会议通
过视频形式举行。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德国联邦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部部长安德里
亚斯·朔伊尔分别率团出席会议，双方就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深化两部门间合作等深入
交换了意见。
　　李小鹏指出，中德交通运输领域的友好
合作源远流长，交通运输合作是两国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方希与德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互
联互通合作，携手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
定，共同推动交通领域技术创新，全力打造
中德交通论坛平台。希望双方团结协作，取
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
伴关系筑牢基础，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付出
努力。
　　朔伊尔在开幕讲话中表示，德方高度重
视中德交通论坛这一重要平台的发展前景，
希望双方加强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建立可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他未知挑战、富有韧性

的物流供应链合作意向。未来五年，全球交
通行业的主要发展任务将是实现交通运输系
统疫后重建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期
待双方共同努力，为未来世界交通作出重要
贡献。
　　根据会议共识，双方将在绿色安全运输
服务、内河航运与水路交通、交通发展规划
和可持续交通、数字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
重点合作。
　　根据双方去年5月签署的《关于提升交
通运输领域合作意向的联合声明》，为整合
和深化双方交通运输合作，两国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成立了部长级“中德交通论坛”，下
设若干专业领域工作组，每两年召开一次会
议，首次会议由中方主办。
　　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尹军，部总
工程师兼公路局局长汪洋、部安全总监兼水
运局局长李天碧参加会议。（人民网）

为中德加强经济合作提振信心

　 　 近 日 ， 由 中 国 商 务 部 投 资 促 进 事 务
局·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德国）主办的
“讲述疫情下中德经济界合作的好故事”对
话活动在线举行。活动连线中德多位经济界
人士，共同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下两国企业和
产业界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共赢合作的故
事，为中德加强经济合作提振信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中国将是全球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驻德国
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王卫东表示，前三
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实现由负转正，率先复苏
回暖，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力。
　　得益于中国市场带来的机遇，德国汽
车、机械制造、化工等领域的企业业绩已逐
步企稳回升。德国施乐百公司是全球知名的
工业风机制造商。疫情防控期间，施乐百中
国工厂24小时轮班赶工，为武汉方舱医院提
供了急需的风扇，还根据抗疫需求生产了大
量小型空气过滤装置。
　　目前，施乐百在中国设有13个办事处和
一个500人规模的生产基地。该公司董事长
彼得·芬克说，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抗疫政
策，有助于经济快速恢复发展，施乐百今年
的经营业务也因此几乎未受影响，继续保持
行业领先地位。芬克表示，“对于公司在中
国市场的业务状况我们非常满意，估计明年
施乐百的销售业绩将实现小幅增长。”
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勇表示，在世界
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跨境直接投资持续低迷
的复杂形势下，中德双方保持沟通，务实合
作持续推进。目前，宝马、戴姆勒、西门
子、巴斯夫、拜耳等一批德国企业在华增资
扩产，充分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稳定了
外商投资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国持续推进
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球企业
创造更多机遇。
　　今年1月，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伟巴斯
特在浙江嘉兴的工厂及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
研发中心落成，这是该公司在华开设的第
十一家工厂。在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果后，
伟巴斯特所有在华工厂都以最快速度实现了
复工复产。伟巴斯特首席执行官恩格尔曼博
士表示，“伟巴斯特超过1/3的销售额来自
于中国市场。中国不但是我们在全球最大
的单一市场，也是我们整个亚洲市场的枢
纽。”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中心主任
杜登霍夫表示，汽车产业向电动汽车转型、
欧盟出台减排新规等，都对德国汽车行业构
成了巨大压力。他认为，电动汽车代表了未
来趋势，如果想了解电动汽车领域的新技
术，需要去中国。杜登霍夫呼吁德国制定长
期的汽车产业政策，加强与中国新能源技术
企业的合作。
　　在德国企业持续布局中国市场的同时，
中国企业也积极开拓欧洲市场。11月，中国
电池制造商蜂巢能源宣布，将投资20亿欧元
在德国萨尔州建立其首个欧洲电池制造工
厂。工厂投产后，预计将年产30万—50万电
动汽车电池，为当地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
萨尔州经济部长莱林格尔表示，这一工厂将

是半个世纪以来，该州最大的工业投资项
目。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汽车专家迪比通
托参与了蜂巢能源整个投资落户过程。他认
为，这项投资将为德国汽车供应商带来协同
效应和乘数效应。“随着蜂巢能源的落户，
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基地的竞争力也将得到增
强。”

