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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由荷兰质检局抽样化验，次次达标！

本公司秉着最高的品质、合理的价格，忠诚为德国各大中医医院，医疗诊所提供优质的产品及细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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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欢迎以微信订购：WeChat微信号 0031 6 11435686 （仲景堂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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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医疗专业人士网上订购：www.chinature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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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仓储设备行业经验，为您提供专业的物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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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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69-92881881

Stiftstrasse 6, D-60313 Frankfurt am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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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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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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真正对抗
新冠病毒只有疫
苗，因此，现在
德国已经允许家
庭医生给患者接
种疫苗。普通病
患是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那么癌
症患者是否也可
以接种疫苗呢？
在德国，平均每
年有50万人被诊
断出患有癌症。
中几乎有一半死
于隐匿性疾病。
此外，一些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已经崩溃，
疫苗接种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剧烈反应！ 

应在不做化疗的日期接种疫苗

　 　 德 国 癌 症 协 会 （ D e u t s c h e n 
Krebsgesellschaft /DKG）的主席、乌尔姆大
学医院内科诊所医学主任托马斯·塞弗莱恩
（Thomas Seufferlein）教授，在业界被喻为
最了解癌症患者恐惧和痛苦第一人。他认为
癌症患者应该接种新冠疫苗，“最重要的
是：癌症患者的疫苗接种必须与主治医生讨
论，然后确定接种疫苗的最佳时间！”
　　塞弗莱恩教授觉得大多数癌症患者没有
理由不去接种疫苗。可很多患者并不会选择
在化疗期间接种疫苗，“因为他们希望在接
受化疗后先恢复。”
　　然而，癌症患者应该记住的是，当他们
感染新冠病毒时，其感染的进展往往比没
有癌症的同龄人更糟糕。塞弗莱恩教授说：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癌症协会也主张优先考
虑癌症患者接种新冠疫苗的原因。”
　　研究网络“ COVIDSurg”最近进行的一
项全球研究表明了这一要求，该研究涉及癌
症手术前的新冠疫苗接种。疫苗潜在的好处
将远远大于副作用。据《英国外科杂志》报
道，接种新冠疫苗的患者在术后虚弱期可防
止多达6万例与新冠感染相关的死亡。

　　当然，也有一些治
疗方法，疫苗接种没有
负面影响，但几乎没有
积极影响。塞弗莱恩教
授说：“例如，癌症患
者 在 接 受 干 细 胞 移 植
治疗，或者使用一些降
低疫苗免疫效力的药物
时，接种疫苗几乎没有
效果。”“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建议在干细
胞移植后3至6个月接种
疫苗。”
　　癌症患者与主治医
生沟通交流后，如无严

重的分歧，接种疫苗。 毕竟，今天癌症生
存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我们越来越了解免疫疗法。此外，
还引入了嵌合抗原受体(CAR) T细胞等新技
术。多亏了机器人技术，外科医生现在可
以在他们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进行最小的手
术！”来自乌尔姆的肿瘤学家塞弗莱恩教授
说。 “总体而言，肿瘤治疗正变得越来越
个性化和有针对性！”

能预防40%的癌症

　　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死于癌症呢？
“ 因 为 人 口 统 计 ！ ” 塞 弗 莱 恩 教 授 说 ：
“社会老龄化。很多癌症患者都在老年期
发生。” “然而，由于筛查，我们已经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方
式，我们将取得更多的成就。”
　　塞弗莱恩教授教授说，通过更多的运动
和更好的饮食，可以预防高达40%的肿瘤疾
病。 
　　就新冠疫苗而言，目前多国接种的由德
国Biontech、美国Moderna生物科技公司研发
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的最新研究成
功表明，这种疫苗的活性成分还可以用在改
善自身免疫性疾病上，如多发性硬化症。甚
至也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如抗癌症和血
管疾病。

托马斯·塞弗莱恩教授

癌症患者可接种新冠疫苗，抗癌新希望

　　本报讯：新冠疫情一年多
来，科研人员以最快的速度研
发出了疫苗，但是毕竟要达到
全球的群体免疫（65%以上的
人 接 种 ） 还 需 要 疫 苗 的 普 及
化。目前因为生产速度问题，
在 短 时 期 内 还 无 法 做 到 这 一
点。因此，其他的治疗和防止
感染者发展成重症的药物更为
重要。
　　前不久从以色列传来好消
息，抗新冠的鼻喷剂已经获准
上市，新西兰和英国也在申请
中。另外还有口服式疫苗也已
在临床试验中。
　　如今牛津大学又在医学杂志《柳叶
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口腔喷雾剂
治疗哮喘药物布地奈德（Budesonid）可用
于新冠肺炎病症的早期治疗。
　　之前科研人员就已经发现，哮喘患者
感染新冠病毒后反而没有更高的重症风
险。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发
现，哮喘患者使用可的松口腔松喷雾剂治
疗后，在上呼吸道形成的ACE2酶较少——
这正是新冠病毒停留和传播所需的载体。

哮喘患者不太容易出现严重的病程

　　虽然已经知道导致新冠患者发展为重
症的一些危险因素，但是世界各地还是发
生了健康的年轻人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的案件。
　　除了年龄、病史和体重外，在新冠大
流行刚开始的时候，科学家还怀疑哮喘患
者是一个危险群体。在德国还作为基础病
之一被列为保护对象。但是实际上，在所
有住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中，他们的比例是
很低的。
　　因此，研究人员假设这些哮喘者之所
以感染新冠后病程没有那么严重，可能是
由于他们平日里经常使用的糖皮质激素。
　　为了验证，研究小组将哮喘药物糖皮
质激素布地奈德给新冠的早期感染者（在
出现轻微症状后7天内的成年人）使用。然

后对患者的紧急治疗或住院的可能性、临
床康复和生理参数（体温和血氧等）进行
观察。

住院风险下降91%

　　英国在此项研究中，随机选择了146名
新冠患者，分为两个对照组。一组服用布
地奈德，每日两次，两次吸入，直到症状
消失；第二组接受常规新冠治疗。布地奈
德治疗组很少产生副作用，特别是在感染
新冠后会出现的短暂或长期后遗症方面。
早期吸入布地奈德降低了患者需要紧急医
疗护理的可能性。根据医生的说法，住院
的风险降低了91%。恢复时间也平均缩短了
三天。

政界人士的支持

　　社民党政治家和医生卡尔·劳特巴赫
（Karl Lauterbach）对《柳叶刀》上发表
的研究深信不疑。 正如他在推特上说的那
样，他认为布地奈德是一个“游戏规则改
变者”。 他说，这项研究不仅做得很好，
而且在临床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肺部的
抗炎作用可以防止肺功能的下降。
　　“我知道某些医生在使用这个治疗方
案。如果我是家庭医生，我也会根据现有
的数据，让没有药物过敏的人这样做。”

德国家常治哮喘喷雾剂能治新冠

　　据德国新闻社消息报道,德国国防部向联
邦议会议员通报有关德国军队计划自7月4日
起从阿富汗撤军的信息。
　　德国此前计划在8月中旬从阿富汗撤
军。德国在阿富汗驻有近1100名军人。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曾发表声明说,在北约

特派团框架内自5月1日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出
驻守20年的军队，撤军事宜到2001年9·11袭
击20周年完毕。
　　北约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
牙，比利时，匈牙利等国宣布，将追随美国
的决定，从阿富汗撤军。

德国计划从阿富汗撤军

　　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以视频方
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默克尔在讲话中对美国回归气候政策、
携手其他国家一同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而努力表示欢迎。她指出，全世界、所有主
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面临
着需要彻底改变生活和经济方式的艰巨挑
战。据默克尔介绍，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
1990年相比已经减少了40%，而欧盟到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自然也包括德国。
这意味着，到2030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至少要比1990年减少55%。
　　默克尔透露说，欧盟本周已经就上述目
标达成一致，并将进行立法。就德国而言，
已经开始推行相关的政策，包括引入碳排放
定价机制等。而除了工业领域的碳交易之
外，今年年初德国还率先在交通和供暖领域
实施了全国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定价。
　　默克尔承诺，虽然眼下煤炭仍然是德国