王清宪会见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

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一行

　　12月29日上午，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
委书记王清宪在府新大厦会见了中国德国商
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德国工商大会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晏思和德国海外商会联
盟山东区域经理石蕴琳。会见中，晏思代表
中国德国商会向青岛市赠送感谢状，感谢青
岛市委、市政府对德国海外商会2020包机项
目的倾力支持。
　　王清宪对客人来青表示欢迎，介绍了青
岛服务中德“快捷通道”情况。他说，今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力以赴做
好中德“快捷通道”服务保障工作，搭建起
德国经济界、工商界等人士往返中德两国的
“空中走廊”，与德国各界人士结下了更加
深厚的友谊。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众多，
市场动员力强，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平
台作用，共同用好青岛中德国际客厅，探索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两地经贸、科技、人文等
领域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建立常态化、
全方位沟通联系机制，推动交流合作不断取
得新成果。
　　晏思对青岛市在“快捷通道”方面提
供的周到服务保障表示感谢。他说，中德
“快捷通道”设立以来，已圆满完成7架德
国包机服务保障任务，累计运载290余家机
构、企业的1600余人从青岛出入境，青岛市
专业、周到、贴心的服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
象，为开展下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在前期良好合作的
基础上，用好青岛中德国际客厅等平台，进
一步加深两地企业间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
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薛庆国参加会见。

德国也要加入“对华封锁网”？

　　德国计划近期向印太地区派遣一艘护卫
舰。
　　日本时事通讯社12月13日报道称，德国
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在接受该媒体书面采访时
表示，为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
家的合作，德国计划近期向印太地区派遣一
艘护卫舰。 日媒认为，这是德国想要加入
“对华封锁网”的明确表态。此前有消息
称，英国海军最快明年初将向西太平洋长期
派遣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为核心的航母打
击群。而日法美计划明年在日本的离岛首次
举行海陆两栖联合军演。
　　日媒称，虽然英国和法国都已决定向印
太地区派遣军舰，但德国对于在欧洲以外地
区作战比较谨慎，派遣护卫舰更是罕见。 今
年9月，德国制定了印太地区的外交和贸易
方针。卡伦鲍尔在采访中称，德国计划与日
本自卫队及各国在印太的军队进行联合训
练，目前正在与各国协调派遣护卫舰的时
间、参加何种训练及停靠地点。 在采访中，
卡伦鲍尔还对推进德国与日本之间的防卫装
备合作展现出积极态度。
　　对于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的主张，卡伦
鲍尔表示，“我们理解中国在外交、安保以
及经济政策方面的雄心，但不应该给其他国
家造成负担。”此外，卡伦鲍尔称，在印太
地区，“北约”也需发挥“积极作用”，表
示德国有意强化与明年1月成立的美国拜登
政府之间的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在谈及美印日澳
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0”海上演习
时表示，我们希望，有关国家的军事行动能
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而不是相反。（环
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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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问老爸：“爸爸，街上的路怎么老
是挖了又铺，铺好了又挖。路边的花木好好
的为什么挖了又栽，栽了又挖？”
　　老爸想了ー会儿说：“你去把冰箱里的
那块肥肉拿出来”。
　　儿子听话把肉从冰箱里拿出来。
　　老爸又说：“你把肉再放回冰箱去”。
　　儿子听话就放了回去，连续几次……儿
子不解。
　　老爸问儿子：“看看你手上有什么？”
　　儿子看了下手说：“有油水！”

大情妇？

　　一纪委书记问一个局长，你最近看《大
秦赋》了吗？
　　局长面红耳赤，半天才说，既然组织上
掌握了情况，我如实交代，但我很久没去看
她了。
　　纪委书记说:《大秦赋》才刚出来不久
呀！
　　局长捶胸顿足地说：我就知道这婆娘经
不住审问！

让人哭笑不得、
悲喜交加之冷幽默！

　　一，八年抗战，我军才损失了两位将
军；反腐才四年，我军就损失了四十四位将
军，三位上将，四位中将和三十七位少将。
心情格外沉痛..... 可见将军们是冲锋在后，
享受在先的。
  　　二，老师带学生去监狱参观，回来问
大家有什么感想。
　　一学生答：“現在的监狱跟解放前国民
党监狱一样的。”
　　老师很惊讶问：“为什么？是环境很差
吗？吃的不好吗？”
　　学生说：不是的，是里面关了好多共产
党员。
　　老师当场崩溃……多么经典的话语！多
么痛领悟！
　　三，过去，男的地下党都有一合法妻子
在解放区，同時奉命与另一女人假扮夫妻潜
伏在敌占区。而今，裸官们继承了革命传

统，将合法的妻子送到安全的美国，自己与
N奶潜伏在国內随时准备被捕。
不同的是：美国成了“解放区”，而中国则
成了他们坚守的“敌占区”！

还是领导水平高！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相关领导：
“现在蔬菜、水果等等，都农药残留严重超
标，茶叶听说也到了不能喝的地步。什么都
假，我们还有什么安全的食品吗？”
　　领导慢吞吞的说：“有没有脑子？既然
什么都假，农药能是真的吗？”
　　全场鼓掌久久不能平息，大家终于放心
了。

天庭的防疫大会

　　玉皇大帝与众神在天庭开防疫大会，玉
皇大帝发现有许多空位
　　关心询问：怎么没见到千手观音？
　　众神回答：还在南天门外洗手。
　　玉帝又问：为何四面佛也没来？
　　众神回答：因为一周只能领三个口罩，
四张脸还少一个囗罩，所以不能来。
　　玉帝又问：为何药师佛没来？
　　众神回答：药师都在发口罩，还没有
空。

　　玉帝又问：那八仙呢？
　　众神回答：因为都从海外回来，需要居
家隔离14天。
　　玉帝又问：那关圣帝君呢？
　　众神回答：他脸红发烧，超过37.5度，
在家自我隔离。
　　玉帝又问：为何唐三藏也没来？
　　众神回答：他有旅游史，被居家检疫，
不能来。
　　玉帝又问：那为何妈祖没来？
　　众神回答：因为信众群聚又无法保持两
公尺社交距离，所以妈祖被挤得出不了门。
　　玉帝又问：阎罗王呢？
　　众神回答：因为死了太多人，他还在点
名…
　　接着玉帝又问：为何十八罗汉只来了
十三位?
　　众神回答：五汉得了肺炎，不能来！
　　玉帝又问: 那文昌帝君呢？
　　众神回答: 因为是远距教学时间，他还
在直播中...
　　玉帝又问：织女怎么没来？
　　众神回答：她在赶制无纺布给口罩工厂
做口罩！
　　玉帝又问：怎么只见千里眼不见顺风耳
呢？
　　众神回答：顺风耳正在监听有没有人造
谣或虚报疫情！
　　玉帝又问：怎么只见到风、雷、电神，
而不见火神？
　　众神回答：火神在火神山烧尸体！
　　二郎神杨戬怎么没来?呢？因为找不到
三只眼的护目镜。
　　猪八戒还在等身上有没有莱克多巴胺的

检验结果。
　　李铁拐不耐久站，无法排队检疫进关。
　　玉帝又问：那土地公呢？
　　众神回答：他忙着去查居家隔离跟检疫
的人在不在家。
　　玉帝又问：那五路财神呢？
　　众神回答：路都封了，都过不来。
　　玉皇大帝火大说：既然那麽多人不能到
这里开会，听说台湾疫情不重，境管较松，
而且不管检验结果猪八戒是不是莱猪，再过
几天他就可以去了，我们就去台湾开会吧！
众神：不行，咱们都是大陆籍，民进党不准
进！
　　玉皇大帝怒宣： 散会！

男女差别很大

　　中欧投资协议完成谈判在德国引发更多
反响。
　　《明镜》周刊表示，这只是个一般般的
协议，而协议完成谈判的时间点很糟糕。还
有三个星期，美国新政府就要上台。恰在此
时完成谈判备受争议。拜登为此心情不佳。
为达成协议，中国最后做了让步。而欧洲为
此曾催促中国很长时间。北京希望能在年底
达成谈判。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也是
如此。美国本想建立反华联盟。但北京现在
不用担心，拜登上台后，欧美会团结一致抵
制中国。

　　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说，对中欧投资协议
的反应介于欣快和怀疑之间。虽然德国多个
经济联合会表示了赞扬，但它们同时警告人
们要小心谨慎。毫无疑问，协议将加强双方
的经济关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表
示，协议将给欧洲企业在中国带来更多市场
渠道，法律安全以及更好的竞争环境。德国
汽车工业对协议表示了赞赏。汽车工业联合

会表示，协议意味着德国基地，国际贸易和
竞争将得到加强。该协议应尽快得到批准。
德国汽车生产商2019年在中国生产了5百多
万辆小轿车。外贸，电子和电器工业以及机
械制造业也都对协议表示赞扬，但它们同时
也指出，关键在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会遵守
协议。德国工业联合会认为，要达成广泛的
协议，还面临坎坷之路。工业联合会主席
Joachim Lange表示：“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
想。即便达成协议，投资者在中国仍将没有
真正的自由市场准入。”
　　《法兰克福汇报》则指出，默克尔总理
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一直忙碌到最后
一个小时。在她快要卸任前，英国脱欧和欧
中投资协议都有了着落。在德国担任欧盟轮
值主席国期间，默克尔成为欧盟最重要政治
家。（丹兰）