重要的发电燃料，但2030年之前，该国将彻
底弃煤、转而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2020
年，德国46%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5%。
　　默克尔还警告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丧
失的风险，认为建立起覆盖全球30%陆地和
海洋的保护区刻不容缓。她呼吁与发展中国
家团结一致，动员发达国家至少到2025年每
年向公共气候资金投入1000亿美元以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默克尔表示，到2020
年，德国向该资金的投入已经增加了一倍、
达到每年40亿欧元，未来也将继续为之作贡
献。
　　讲话的最后，默克尔说，希望今年秋天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和在中国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均获得圆满
成功，德国将积极参与，携手各方加强合
作。（阮佳闻）

默克尔：德国将继续为应对气候

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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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去年2月底新冠病毒狂扫德国至今
已经一年多了，德国感染病毒的已知人数超
过了320万，死亡人数超过8万人。由于该病
毒的奇特点，全德国究竟还有多少人感染了
却并未发病的，这个黑洞之深，令所有人惊
讶。仅巴伐利亚州Tirschenreuth县（地区）
就查出92%的青少年感染病毒而未被发现。
不过请您注意：上面的320多万的感染人
数，仅仅是已知的统计在册的数字。多项事
后调研项目证实：实际感染的人数要远远超
过这个数字。很多感染的人当时没有被发
现。比如巴伐利亚州东北部，与捷克接壤的
Tirschenreuth县曾是德国最严重的新冠热点
地区，在去年秋季的时候每10万人的感染病
例超过1500例。而这仅仅是已知感染人数的
统计数字！
　　今年1月以来，Tirschenreuth多次出现在
媒体报道里，曾长久占据新冠感染及死亡人
数的高位。
　　1月11日，死亡率最高，每15个新冠感
染者中就有一人死亡
　　1月15日，全德死亡人数第一：252人
　　1月20日，发病率最高为322
　　2月4日，发病率第二为354

最新研究结果通报

　 　 2 0 2 0 年 4 月 巴 伐 利 亚 州 科 学 部 委 托
雷 根 斯 堡 和 埃 朗 根 大 学 医 院 的 专 家 ， 在
Tirschenreuth地区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

员惊奇地推断出，该地区80%的新冠感染未
被发现。
　　研究负责人于4月14日介绍说，他们随
机选择了当地14岁以上的6600位居民，希
望他们能参加这项研究，结果其中4200人
（64%）同意参加。目前得到的结果是：如
果有一个人被检测为新冠感染者，他周围就
有4个人会有抗体，就是被感染了但并不知
道，也就是无症状感染。
　 　 根 据 专 家 的 计 算 ， 到 2 0 2 0 年 6 月 ，
Tirschenreuth地区8.6%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
毒。14至20岁年龄组的未报告（无统计）感
染率最高，为92%。在85岁及以上的人中，
这一比例仍为41%。
　　研究的另一结果：在2020年2月至6月期
间，感染新冠者有2.5%的人死亡。0.5%的
死者年龄在60岁以下，14%的死者年龄在70
至79岁之间。45%的死者住在老人院和疗养

院。 
　　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年龄和护理情况
都对新冠感染的死亡率有影响，而且青少年
感染但未登记（根本不知道感染）的病率特
别高。虽然现在的感染数字都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是普遍测试以及对高龄者及医护
人员优先接种疫苗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虽然这里曾是德国最严重的新冠爆发
点，但是现在最新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Tirschenreuth地区已经
是巴伐利亚州发病率最低的县市，10万人7
天的感染率为76.34

无症状感染的研究

　　对于新冠无症状感染者的研究，并不仅
此一地。
　　德国新冠首发地，北威州的Heinsberg县

的小镇Gangelt，最早成为波恩大学的研究基
地。在去年5月发表的研究成果就称，当地
有22%的无症状感染者。而且推算到全德国
应该有180万的感染者，而实际当时全德的
感染人数为16万人。
　　此外，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
在 巴 伐 利 亚 州 B a d  F e i l n b a c h 、 巴 符 州
Kupferzell、慕尼黑等多地做调研，就发现在
Bad Feilnbach，实际感染的人数是所报告感
染人数的2.6倍；在Kupferzell达到3.9倍。
　　去年5月，图宾根市的居民中有1774人
做了抗体测试，结果显示184人带有抗体，
比例达到10.4%。而当时该市公布确认的
新冠患者只有530人，比例占全市人口的
0.6%，两者之间差距很大。也就是说图宾根
市有大量未报人数。
　　越来越多的调研显示，在德国存在着巨
大的新冠病毒的无症状感染群体。

　　老赵属牛，人也很牛。他总说自己是幸
运儿，每一次都顺溜溜地赶上了趟儿。用他
文绉绉的话来说，那就是“乘着改革的东
风，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上”。
　　八十年代初，政府号召“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老赵靠养鱼，成了当地远近闻名
的首位“万元户”；后来，政府鼓励发展乡
镇企业，老赵创办了一家果汁厂，利用当地
的山林水果资源，生产和销售灌装鲜果汁，
不到几年，一下子栖身到了“百万富翁”的
行列。
　　九十年代初，建材市场开始兴旺，老赵
瞅准机会，腾出手来与钢厂合作，加工和销
售钢材，产品供不应求，转眼成了“千万富
翁”。再后来，老赵不失时机地进入了房地
产行业，正赶上房地产市场蓬勃兴旺的好时
代，不用说，这回他顺风顺水、自然而然成

了“亿万富豪”。
　　在别人眼里，老赵是令人羡慕的“成功
人士”。起初，老赵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后
来，老赵再也不这么认为了。为什么？
　　老赵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果汁厂，产品
在省内市场占有很大份额。就在老赵开始把
大部分精力放在与钢厂合作的当口，有一家
美国跨国公司找上门来，欲收购老赵的果汁
厂。其收购范围不仅包括果汁厂的注册商标
和所有销售渠道，还包括那地区的大片山林
果园基地。

　　当地政府正在大力招商引资。老赵卖
厂，可以引来国际跨国公司落户本地，好事

啊！老赵也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几乎没做
太多考虑，就果断卖掉了果汁厂，并用其中
一部分资金，注入到刚办起的钢材加工厂
中，推动了新企业的发展。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轰动。老赵成了牛
人，又是上报纸，又是上电视，很是风光了
一阵。
　　十几年后，在美国常春藤大学读MBA专
业的儿子回来告诉老赵，当年跨国公司收购
老赵果汁厂的事儿，已被美国教授当作“成
功低价收购当地品牌”的典型教案，写进了
讲义。
　　儿子还就势给老赵上了一堂课，大讲品
牌对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品牌的无形价值和不
可再生性。最后质问老赵：“你怎么把自己
一手创立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就这样轻而易举