德媒：中欧投资协议引发欣快和怀疑
　　（丹兰）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中国成
功抗疫，德国在华企业感到业务在明显正
常化，并对2021年持乐观情绪。这是一个企
业调查的结果。
　 　 德 国 华 北 商 会 的 安 德 列 亚 斯 菲 格
(Andreas Feege)17日表示：“目前的指标表
明，中国经济将持续复苏。”虽然仍然可
以看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影响，但经
济开始明显正常化。对德国工业尤为重要
的汽车和机械工程领域，其业绩均高于平
均水平。但服务业仍然比较艰难。
　　在接受调查的德国在华企业中，72%预
计2021年的销售额将增长。他们对新冠危机
的答复主要是降低成本（55%）和提高业务
流程的数字化程度（36%）。将生产转移到
其他国家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给企业带来主要挑战的是持续的旅行
限制和对某些产品的较低需求。尽管经济

在恢复，但在很多方面尚未达到危机前的
水平。28%的企业表示，旧产能尚未耗尽。
90%的公司认为，2021年仍然存在新冠效
应。但只有9%的公司认为会有强效效应。
11月，有530多家公司参加了德国在华商会
的调查。
　　由于采取了严格的抗疫措施，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疫情比美国要好得多。
作为最旺盛经济体之一，中国是2020年唯
一一个获得增长的经济体，增长估计为
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预计2021年
中国的增长将达到8%。
　　中国对德国出口商也起着重要作用。
德方的依赖程度最近呈上升趋势。德国工
商大会估计，德国所有出口2020年将下滑
11%，此前曾预计下滑15%。预计明年将增
长9%。而不是之前计算的7%。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内阁在12月16日批准
了一项法律草案，要求参与5G网络等关键
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确保其设备不会被用
于蓄意破坏、间谍活动或恐怖主义。
　　据美联社报道，这份法案目前已提交
德国议会审议。
　 　 各 公 司 将 被 要 求 提 交 一 份 “ 保 证
书”，其中包含如何确保关键系统的组件

不会被误用于非法目的的细节。
　　没有达到可信赖门槛的供应商可以被
禁止操作设备。
　　但是这一措施并没有像美国要求的那
样，在德国完全禁止华为。
　　被问及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与使用
华为设备的国家的情报共享时，德国政府
发言人赛伯特(Steffen Seibert)拒绝直接置

评。他对记者表示：“这部法律涉及信息
安全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单个制造商。”
　　美国指控华为协助中国从事间谍活
动，但华为否认了这一指控。
　　华为在一份声明中对德国的这份安全
法案表示欢迎。“对于5G的推出，我们认
为这意味着对所有技术供应商将有更高和
统一的安全标准。”

德国在华企业业务有望快速恢复

德国政府批准法案 要求5G供应商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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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广告和文章须知
　　广告刊出后，如顾客发现有错漏，请
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本报。隔期以后提出
的问题，恕本报不负责任。凡在本报惠刊
的广告，文字内容和图片均由刊登者负
责。如果客户提供制成的电脑文件广告，
本报不能确保印刷质量，请原谅。
　　全部外来投稿，投稿者文责自负，本
报对外来稿件的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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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写上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便于对账

每期收费：单格26欧元
    双格50欧元

每期收费：单格26欧元

请将广告内容及汇款底单发至

分类小广告截稿日期
为每月的１日晚上19点

单格连续刊登2次50欧元
单格连续刊登3次70欧元
双格连续刊登3次135欧元
多登多优惠并免费赠送报纸！

办理德国技工移民  

德国柏林律师团队，专业、高效的办理：

*德国技工长居：含厨师在内多个专业，无需语言，全家移民

*欧洲（德国）劳务厨师继续办理中……
*多种移民，培训计划。

欢迎劳务公司合作和代理。

微信电话同步：（49）15734830928，或电015217920604
邮箱：qz15788@gmail.com

诚请工人
Siegen北威州、黑森交界处
大型蒙古自助餐馆，诚聘有经
验跑堂、酒吧、铁板烧寿司师
傅、油锅、打杂，须有居留，
有经验优先。有意者请电：
015208763983 李先生   

急找家政
杜塞尔多夫找家政 /阿姨  半
职 / 全职 / 住家均可，主要
工作是做饭，简单的家务
看孩子，有意者请致电：
017634153547

快餐店让
本店在 Mannheim 附近生意
好，很穏定，房住 1 100 欧，
有45座位，门口有很多停車
位，廉价出让。另请女生前
台一名。联系电话  ：0162-
9129988 在晚上11点后来电

聘请工人 

汉堡蒙古餐馆诚聘工人，油锅和铁

板寿司师傅、跑堂，需备纸张。有

意者请电：015164623142 

　　新冠危机对德国的公共交通也产生了严重影响。由于管
制措施以及居家办公的增加，乘客减少，但运输公司的成本
却在增加。
　　明年，短途公交和火车票价都将上涨。根据德国新闻社
的评估，因地区的不同，票价上涨约2.7％。
　　对应对居家办公增多的趋势，斯图加特及其周边地区
开始推出10天优惠票，供那些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办公室工
作的人使用，他们不再需要月票。从4月起，客户可以在手
机上下载10张折扣日票。许多公司和运输协会正在考虑这一
点。德意志铁路公司还推出了10天的短途车票。因为业界认
为新冠也会在大流行后的一段时间内改变客源的流动性行
为。

　　由于工资、燃料和牵引电流的成本在持续增加，许多大
型运输协会希望通过提高票价来弥补这一点。例如，斯图加
特地区4月份价格上涨了2.7％。 12月中旬，慕尼黑及其周边
地区的价格上涨了2.8％，但这是三年来的首次上涨。
柏林和勃兰登堡州（1.9％）以及科隆，波恩及周边地区也有
2.5％的增长。整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交价格比较仍
然稳定，甚至有的票价有所减少。
　　但是，在莱茵河-美因地区和纽伦堡大区，相关单位将
原定的票价上调推迟到2021年夏季。 2020年下半年，乘客已
从暂时减少的增值税中得到益处。
　　在不来梅地区以及莱茵河和鲁尔河地区，票价基本不变
的，情形大致相同。负责人还希望确保旅客人数恢复良好。 

　　自12月中旬更改时
间表以来，乘德铁或其
竞争对手之一在区域交
通中旅行的人可能会支
付更高的费用。根据联
邦铁路和非联邦铁路的票价协会的数据，在德国，运输协会
之外的旅程要贵1.5％。毕竟，这影响到五分之一的客户。
　　在由德意志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运营的城际铁路
特快ICE和城际铁路快车IC上，车票在12月中旬也变得有些
昂贵。所谓弹性价格的票价平均要贵1.5％，路线季票和Bahn 
Card 100的附加费平均上升为1.9％。超级省价和省价保持不
变，Bahncards 25和50的价格也保持不变。

　　近年来，德国缺专业人才，护理行业尤
甚。 
　　联邦统计局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截至
2019年12月，有413万人需要护理。这比两年
前增加了五分之一。
　　但是，71万人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因为从
2017年起，受护理的标准有了改变。从那时
起，有五个而不是三个护理等级。护理等级
1，是指“独立生活受轻微影响”，护理等
级5则表示“对独立生活有严重影响，并有
特殊需求”。
　　五分之四的需要照顾的人（331万）
在家中得到照顾，其中233万主要由亲属
照 顾 。 另 外 约 一 百 万 的 人 由 门 诊 护 理 和
照 顾 服 务 来 支 持 ， 其 中 有 1 4 , 7 0 0 个 在 德

国。在需要照顾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住在
大约15400所养老院中（约820,000人）。与
2017年相比，这个数字没有变化，但在家中
被照顾的人数增加了四分之一。
　　根据调查，五分之四的需要照料的人年
龄在65岁以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在85岁以
上。大多数（62％）是女性。毫不奇怪，需
要护理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90岁以上的人中有四分之三是这种情况，而

70至74岁的人中有8％就是这种情况。
　　与2017年相比，门诊护理服务的重要性
和数量增加了，被护理的人数增加了近五分
之一。增加了600个新设施。有422,000人在
门诊护理服务部门工作，其中大多数是兼职
妇女； 41％已经到50岁或更大些。受职业培
训的14600名，占劳动力的3％。
　　总共有796,000人在养老院中工作——转
换为全职职位将达到约577,000；几乎只有三

分之一的女性雇员做全职工作。职业培训人
员和再培训人员占从业人员的7％。
　　自1999年12月起，联邦和州政府的统计
局每两年进行一次护理统计。它由两个部分
组成：一方面，对门诊和住院护理设施进行
调查；另一方面，护理保险的中央协会和私
人健康保险协会提供有关长期护理补助金使
用者的数据。

德国公共交通费用将涨价

德国有410万人需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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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促使冷冻食品畅销

　　新冠危机使冷冻食品对私人用户的需
求大大增加。

　　德国深度冷冻研究所（Deep Freezeze 
Institute）表示，到2020年，超级市场、折
扣店和送货服务从冰柜中出售的食物比上
一年增加了7.5％。
　　马铃薯产品、蔬菜、鱼和即食食品的
需求尤其大，该领域的增长率均达到两位
数。烘焙食品增长了9％。
　　该研究会表示：“特别是在新冠危机
的第一阶段，消费者尽可能避免外出购
物，同时喜欢储存长久的食物。”该会援
引一项调查显示，每月多次使用冷冻食品
的人的比例已大大增加。
　　冷冻食品行业已经发展了多年。每个
德国人在2019年平均消费46.9公斤冷冻食
品。总共出售了383万吨，这些公司实现了
154亿欧元的营业额。
　　但是，今年其中的许多公司也很气
馁。因为他们通常一半的业务是跟食堂、
餐厅、休闲和快餐店等进行的。新冠这一
折腾使他们的销售损失惨重。
　　行业协会表示：“如果将来有更多人
在家中工作，这将对面包店、火车站和食
堂的饮食选择产生影响。”公司将不得不
用新产品和新概念来对此做出回应。