拱手相让了呢？”
　　老赵头一次惊觉到，自己没太当回事的
果汁商标，原来是一个品牌，并被别人扼杀
在了摇篮之中！手里的金刚钻，只卖了大萝
卜价！
　　儿子说得对：当初就是急功近利，太缺
乏品牌意识，也太缺乏“市场战略眼光”。
要知道，一个品牌，往往是一个企业、一个
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和象征呢！就
像一说到宝马和奔驰，人们就会联想到德
国，进而再联想到德国人的严谨和德国产品
的高质量一样。
　　老赵是典型的民营企业家，有着很强的
民族自尊心。在生意上留下的这一大败笔，
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茶饭不思。一心琢磨
着，如何扳回这个损失和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低迷，让老
赵从中看到了机会。他决定，从这个行当入
手，挽回一些受伤的“民族自尊心”。日本
八十年代经济腾飞时，不就一举买下了美国
的象征洛克菲勒中心，让日本人扬眉吐气了
好一阵吗？
　　老赵委托美国一家有实力的房屋中介公
司，替他在美国物色“最有价值”的房屋地
产。从东部纽约长岛豪华别墅，到西部洛杉
矶比华利山庄；从南部弗罗里达棕榈滩，到
北部大型度假庄园。
　　可半年下来，老赵一副“不见兔子不撒
鹰”的派头。那个原打算在老赵这儿大赚一
笔的犹太裔美国人不知老赵葫芦里究竟装的
什么药，终于忍不住，问：“你到底想要什
么样‘最有价值’的房子？”
　　老赵气定神闲、口齿清晰地问：美国白
宫，卖不？！(转载自《刘瑛小说散文集 》
2016年10月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 )

美国白宫，卖不？！
刘 瑛

德国感染的黑暗数字令人恐惧 

一县92%青少年感染者未发现
综合报道：韦 云

　　据德新社柏林4月23日报道，德国议会
4月23日批准了一项有关信息技术安全的新
法律，这项法律为德国可能将华为排除在该
国5G项目之外提供了司法框架。这项法律
旨在保护移动网络和能源网络等重要基础设
施。如果某个制造商受外国政府控制或参与

危险的活动，那么在涉及与安全相关的零部
件时，这项法律允许内政部将上述制造商排
除在外。
　　基民盟议员马蒂亚斯·米德尔贝格说：
“在5G网络扩张中，安全政策担忧现在将
占据中心地位。”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24日通过社交
媒体宣布，印度新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令
德方高度担忧。他表示，为了使德国的疫
苗接种行动不受影响，必须极大限制该国
同印度之间的人员往来。
　　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将临时性宣布印

度为“新冠病毒变异地区”，并规定从25
日夜间起，除德国公民以外的其余人士不
得从印度入境德国。德国公民登机前亦必
须进行新冠检测，且在抵达后需接受14天
隔离。

德媒：德国新法律被指针对华为 德国暂停印度旅客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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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日半夜，在不来梅的Blumenthal火
车站一名泰国年轻人被3名叙利亚人误当成
中国人抢劫、围殴导致重伤。除了当地媒体
有简易报道外，德国的主流媒体都没当回
事。而且德国警方在短暂扣留三人后已将其
释放。难道德国人对于歧视亚裔的行为已经
视而不见了吗？还是太多了管不过来了？ 

案件回溯
 
　　4月6日《威悉信使报》 (Weser-Kurier)
的网络版报道了于5日半夜1点发生在不来梅
Blumenthal火车站的抢劫案。
　　据报道，警察接到电话报警赶到火车
站，看到一个流血不止、头部明显受伤的
年轻男子。警察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往医院
救治。并在附近抓到了2个青少年（19和20
岁）。根据警方的调查，参与打人的还有一
个26岁的青年，并于第二天早上在其公寓里
将其抓捕。
　　受害人是一个泰国年轻人，被3人群殴
后头部多处骨折必须住院治疗。而3个青年
在抢劫施暴之前和过程中，都不停地叫这个
20岁的男子为“中国人”。因此，警方正在
调查他们是否因为他的亚洲血统而对他进行
了种族侮辱和攻击。

读者留言

　　这则新闻里并没有显示三个施暴者的来
历，只是用“青少年”（heranwachsende：
满18岁，但不到21岁的人）来称呼他们。
　　第二天在新闻下方就出现了读者留言：

为什么不能像印刷版那样直接写明是
三个叙利亚人？媒体不敢爆出他们的
身份吗？希望能给个说法。
　　在这个留言后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解释或
跟帖。
　　不过从时间上来分析，说不定6日网站
发稿时，并不知道三人的来历，7日印刷的
时候将其更正了？
　　不论怎么说，没有其他媒体再对此事进
行报道。

右翼媒体的质疑

　 　 4 月 1 2 日 ， 在 右 翼 媒 体 网 站
《tichyseinblick》上就直白地用“三名叙利亚
人因涉嫌种族主义原因袭击并殴打亚洲人”
为题，对此事再次报道。
　　该文称对受害人进行了采访。并表示此
事竟然很少被媒体关注，而且也没有引起政

坛关心。
　　泰国青年Nitiwit抱怨说：“德国应该是
欧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还将德国称为
他的“心爱的家园”。但是，即便是他在打
电话报警时，对方也没放开他。这三名肇事
者并不担心“警察和法律”，所以他对是否
可以起诉他们表示怀疑。而且，令他无法理
解的是：警察在抓了三个嫌疑人之后，很快
就把他们释放了。
　　作者表示，迄今司法部门仅对这起涉嫌
出于种族动机的“仇恨犯罪”进行了普通起
诉，而德国媒体的反应却极为克制，尽管最
近“反亚洲种族主义”一再在媒体上成为话
题。

德国的反对亚裔歧视

　　与美国相比，德国社会在反对歧视亚裔

的活动上并没有轰轰烈烈，
反而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
去年，美国黑人因警察过度
执法造成死亡的“黑命贵”
事件都在德国各地引发了大
游行，德国人积极参与上街
抗议种族歧视。
　　而今年美国亚特兰大的
枪击案，造成了包括6名亚
裔女性在内的8人死亡。这
么大的事情，在全美多地和
加拿大等国都有抗议示威和
舆论关注。在德国却只有柏
林举办了一次亚裔的反种族
歧视的抗议活动，而且德文
媒体对此事鲜有报道。

　　中国人在德国受到的歧视也不少，虽然
说肇事者往往也是外来移民。但并不表示德
国人就不歧视他人了。联邦反歧视机构曾发
表统计数据称，德国五年来歧视案件翻倍。
特别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后，德国人对中国
人的歧视更是明目张胆。
　　比如在柏林曾发生过地区议员误把越南
裔的快餐店老板当成中国人来辱骂的事件。
随后该议员出面道歉并辞职。法兰克福也曾
出现过辱骂“中国人滚回去”的标语，不过
当地德国人非常迅速地配合清理并表示彻
查。
　　还是那句话，在德国生活，面对种族歧
视，亚裔不能当“哑裔”，应该把恐惧和愤
怒转化为行动，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
益。

　　本报讯：诈骗的手段总是与时俱进，花
样不断翻新，让人防不胜防。德国警方最近
对通过伪造包裹快递信息的诈骗提出警告。
而这种诈骗方式在德国正在铺天盖地而来。
　　由于新冠疫情，零售业长期关门，德国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得不在网上购物。虽然
让很多商家得以维系生计，但是与此同时，
竟然也滋长了诈骗集团的横行。黑森州警方
已经发出警告，诈骗集团意图利用发送的德
国邮政或DHL的假短信，来窃取消费者的个
人数据或安装恶意软件。

华人圈内的骗局

　　海外华人圈里的骗局从来就没少过，黄
金诈骗、老军医诈骗、假钞、假遗产等等，
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以骗感情开始的“杀猪
盘”。去年疫情开始后，又有人利用大使馆
的名义打电话诈骗华人华侨的个人信息。
　　近日旅德华人的微信群里，再次看到有
群友说接到了诈骗电话，甚至一天还好几
通。要么就是大使馆的录音电话，引导接话
人按其他键；要么就是德国邮政的来电，说
有包裹，还是寄口罩的，里面夹藏了护照。
　　邮包被扣的梗，已经不是初现江湖了，
两年前本报就曾发文提醒同胞注意。如今有
经验的华人朋友虽然没有经济损失，但也被
这些骚扰电话弄得不胜其烦。就算是拉黑了
电话号码，对方还是会用电脑编写不同的手
机号码打过来。骗子集团里往往有着“能人
异士”。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打击

电信诈骗发表了指示。可见，电信诈骗已经
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公害。而且很多电信诈骗
分子往往是在异国操作，因此，国际联合打
击电信诈骗势在必行。

德国的新骗术

　　其实不单是海外华人会接到骗子电话，
就连德国人也一样。德国社会也没少过骗
子，各种手段都有，其中也不乏受过专业心
理训练的、高科技网络高手。
　　同样因为疫情，德国上网购物也越来
越普及，但一般网购，从发货到收货总有
一个时间段，而且有时德国邮政也的确会
有点不靠谱。骗子就利用这个事实，发送
伪造的DHL包裹查询短信（SMS）：“您
的包裹已经寄出。请在此确认您的信息：

https://…….”
　　一旦接到短信的人，碰巧真的在等自己
的订货，很有可能就会点击短信里面的链
接，那么就中招了。点击链接后，受害人的
手机就被安装恶意软件，骗子立刻能窃取手
机里的个人资料，比如通讯录，骗子就可向
所有联系人再次转发短信。
 　　黑森州警方目前已经向民众发布这一短
信骗局警告。
 　　此外，DHL还通过推特发出警告:“当
心：目前有欺诈短信，其发件人声称自己是
德国邮政或DHL。这些短信不是我们的！请
不要点击其中的链接。原则上，我们不会通
过短信要求提供数据，也不会通过短信通知
发送状态。”

如何保护自己？

　　德国警方给的建议：
　　1.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有订货物品，正在
等包裹，短信是否合理。
　　2.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点击由未知发件
人发送的或意外接收到的链接。
　　3.如果您知道发件人，请询问链接背后
的内容以及是否有意发送。
　　4.不要确认在手机上安装第三方应用程
序。
　　5.如果可能，启用第三方锁定。
　　6.如果已经不当心点击了链接，请立刻
将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并通知移动运营
商。
　　7.不要回复短信的发件人。
　　8.受影响的消费者可以向任何警察局或
相关的在线警察局提出刑事投诉。

3月28日下午，数个亚裔团体在德国柏林举行集会，悼念美国亚特兰大
枪击案中的受害者，反对美国、德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针对亚裔的种族主

义。（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德国再爆歧视中国人暴力事件，主流媒体集体沉默
韦 云

停止亚裔仇恨（网络图）

骗子发的短信

点击就上当：伪造德国邮政包裹短信轰炸手机

新华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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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让人悲伤断肠的真实故事：61岁的
独子与91岁的母亲相依为命，他们都被新冠
病毒感染了。坚强的母亲轻松渡过劫难，很
快就痊愈了。而她61岁的儿子却被病毒杀死
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向上苍发出了撕心裂
肺的呼声：“真希望是我！”

E姨妈庆祝91岁生日很强壮

　　新冠病毒夺去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让
无数的家庭破碎。截止4月4日零点，德国因
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逾8万1千人。假设每位
亡者有20位亲人在坟前为逝去的亲人痛哭，
德国总共会有162万人为失去的亲朋好友哭
泣。“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西尔维（Sylvie 
D.，化名）说。
　　差不多一年前，三月初，西尔维和E姨
妈一起庆祝了她的91岁生日。每个人都称呼
她为E姨妈，包括西尔维在内。其实E姨妈
并非西尔维的亲姨妈，是西尔维朋友的姨
妈，只不过他们之间亲昵如家人。
　　E姨妈的生日庆祝是在一个餐厅的包间
内举行，那天中午，受邀的二十位亲朋好友
齐坐在长桌前。91岁生日庆祝会，丰盛的午
餐，地道的下午茶，每个人都很兴奋，E姨
妈不停被亲人们拥抱着。
　　在德国，这是一种特殊的拥抱，是年轻
的亲人专程给予年长者的爱心拥抱，感激他
们的存在，高兴每一年在生日宴上与他们见
面。特别是告别时，必须紧紧相拥，无人知
晓，或许这将成为最后的拥抱。但切记不能
太紧，得控制力度。
　　不过西尔维来说，必须用尽全力去拥
抱E姨妈，因为姨妈是如此的健康、强壮、
身体还富有弹性。“我也想在91岁时这么健
康、强壮，”西尔维暗想。
　　在一年前的生日晚宴上，在场的几个人
刚刚从意大利度假回来。“那时我们都已经
听说了意大利小城贝尔加莫（Bergamo）的
消息——据说，在3月中旬已有4300多人感
染新冠病毒。”“糟糕，是的，非常糟糕。

有朋友说由于感染人数过多，医院承载能力
有限，很多感染者甚至在医院的走廊里接受
治疗。一周之内死了300多人。”
　　在2020年1月27日（周一）早上德国确诊
了第一例新冠感染病患，截止3月9日，新冠
病毒“攻陷”德国全部16个州。但在E姨妈
的生日宴会上，西尔维他们还在“打趣”，
比如：“詹斯，是不是你把新冠病毒从意大
利带回来的，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去拥抱E姨
妈。”
　　无人料想，这会是2020年最后的欢乐。
自此黑暗笼罩。

就像电影《黑镜》中某个场景

　　一年以后，西尔维在一个公墓的葬礼
上。E.姨妈感染了新冠病毒，是她的儿子感
染了她。
　　尽管他全力以赴与妈妈，西尔维的E姨
妈保持社交隔离，减少见面时间，也阻止
E姨妈逛街购物，就如同德国政府要求的那
样，用最安全的方式对待年长者。
　　E姨妈被新冠病毒感染后，几乎没有症
状，就像得了一场轻微感冒，喝杯水就将病
毒驱逐出身体。她的儿子，比她小30岁，年
仅61岁的儿子却不能幸免于新冠病毒。仅仅
8天，匆匆离去。
　　歌曲《昨天》，回荡在墓地上。
　　“哦，我宁愿相信昨天”
　　“刹那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

　　西尔维的眼前还回荡着昨天那日的场
景，而现在，他们一行人身穿着黑色的服
装，脸上戴着白色的FFP2口罩向E姨妈儿子
的墓地走去。西尔维觉得她就像是在《黑镜
/Black Mirror》中的一个场景——虚幻、现
实不断的交替，令她迷茫不已。当E姨妈儿

子的骨灰盒被放入墓穴时，西尔维觉得E姨
妈会倒下......
　　一颗饱经风霜的心能承受多少悲伤？E
姨妈仍屹立着，她试图用冷静的语气诉说她
的不明白——“在我的生活中，我经历了这
么多，忍受了这么多。可我，不得不在92岁
时送别我的儿子，将他埋葬在此......我就是
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

你儿子，

最可靠的新冠保镖被病毒夺去了

　　西尔维也不明白。这一切令人茫然。虽
然他们站在E姨妈儿子的墓地周围，却始终
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正常健康的人怎么会在

61岁时死于新冠。那个像新冠保镖一样照顾
保护E姨妈的儿子，被新冠病毒从现实中剪
掉——不是年老，不是意外，不是癌症，而
是这种奇怪的病毒。
　　当眼泪和鼻涕进入西尔维的FFP2口罩，
更让西尔维茫然，“我不知道如何在FFP2口
罩下真正哭泣，口罩淹没了一切。”

　　鉴于仅在德国就有超过8万1千多人因新
冠而死亡，到现在为止，许多人肯定已经经
历过新冠葬礼。当西尔维看到丧葬者时，她
疯狂而天真地做数学：如果这些超过81000
的死者中的每一个人至少有20人会想念他
们，他们会来参加他们的葬礼，站在墓前哭
泣，那么这将是162万幸存者。但他们也是
新冠病毒的受害者。
　　449天，从开始到现在，新冠病毒已肆
虐德国整整449天。按照目前的死亡人数换
算，一个德国小城已经灭亡，从地图上消
失，就连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也将受到人口
流失的影响。