　　今天给你们谈谈天上的菩提心，什么是
天上的菩提心？天是多少层的天？欲界天，
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同
层次的天。菩提心是在哪一层天？师父告诉
你们，每一层天都有菩提心，包括人道、畜
牲道都有菩提心。菩提心犹如太阳光一样照
耀每一个众生的本性，每一个众生的本性都
有菩提心。我们修的是本性，是菩提心。师
父今天给你们讲讲天上的菩提心，天上的菩
提心是比较纯净的，是污垢不多的，是很干
净。要记住当你发愿学佛后，每一天的观想
就是把你的菩提心和慈悲心显现出来，那是
来至天上的菩提心，我们人间做的到吗？能
做的到，就是把天上的菩提心化作人间的心
性来运作。比如，你这个心很透明，但是外
面被污垢包着，很脏了，可能看不见了，这
个心是人间的，但是你到了天上，这个心灰
尘就很少了，很透明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
见自己的菩提心，可以看见自己的慈悲心。
而在人间良心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因为良心
越来越肮脏了，所以要让你们知道天上的菩
提心和大悲心，是怎么回事，你们再把它这
个方法模式用在人间来，经常看看自己的本
性和良心，是否纯净？是否慈悲？
　　菩提心就是菩萨心，菩萨的心大家都知
道很慈悲的。学佛要学佛的智慧，要学佛菩
萨透亮的精神，为什么在天上可以看到自己
的本性和菩提心呢？因为能升到天上的人都
是很善良的，是可以看到的，天人可以随时
随地把菩萨心肠看出来，可以看见自己的菩
提心。天人就像动画片里面的仙女一样，他
们可以一会儿飘到这，一会儿飘到那儿，可
以随处飘的。很多天人在天上整天想着帮助
人家，天人外环境很好，天上的人已经很自
由了，而且都很善良。而我们在人间，到处
都是要做的事情，到处都是要修的。在人间
我们看不到本性，看不到良心，就会作很多
的坏事，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动很多不好的
意念，所以在人间，人想看到自己的本性是
很难的，只能说摸摸你的良心说话，也就是

说良心已经看不见了，只能摸了，尤如瞎子
是靠摸的，如果能看见，还需要摸吗? 道理
很简单。我们在人间的本性已经看不清楚
了，只有在天上才可以看见，看见之后你才
可以对照，才能映照你的本性和你的良心。
在人间虽然表面上你的心看不见，但在你
的心里要感觉像看见一样，给你们讲一个
道理，比如一个人在演戏的时候，明明没有
门的，他要假装有一扇门，走过去拉开门，
然后往里面看看，明明什么都没有看见，但
是他要假装看见了。又如表演缝衣服，明明
没有针线，但是她要假装有针线，假装缝补
衣服。也就是说你要把天上看见的东西，用
到我们人间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人才叫有观
才能有修。观世音菩萨，你看得见吗? 但是
你为什么知道观世音菩萨的行为是救苦救难
的，这是你的感受，是利用人间的感受来感
应天上的菩提心。每一天都要观想，要想自
己的善良心被自己看见了，看见了自己的心
很善良，我要救人家，我要慈悲，我要帮助
人家，天天这样想，然后把它显露出来。
　　大家都知道六道轮回，现在给大家讲讲
恶缘的轮回，什么叫恶缘的轮回？就是前世
结了不好的缘，今世又在一起矛盾重重，继
续结不好的缘，这就叫恶缘的轮回。比如，
你被人家骂了之后，你的心就开始转了，接
下去就开始轮回了，被人家骂过之后，看见
什么都不开心，接下来烦恼来了，烦恼来了
之后，接下来仇恨就来了，再接下来就开始
报复了，这恶缘就开始轮回了。一个人在生
气的时候，就是恶缘在轮回。你不生气，这
个轮回就不会转。怎么样来解决恶缘的轮回
呢？解决的方法是观想空性，在想当中观，

在观当中想，叫观想。比如观想观世音菩
萨，把眼睛闭起来观想，不是把眼睛睁的很
大看着观世音菩萨，那叫看，不是观。观想
就是想着观世音菩萨的形象，然后在心里看
观世音菩萨。观想空性，就是观想我的这个
身体是空的。比如人家来骂你，你要感觉自
己是空的，我没有什么的，我无所谓的，一
切都是假的。如果被人家骂，应该想，是在
骂我身上的业障，我身上的业障真的不好，
不但人家骂，我自己也要骂，你说你还会生
气吗？如果你把这些业障认为是自己的，把
它全部放入自己的身上，你当然就会生气
了。如果你把这些业障从自身推出去，不要
认为是自己的，要把它看成是外环境带来
的劣等物质，是我前世的业障，是我把前世
的业障带到今世来了，这些债我是一定要还
的，而且都是我的增上缘，就是增加我上进
的缘份，你能这样想，你就不会生气，这就
是修。
　　观想自己空性之后，应该是入定，什么
叫入定？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心定下
来。入定之后才能转化为空，当一个人定下
来之后，他的意念才会出来，心静不下来，
脑子里狂想，心中都是狂念，你说能定下来
吗？如果你们坐在这里心不定，什么东西都
学不到，客气一点叫心不定，不客气的说叫
杂念重生。修心是很严格的，一丝一毫的杂
念都不能有，如果有一点点杂念就修不好
心。在修心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人和事全部
忘记。念经的时候杂念是怎么生的？就是因
为心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在心中繁涟
漪，所以杂念才会四起。记住要保持身心的
干净，保持身心的纯洁，就是要把身心不好

的东西随时随地清除掉，把不好的思维，不
好的行为，不好的意念，要全部清除。
　　任何学佛的人，首先，必须去除骄傲自
大，就是你再有本事，再有钱，再怎么样，
只要坐在下面听佛法，你就是一个学佛的
人。菩萨是没有分别心的，不管你今天是
谁，只要坐在下面听佛法，就要好好学，不
能骄傲自大，如果骄傲自大就根本学不好
佛。今天你有钱能怎样？能消除身上的业障
（罪业）吗？只有功德才能消除自身的业
障。如果这个人很有钱，他拿出很多钱来做
善事，只要想到自己能得多少利益时，全部
的功德就变为零。
　　其次，任何修学佛法的人，必须去除懒
惰怠慢，修心的人是不能懒惰的，如果早上
不肯起，晚上早睡，整天昏睡，昏睡的人越
睡越胖，越睡越傻，昏睡的人智慧不开，昏
睡的人，从佛法界来讲，这个人六度缺少好
几度，所以你们学佛必须去除懒惰怠慢。

　　（作者简介：卢军宏，现任2OR澳洲悉

尼东方华语电台台长，主持在全球华人圈异

常火爆的看图腾直播节目《玄艺综述》。卢

台长已经在悉尼、墨尔本、美国洛杉矶和纽

约等地成功举办了13场现场解答会。）

　　天堂和地獄在哪裡，

　　一個人想不開，痛苦，難過，悲傷，憂

愁，

　　他就活在地獄當中;

　　一個人想得開，想得明白，

　　每天快樂無比，解脫大笑，

　　他就是活在天堂之中。

找到自身的菩提心，不让恶缘转轮回
作者：卢军宏

　　因为新冠疫情，今年的居家办公流行
了起来。
　　居家办公还是到办公室上班，优缺点
如何呢？
　　管理咨询公司EY Real Estate为此进行
了一项调查。
　　在1000名受访者中，有一半人想要混
合形式。他们希望每周在家工作一次或几
次，其他时间则希望到公司工作。只有
14％的人希望在家上班。
　　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从来不想或仅在特
殊情况下在家上班。
　　虽然在新冠疫情开始的最初几周里，
人们感到惊奇，并高兴地发现在家中工作
绝对是可能的，但现在许多人已经清楚地
注意到，缺点也很明显。特别经常提到
是，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没法简单分离。

另外就是缺少与同事之间的接触（例如在
走廊或咖啡厨房中进行对话）。
　　很多人欣赏在公司办公，是觉得面对
面的交谈更方便、有效。在公司工作的优
势还有，比如快速访问所有文档或稳定的
网络连接。
　　居家办公时，设备不完备也是问题。 
35％的人认为这很糟糕，甚至非常糟糕，
还有22％的答案尚未决定。这不仅是指计
算机技术，还包括桌子椅子或工作台。那
些长期在家办公的，要坐在厨房餐桌旁办
公的人很不爽。

　　很多人也批评他们公司用于协作的软
件不好。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软件非常糟糕
或相当糟糕，只有44％的人认为程序好或
非常好。
　　在安永房地产公司（EY Real Estate），
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工作世界正在迅
速变化，但办公室仍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办公室将主要为许多同事的合作，企
业文化和团结提供服务。它为员工提供了
工作机会。居家工作是一个可能性。

　　2019年10月在哈雷（Halle）发生的枪
击案中，两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和受伤。 
14个月后，罪犯右翼极端分子史蒂芬·鲍
里埃特（Stephan Balliet）被判终生监禁。