没有悲伤的权利

　　这些失去父母和祖父母的儿子，女儿和
孙子们情况如何？又该在何处悼念亡者？新
冠疫情下，似乎再无个人和家庭集体悲伤的
权利！这种哀悼是在被围起来的坟墓前进
行，不能尊严告别死者，只为埋葬而埋葬。

　　今年2月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
《莱茵邮报》表示，4月18日（周日）将在
柏林为新冠瘟疫大流行死亡者举行集中悼念
活动，除死难者家属外，国家和政府领导人
也将参加此次纪念仪式。“这场活动将实时
转播。全国默哀，给予幸存者以发声的机
会，尊严告别死者。”
　　4月18日，那天，西尔维想拥抱幸存者
“但我不能，我们不能，我们笨拙地保持距
离。”“我不能‘借肩膀’给正在哭泣的
人，只能言辞苍白的安慰。”“我幼稚地希
望病毒会出于虔诚而离开我们，而我们却戴
着口罩，无论身在何处在，还有很多的无奈
和妥协......”
　　西尔维向E姨妈说再见时，握住她的
手。并不太紧，西尔维不想给这位老母亲施
加更多的压力，但仍然足够紧，因为西尔维
想拥抱E姨妈的悲伤，抚慰E姨妈对孤独的
恐惧。
　　但，一个悲伤而又年迈的母亲，她的儿
子，唯一的儿子死于新冠病毒，该如何抚
慰？“可现在我们就连一个拥抱都不能给
她！”西尔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深切的想念

令人断肠的德国新冠悲剧：92岁母亲与独子都被感染

儿子走了母亲痛呼“真希望是我！”

迪尔门(Dülmen）火葬场内等待火化的
新冠病逝患者的棺木

德国公墓

葬礼上的骨灰盒，
一个健康的人被新冠病毒剪辑了

　　德国4月21日表示，尽管欧盟与中国存
在许多分歧，但欧盟需要与中国接触，而不
是选择更孤立的态度。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
毅举行虚拟会议前说：“在欧盟，我们同时
将中国描述为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
对手。”马斯说，在上述所有三方面，欧盟
都需要与北京建立牢固、可持续的沟通渠
道。他说：“脱钩是错误的方法。”
　　柏林警告不要脱钩，这与北京长期以来
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即尽管相互间存在分
歧，各国间，包括中国在内，也不应脱离接
触。

　　但上个月，中国受到美国、欧盟、英国
和加拿大实施的一轮协调制裁的打击。那次
制裁是对有关报道所说的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的反应。北京一如往常表示反对。
　　据路透社报道，自那稍后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与马斯举行会晤，王毅表示，中
德之间的关系自去年来一直保持稳定。
　　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王毅还
说，中国和德国等主要经济体应该共同抵制
任何脱钩，而寻求维护全球工业和供应链稳
定。王毅还表示，中国也不同意重新划定意
识形态界限，甚至更反对参与“小集团”，
反对基于虚假信息任意制裁。

德国外长警告说，与中国脱钩将是错误的

　　4月9日路透社消息，中国电动汽车制造
商比亚迪称，该公司同意对独立非执行董
事、前德意志银行亚太区主席蔡洪平牵头的
基金作出1.2亿美元认缴出资额，藉此参与于
德国等国家以及技术先进行业龙头企业的并
购机会。
　 　 据 8 日 晚 间 的 公 告 ， 基 金 名 称 A G I C 
FUND II L.P，投资策略主要着重于在德国、
德语系国家及地区、北欧国家及大中华区，
以及具有强劲增长潜力的其他技术先进地区
的行业龙头企业，投资重点在于把握私营和

上市公司的收购和结构性交易机会。
比亚迪的认购金额大约占基金规模上限的
8.63%。该公司表示，“拟借助国际化专业投
资机构的行业研究、资源整合能力，投资于
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龙头企业，以获取长期的
投资回报。”
　　“同时可以延伸公司产业投资触角，促
进公司投资与实业协同发展，加强公司整体
抗风险能力并推动公司全球业务的良性循
环。”

比亚迪1.2亿美元认购蔡洪平牵头基金 

染指德国及技术先进龙头企业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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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2020年1月，53岁的克劳迪
娅（Claudia W. ）带着她14岁的女儿卡佳
（Katja）离开隶属下萨克森州巴特萨尔茨代
特富特（Bad Salzdetfurth）市的小镇博登堡
（Bodenburg）。
　　她渴望已久的爱情，出现在离家7500公
里以外，位于西非加纳（Ghana）首都阿克
拉（Accra）以西30公里的小镇科克罗贝特
（Kokrobite）。这是位于大西洋沿岸小镇：
棕榈树，被翠绿色海水拥抱着的白沙滩上，
还点缀着各式渔民小屋......一个梦幻天堂。
　　十个月后，克劳迪娅和她的女儿都死
了——被残忍地谋杀了。谋杀犯就是他，
自认为非常爱她的爱人，43岁的布伊古纳
（Boigouna A.）

　　离开一年后，母女回家。从加纳返回，
她们在巴特萨尔茨代特富特的一个公墓找到
了最后的安息之地。拉尔夫（Ralf B. ），克
劳迪娅的前夫，时常独自一人去墓地看望母
女二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仅仅十个月，
她们就没了！”
　　2016年，克劳迪娅在网上认识了加纳珠
宝商布伊古纳。布伊古纳身上那股子特有
的狂野气息，非洲男性独特展示爱情的模
式，让克劳迪娅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前
夫拉尔夫对警察说：“克劳迪娅在决定离
开德国，前往加纳的最后六个月里，他们
无视时差，同步作息，就连睡觉时他们都在
视频。”“克劳迪娅对我说，布伊古纳是个
好人，并非像其他人说的，是贪图她的钱
财。”

　 　 克 劳 迪 娅 的 职 业 是 医 疗 助 理 ， 但 由
于 患 有 腿 部 残 疾 ， 无 法 长 期 工 作 ， 因 此
一 直 居 住 在 国 家 提 供 的 社 会 福 利 房 屋
（Sozialwohnung）。
　　“我们只有在她带着小猎犬伙伴散步时
才看到她。”克劳迪娅的邻居表示这对母女

都很安静，无论是生活还是社交，都很隐
形。或许对克劳迪娅来说，死水微澜的德国
生活，就像一个狭小的笼子，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了无生趣。只有那个爱她的强壮生
猛的西非男人，给她打开了新的生命......必
须走，去加纳！
　　作为前夫，拉尔夫，支持前妻克劳迪娅
的追爱之路。但作为父亲，他反对女儿卡佳
一同前往，但他的反对被女儿拒绝——青春
期少女的冒险之心没有人可以抵御。
　　然后，一切都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克
劳迪娅在申请加纳签证的同时，还为自己和
女儿租了一幢就在布伊古纳家附近的海滨别
墅，并提前支付了一年的房租。“可以看得
出她们走得很急，很多东西都没有拿，就连
冰箱里的食物都没有清理。”拉尔夫说。
　　因为女儿，拉尔夫一直与克劳迪娅母女
保持联系，“开始一切就如想象般的美好。
然后新冠疫情来了。布伊古纳的珠宝生意也
陷入财务困境，面临破产。”
　　2020年夏天，克劳迪娅的爱情出现了第
一个阴影：布伊古纳不经过克劳迪娅的同
意，私自偷取她的钱财。克劳迪娅对拉尔夫
抱怨，“布伊古纳只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才去
找她。”
　　现实总是残忍的......布伊古纳认为已经
完全掌控了克劳迪娅，凭借她对他的爱，只

要他的欲望或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表示要
离开她，或要去自杀。
　　天堂变地狱。
　　布伊古纳不断地偷窃克劳迪娅的财物，
被发现后爆发激烈的争执......持续的炎热，

女儿卡佳得了疟疾......双方的关系充满了无
休止的暴力....加纳的生活让克劳迪娅精疲力
尽，她想重新回到德国。
　　2020年10月初，拉尔夫接到前妻和女儿
的最后一次视频，在视频中母女表示“她们
很快就会回到德国。”
　　2020年10月11日，拉尔夫家的电话响
起，他的女儿和前妻惨死加纳。是邻居，居
住在克劳迪娅别墅边的邻居发现很久没有看
到母女的身影，在闻到别墅中传出恶心的腐
烂味后报警。根据阿克拉警方的尸检结果，
克劳迪娅被锤子打死，卡佳被勒死。
　　布伊古纳，因涉嫌谋杀被捕。不过，在
审问的最初，他否认罪行，直到犯罪证据被
找到后，才承认罪行。他对警方狡辩：“他
之所以杀死克劳迪娅和卡佳，是因为她们病
了，病得很严重，为了让她们解脱痛苦，他
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来自联邦外交部消息，德国驻加纳阿克
拉大使馆与当地警方保持联系，但直到现在
尚不知何时会对布伊古纳进行审判。
　　爱情，有无数可能性，克劳迪娅的遭遇
则是最糟糕的一种......

德国残疾女爱上非洲珠宝商
带女儿万里寻爱却惨死锤下

 一心一意：情侣俩通过视频聊天保持联系，然后母亲决定带着女儿前往加纳寻找爱情
无时无刻秀恩爱：对克劳迪娅来说，布伊古
纳就是她的真爱，青春再现般的怦然心动...

14岁的卡佳被勒死

拉尔夫的手机：
这是女儿生前发给他的最后一张照片

  拉尔夫在清理母女二人的坟墓

这对情侣在一起时的最后一张照片，然后母
女二人就消失在人世间

猫耳朵和气泡：像每个青少年一样，卡佳也
喜欢用手机滤镜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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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护士的工作条件迫切需要改
变。没有护理就没有重症监护床！”德国重
症急救跨学科协会（DIVI）主席，亚琛大
学医院外科重症监护和中级护理部主任，医
学博士杰诺特·马克思（Gernot Marx）教授
认为，现在德国的医疗系统面临的最棘手问
题，必须解决。

　　这也是德国医疗系统的软肋：医护人员
的缺乏，经久以来都是个大问题。但更多的
原因薪酬，薪酬与其劳动强度不符。
　　4月初，德国电视台ProSieben的一档实
况转播节目《乔科和克拉斯的直播/JOKO & 
KLAAS LIVE》在全德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
大波，并再次引发了关于护理条件和薪酬的
新辩论。
　　护士目前的收入是多少？简而言之：
2012年至2019年间，德国护理专业人员的工
资增长了19.9%。然而，必须记住，2012年
是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开始的。根据德国联
邦劳动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的薪酬

地图，护理专业人员的每月平均总收入约为
3500欧元，重症监护病房护士的每月平均总
收入为3978欧元，但最高收入可能超过4500
欧元。此外，还有夜班加班和轮班津贴。 
　　专家们认为医院护士的薪水较高的原因
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诊所和医院根据集
体协议支付的薪酬比养老院，疗养院或急救
护理服务的薪酬要高得多。

养老院护士挣多少钱？

　 　 来 自 护 理 工 作 机 构 协 会
（Arbeitgeberverbandes Pflege/AGVP）的数
据表示，养老院护士助理和护士的工资增长
了27%以上。然而，根据德国工会组织威尔
第(Verdi)的评估，在此工作的护理人员认为
他们劳动强度远超于薪水。
　　根据AGVP的数据，75%的养老院护士
每月总收入超过3000欧元（税前）。联邦劳
动局估计，照顾老人的职业经验丰富的护
工月平均收入为3032欧元（税前）。以2019
年为例，联邦劳动局的数据表明，其他行
业的熟练工人的月平均薪水为3052欧元（税
前）。不过就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养老院护
士，在德国不同的州，不同的地区，薪水差
异很大。
　　根据联邦劳动局的数据，巴登-符腾堡
州养老院护理专业人员的平均收入最高，月
平均3326欧元（税前），萨克森-安哈尔特最
低，2532欧元（税前）。柏林的护工通常月
平均为3024欧元（税前）。

　　在大城市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慕尼
黑护理专业人员月平均收入为3326欧元（税
前），德累斯顿只有2559欧元（税前）。
　　联邦劳动局的资料表示，照顾老人没有
职业资格证的护士助理的薪酬也同专业护
士，有着明显的地域之分。这类护工的平
均月薪，税前为2146欧元。北威州的护士助
理就能拿到2412欧元的税前薪水；萨克森州
是1903欧元。工作在埃森，护工助理的薪水
是税前2585欧元；如工作在莱比锡，则只有
1882欧元的税前薪水。护士行业也存在，男
性护士的平均薪酬略高于女性的问题。

德国东西部的最低工资不同

　　护理行业最低工资，也一样分地域：在
原西德地区，护士们每小时的税前薪水是
11.60欧元，而在东德只有11.20欧元。不过，
相比于法定的其他行业每小时税前9.50欧元
的薪水来说，略高一些。
　　根据护理工作机构协会的说法，因为
法定最低工资的出台，“让原东德地区的
护工在过去十年中导致工资大幅上涨50%以
上。”
　　从2021年4月1日，护士的最低工资将提

高：在西部，护士的时薪将提高到税前每小
时12.50欧元；在东部，则应为税前每小时
12.20欧元。经过至少一年培训的护士助理的
税前每小时薪水为12.50欧元。完成培训的护
士，也就是有职业资格证的护士，最低税前
每小时薪水为15欧元。

最低时薪应该提高

　　工会组织威尔第与联邦护理行业雇主协
会（die Bundesvereinigung der Arbeitgeber in 
der Pflegebranche /BVAP） 合作。他们最近
签署了一项关于老年人护士的集体协议。根
据这项规定，到2023年年中，护士助理的最
低小时工资将提高到14.40欧元（税前），有
职业资格证的护士，最低小时工资将提高到
税前18.75欧元。
　　工会正在努力争取联邦政府宣布这项集
体协议具有普遍约束力，那么所有的疗养院
经营者都必须遵守。据悉，业界对此的阻力
是巨大。
　　2020年，养老院的员工还获得了高达
1500欧元的“新冠”花红——这笔收入不仅
免税，免交社会保险费。但在医院中，只有
“工作强度大”的雇员才有这样的奖金，根
据工会组织威尔第的说法，这类做法导致原
本工作压力巨大的护士心怀不满，使得更多
的人离职。
　　2019年，共有120万人从事老年护理工
作。根据护理工作机构协会的数据，2009年
这一数字不到62.5万人。

德国新冠一线医护英雄

原来他们的待遇是这样

德国重症急救跨学科协会主席，医学博士杰
诺特·马克思（Gernot Marx）教授，他警告

重症监护室即将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现象

　　Ortel Mobile 是为移民背景人群提供预付
费服务的领先德国提供商，目前提供更优惠
的资费。有了它，每个人都可以立刻与“目
标组国家”的亲朋好友更长时间地通话。  现
在，某些资费选项还包含了全新的欧盟费
率。这样，您就可以无限[致电目标组国家]。
　　Ortel Mobile 现在提供更多服务，但价格
不变。如此 Smart World XL 套餐包含了所有
德国境内的通话 - 从现在开始也包括欧盟境
内的通话。对于 Ortel Mobile 的其他资费，
现在也提供欧盟费率，或者会附加大型通话
时间套餐。借此，您不仅可以从德国向“目
标组国家”拨打电话，也可以从那里向德国
拨打。如此便可以更方便地联系“目标组国
家”的亲朋好友。也适用于非欧盟国家用
户。Ortel Mobile 为拨打至 20 个非欧洲国家
的通话提供了长达 1,000 分钟的通话时间，
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美国和加
拿大。
　　但这远远不是唯一的优势。Ortel Mobile 