　　这是德国战后历史上发生的最严重的
反犹太罪行之一：2019年10月在哈雷发生的

右翼恐怖主义袭击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恐
怖。经过14个月的努力，瑙姆堡地方法院
（OLG）判罪犯最高刑罚：无期徒刑，并
带预防性拘留以及对有罪特别严重程度的
确定，即终身在监狱呆着。
　　2019年10月9日，被告企图杀闯入哈姆
犹太教堂，对在那里参加犹太节日赎罪日
的51人进行攻击。但教堂的那扇巨大的门
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之后丧心病狂地向临
近的烤肉串店开枪，击中了路人Jana L.和后
来的20岁学徒Kevin S，在随后的逃跑中他
打伤了其他人。
　　这位28岁的德国人斯蒂芬·巴利埃特
（Stephan Balliet）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并
以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
阴谋论为其辩护。被告没有表后悔。他还

强调，如果有机会，他将杀死更多的人。
　　此次审判被认为是萨克森-安哈尔特
历史上规模最大，受关注最广泛的一次审
判。 法院对79名证人和15名专家，45名幸
存者和丧亲的家属进行了询问， 23名律师
代表作共同原告。
　　法官结束审判后，被告斯蒂芬·巴利
埃特拿起文件夹砸向哈雷受害者的律师。
据媒体报道，他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父
母离异，学业无果，没有工作，既没有朋
友也没有爱好。今天在父亲家，明天在母
亲家住，混着日子。
　　现在，住到监狱里也稳定了。回首往
日，会有心得吗？

德国新冠疫情下流行混合办公模式

哈雷枪击案凶手鲍里埃特被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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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巴符州的Böblingen县政府耗资
12.8万欧元订了2万个FFP2口罩。如今认为
属于工作人员失误错订，放到当地海关网站
上，试图将其拍卖。
　　自2020年初开始，口罩就成了德国人离
不开的话题，本来在德国药房几乎属于无人
问津的物品，成为了香饽饽。
　 　 在 3 月 疫 情 紧 张 之 时 ， 巴 符 州 的
Böblingen县政府更是花费了190万欧元购买
口罩，分发给当地的老人院、疗养院以及
医院和救护机构的老人和工作人员。其中
就包括了这2万个来自中国的FFP2型号的口
罩。县政府认为这2万个口罩没有提供任何
针对病毒的保护，因为它们具有呼气阀。
县政府发言人丽贝卡·科特曼（Rebecca 
Kottmann）称：“订单错误是由于负责采购
流程的员工的监督失误造成的。”这批FFP2
型号的口罩是带呼气阀门的。
　　消费者咨询中心的Peter Grieble（54岁）
持批评态度：“消费者购买时商家并未明确
声明口罩防御新冠，但更适合汽车喷漆工或
其他工匠。因此，批发商将这种口罩作为防
御新冠病毒用途出售给消费者，是有危险
的。”
　　在当地海关网站上，可以看到这批口罩
的样板。2万个FFP2级别的口罩，白色有阀
门和鼻部固定条。拍卖底价11.52万欧元。竞
拍截至到2021年1月16日。根据上面给出的剩

余天数来推算，这个拍卖已经在网页上挂了
17天了，到截稿为止已经有4267次的页面浏
览数，只是还没人竞标。
　　当初德国政府号召大家戴口罩，如果买
不到，就用围巾、头巾等代替，只要捂住自
己的口鼻就行，那么现在这批FFP2 口罩不
正是可以起到口鼻遮盖作用的吗？怎么反倒
不可以用了？而且就算有空气阀门，能保护
自己，对他人无效，如果每个人都带上保护

了自己，不也就不会损害他人了吗？ 
　　说不定也是因为现在德国不缺口罩了，
Böblingen县政府算算这批口罩当时买得太贵
了，想找个理由转卖出去。2万个口罩12.8万
欧，一个6.4欧。这在3、4月时有可能的。卖
口罩发财的德国小伙在3月初就说进口一个
FFP级的口罩要5欧，他转手能卖20欧。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口罩当然就没那么贵了。

海关拍卖网站上的口罩和说明

德国小城网上拍卖购于中国的口罩

当时高价购入FFP2，但因阀门而弃用

根据《图片报》提供的图片显示，
不同口罩的型号，其功效不同，而带有呼气

阀门的口罩可以保护佩戴者。
但如果佩戴者自己被感染了，则病毒还是会

通过呼气阀门传染给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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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   房   全   套   设   备

中式炉头

欧亚炉头

带抽风机移动展示厨房
蒙古铁板（电或气）

台式电磁炉

洗碗机

酒台
洗杯机

冷热自助台 冷热自助台
需组装冷热自助餐台

保鲜台 制冰块机 沙拉台
风房 双门不锈钢冰箱 单门不锈钢冰箱

自动咖啡机 过滤咖啡机 磨咖啡机

带照明排油烟机

风扇

通风系统 空调 开关控制系统 通风系统零配件

  咨 询   设 计   销 售   安 装   服 务   售 后 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