还在其中加入了上网服务。几乎所有资费下
的高速流量都有所增加，而总价格没有任何
变化。例如 Smart World XL 套餐提供 15 GB 
的上网流量包，而不是以前每四周 29.99 欧
元* 的 12 GB 高速流量。现在，World Flat 套
餐的资费甚至首次包含了 5 GB 的上网流量
包。利用 Ortel Mobile 及其预付费方案，每
个人都可以频繁浏览网页，无忧无虑地致电
“目标组国家”。不需要签合同，而是预付
费充值，操作非常便捷。如此，您始终可以
牢牢掌控成本。
　　与欧盟保持联系。所有这些您都可以通
过 Smart World XL 实现：
　　(hier soll Grafik einfefügt werden. Diesen 
Kommentar bitte NICHT mit abdrucken!) 
　　Ortel Mobile GmbH, E-Plus-Straße 1, 40472 
Düsseldorf。
　　*使用前提条件：购买新人套餐（建议零
售价 9.95 欧元）。

同等资费，服务升级

Ortel Mobile 提供全新选择：欧盟费率 

　　标准资费：德国境内通话：9 欧分/分
钟，拨打国外的通话为 1 欧分/分钟。对于这
些通话，每次通话可能需要额外收取最多 15 
欧分的一次性连接费（在 www.ortelmobile.de 
上列出所有价格）。　　
　　短信息 15 欧分。49 欧分/MB。60/60 计
时方式。不适用于特服号码。德国和欧盟范
围内的数据传输速率最高为 25 Mbit/s（下
载）和 10 Mbit/s（上传）。
　　给出的速率是指在技术上相应可行的最
大速率。实际达到的平均速率可能与此有所
偏差。以 100 KB 为增量的计算方式。Smart 
World XL（每 28 天的套餐有效期为 29.99 欧
元）：从德国拨打欧盟国家无限分钟，以及
从德国拨打孟加拉国、巴西、智利、中国、
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色
列、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泰国、美国的所
有网络，以及拨打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固
话网络畅享 1000 分钟通话时间。另有拨打
所有德国网络的固定费用。
　　这同样适用于欧盟境内以及从欧盟拨打
德国的通话。60/60 计时方式。不适用于特
服号码。
　　除了补充性服务外，您的资费的常规条
件同样适用。德国境内可达 15 GB，在欧盟
范围内的数据传输速率最高为 25 Mbit/s（下
载）和 10 Mbit/s（上传），然后上载和下载
速率高达 64 kbit/s。给出的速率是指在技术
上相应可行的最大速率。实际达到的平均速
率可能与此有所偏差。如果余额充足，并且
相应有效期结束时未终止套餐，则将自动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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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Bamboo GmbH 德国环保竹业有限公司

创建绿色环保的环境，远离森林砍伐和塑料
（2021年7月欧盟正式实施第一批禁塑产品，包含餐具和一次性吸管等）

经营范围：竹浆、甘蔗浆一次性餐具、竹制刀叉勺、

　　　　　　　竹浆咖啡杯、杯盖、竹浆吸管、竹浆卫生纸等

欢迎中餐馆，外卖店，企业单位和家庭来电咨询 

地址：Rudolf Diesel Str 26 22941 Bargteheide              
手机：01629844918（中文） 电话：04532 2654950
微信号：huchao127127 联系人：胡先生

T8/524-531

　　近日，欧洲著名专业人士排行榜——
Expertscape机构公布了2021年最新的
“Expertise in Myopia Worldwide”，即“全球
近视领域专家”的国际排名。

榜单依据Expertscape评价指标：

　　1. 根据2010-2021年出版的SCI论文
　　2. 被PubMed收录、编入索引并定义为
“主要标题”的文章
　　3. 根据不同的因素 (包括论文性质、出
版时间、期刊的影响指数、及学者是否第一
作者等)作评分。
　
　　德视佳眼科的3名医疗委员会成员：科
恩教授、柯诺驰教授、迪克教授入选了全球
前100名近视领域专家。
　　德视佳眼科EuroEyes国际医疗咨询委
员会（EuroEyes IMAB）是由屈光手术领
域的杰出国际眼科医师和意见领袖组成。
该委员会以EuroEyes行政领导小组的顾
问身份进行咨询，每年召集一次会议，向
EuroEyes团队提供眼科临床及研究方面的
洞察，提升和推进屈光手术的发展。
　　下面，小编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他
们！

Thomas Kohnen 托马斯·科恩

　　科恩教授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眼科系教
授和主席，拥有36年临床经验，他领导的团
队每年为超过35000名屈光患者提供帮助。
曾经荣获国际屈光手术学会奖学金，曾担任
眼科学家协会(BVA)主席和《白内障与屈光
手术杂志》副主编。
　　作为顶尖屈光领域专家，他擅长白内
障、眼内晶体、角膜手术以及治疗青光眼和

视网膜问题。他曾荣获多个国际奖项，其中
包括2002年的美国眼科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奖。
　　科恩教授为多个眼科专业组织担任高级
董事职务，如德国眼科协会主席、欧洲白内
障和屈光眼科医生协会的董事会成员等等。

Michael Knorz 迈克尔·柯诺驰

　　2012年，Knorz柯诺驰教授就担任国际
眼内植入俱乐部（IIIC）的主席，现在仍是
该组织的执行董事。
　　国际眼内植入俱乐部是一个非常有声望
的全球范围的俱乐部，被誉为眼科界的“门
萨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审核要求非常的严
格，上限人数仅有250名。其成员都是人工
晶体手术的关键意见领袖，要求论文等身、
有组织成员邀请、熟练操作白内障手术10年
以上等。
　　柯诺驰教授同时也是德国屈光外科委员
会（KRC）的前任主席和现任秘书长，主导
制定了屈光手术的治疗标准，并每年对屈光

手术进行审查。
　　柯诺驰教授还是一位著名的导师，在欧
洲、非洲和亚洲教授眼科已有20多年，为
老花、白内障及屈光矫正手术培养了大量人
才，并因为广泛的教学、会议、研讨活动，
于2019年获得了白金DOC奖章。

　　＊白金DOC奖章是DOC（德国眼科协
会）奖章的最高级别，至今仅授予给四位眼
科医生。
　　这样一位声名赫赫的眼科人物，就在徳
视佳EuroEyes中国！

Burkhard Dick 伯克哈德·迪克

　 　 2 0 2 0 年 7 月 ， 迪 克 教 授 正 式 加 入
EuroEyes国际医学顾问委员会（IMAB）。
　　迪克教授是白内障和老花眼手术的国际
公认的领导者，是最早采用飞秒激光进行屈

光性白内障手术，并推动多焦点人工晶体矫
正老花眼的眼科医生之一。
　　作为欧洲开创飞秒激光进行白内障手术
的医生之一，迪克教授是全球眼科界的权
威，为德国眼科学院、欧洲白内障和屈光外
科医师学会担任常驻讲师，指导过38个不同
国家的眼科专家进行白内障、屈光矫正、人
工晶体植入、青光眼、角膜移植和视网膜手
术。

　　2018年，国际权威眼科网站《眼科医
生》（The Ophthalmologist）发布“全球具
影响力的眼科医生”排名，迪克教授荣登前
20名榜单。
　　从业30年间，迪克教授不断追求更先
进的手术技术，推动眼科医疗教育的发展。
他曾说：“身为医生带给我无上的幸福和快
乐，能为患者带来更清晰的视界就是我的追
求，驱动我每天投身于眼科事业中。”
　　对于近视、老花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
拨打免费电话400-720-7999进行咨询或者去
官方网站www.euroeyes.cn留言。

伯克哈德·迪克

全球近视领域专家100强，德视佳眼科3位医生入选

托马斯·科恩

迈克尔·柯诺驰

　　“您好，我
是浙江省温州市
文成县公证处公
证员。”
　　“您好，我
是家住法兰克福
的中国籍公民姜
女士。”
　　2021年4月
28日北京时间下
午3时，远在德
国法兰克福的姜
女士成功连线文
成县公证处，成
为首位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办理公证的旅德
中国公民。

　　在各方精心安排下，姜女士准时来到
法兰克福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与国内
公证员开始视频通话。此前，文成县公证
处已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信息及证明材
料，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形式依法进
行了核实。通过远程视频，姜女士仅用40
多分钟，就完成了在线身份核实、在线询
问、文书核对、线上及线下签名等程序，

顺利办理了公证手续。整个过程在总领馆
和中国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协助见证下，严

谨高效便捷。两个工作日后，姜
女士在国内的受托人就可以领取
公证书。
　　这是继护照全球通办、不见
面办照之后，外交部和驻外使领
馆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 践 行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
的又一重大创新服务举措。孙从
彬总领事表示，受疫情影响，一
些海外中国公民在办理公证时遇
到一些问题，我们秉持“以人为
本”、“外交为民”的宗旨，协

调各方，尝试以远程视频方式为有需求的
海外中国公民办理公证。海外中国公民的
需求就是我们驻外使领馆努力的方向。驻
法兰克福总领馆将与国内密切配合，不断
完善相关流程，将领事服务与互联网、移
动支付等科技手段完美结合起来，努力为
领区同胞提供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贴心
服务。

驻法兰克福总领馆成功开展  

跨国远程视频公证试点工作

　　新冠危机让世界各地许多地区的经济陷
入停滞，工业废气的排放略有减少，但实际
上并没有真正对气候的变暖起到帮助作用。
　　根据世界气候组织（WMO）2020年全球
气候的最终报告，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短
时间内放缓，但在大气中的浓度仍在继续上
升。
　　WMO称，如果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继续
下去，今年全球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可能会
上升到414 ppm（百万分之比）或更高。在
2019年，该值达到了410 ppm。
　　而410 ppm的值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
年的水平高148％。甲烷的浓度高260％，一
氧化二氮的浓度高123％。
　　一氧化二氮对气候的危害是二氧化碳
的300倍。农业尤其是养牛业，对一氧化二
氮和甲烷的排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仅在
德国，就有63％的非自然甲烷排放量是由于

农业造成的，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则高
达79％。甲烷对气候的危害是二氧化碳的25
倍，一氧化二氮的温室效应甚至是二氧化碳
的300倍左右。
　　2020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
平高约1.2度。最温暖的一年是2016年。根据
WMO的数据，从2011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是
最温暖的十年。
　　WMO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指出，该报告再次确认了“持续不
断的气候变化”。无论采取何种气候保护措
施，这种消极趋势将持续数十年。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后果，到本
世纪末，气温上升不应超过1.5度。国际社会
希望在《巴黎气候保护协定》之后尽可能实
现这一目标。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30年，温室气
体排放量必须比2010年的水平降低45％。

全球气候变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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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订购新冠疫苗的前期工作中，英国和
美国敢冒风险，眼光精准，投入巨资，从而
取得成效; 而欧盟则着眼于规避风险，讨价
还价，错失良机。在数家制造商相继研发出
新冠疫苗后，美英两国奉行“疫苗民族主
义”，只顾及自身的需求，禁止疫苗出口，
从而造成了在接种速度方面欧盟落后于英美
两国一大截的困境。

疫苗订购策略比较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因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对危机处置
不当，曾让英国人大伤元气。根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英国是欧洲
新冠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截至4月27日，
已有127,705人死于新冠肺炎。该国并经历了
30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但这位英国首相此后却打了一场较为漂
亮的疫苗接种战。早在2020年4月，约翰逊
就成立了“疫苗专门工作组”。凯特·宾厄
姆(Kate Bingham)并于当年5月临危受命，开
始担任该工作组的主席。宾厄姆是一位风险
投资家和生物化学家。虽然她本人不是疫苗
专家，但在政经界却拥有极佳的人脉。
　　该疫苗工作组资金雄厚，决策自由度也
相当大。着手工作后，宾厄姆团队就在世界
范围内锁定最有发展前景的疫苗研发者。不
同于欧盟，该团队在早期阶段就向疫苗制造
商作出承担责任风险的承诺。
　　据称，这是潜在后果十分严重的一步
棋。这从眼下对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副作
用的讨论中就可见一斑。但风险投资家凯
特·宾厄姆敢于走这步险棋。她声称，不作
出这样的允诺，“我们就不能确保疫苗”。
为此，有媒体就指出，这样英国人就冒了巨
大的风险。
　　2020年7月，英国又在采购疫苗方面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与辉瑞、阿斯利康、诺
瓦瓦克斯等公司签署疫苗供货合同。据告，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签署这类供货合同的国
家，而此时人们还不能有把握地说，这些制
造商会保证供应疫苗。
　　但数月之后，事实证明，此前被宾厄姆
“疫苗专业工作组”从200多个疫苗研发者
中挑选出来的候选者确实是可靠的疫苗制造
商。2020年12月，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
辉瑞和阿斯利康两款疫苗的国家，并在基督
降临节期间开始进行大规模接种疫苗。现

今，英国在疫苗接种速度方面已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而美国也与英国类似，推行了较为有效
的疫苗采购策略。据《明镜》周刊报道，早
在去年5月，美国政府就提出了一个疫苗开
发计划，并将其称为“超高速行动”项目。
“其目标是: 到2021年初生产3亿支安全和有
效的疫苗。”美国政府并为快速研发和制造
疫苗投入了100亿美元。
　　像英国人那样，美国人也从一开始就
设立了一个专门班子来协调所有相关政府
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现今在白宫就设有一
个近20个人组成的“响应管理团队”。该团
队照料着疫苗的订购和分配工作，并奉行
一种一致的交际策略。现任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选定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的高级经济顾问杰弗里·齐恩茨
（Jeffrey Zients）担任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
据称，齐恩茨不仅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
且还担任过许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监事。
　　反观欧盟，正如《明镜》周刊那篇文章
所述的那样，27个成员国之间徒劳无益的争
论“导致了一拖再拖、错误决策、杂乱无
章”。此外，欧盟不愿在疫苗出现问题时承
担责任，而是要把责任推给制造商。这在正
常时期当然无可指责。“但在全球性公共卫
生灾难中，坚决规避风险则是一种奇怪的策
略。”一位德国外交官曾表示:“我们的错误
在于，欧盟曾为了每个欧元进行讨价还价，
而美国人则认识到，疫苗是一个国家安全问
题。”
　　上文并尖锐地指出:“欧洲并未真正建立
起危机管理体系，遗憾的是这同样适用于德
国。”
　　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曼弗雷
德·韦贝尔(Manfred Weber)最近在接受德国
媒体采访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正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
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有时却似乎还停留在正
常时期。美国人激活了《国防生产法》, 它
确保了战争时期的生产。美国人运用战争法
规，而我们却在实施管理法规。”

　　由此可见，就新冠疫苗的采购策略而
言，从一开始，欧盟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就存
在着差距，并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欧盟现今
陷入新冠疫苗供应不足困境的原因。

“疫苗民族主义”凸显

　　从目前来看，在新冠疫苗接种问题上，
美国总统拜登至今依然奉行着他前任唐纳
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第一”的
准则。
　　据此间媒体报道，拜登已公开宣称，只
有在不危及美国本国供应量的情况下，才允
许疫苗离开美国。
　　因而，虽然强生疫苗已获欧盟药管局批
准，但《明镜》周刊2021年第12期爆料称，
拜登曾拒绝强生公司向欧盟供应1千万支疫
苗的请求。据告，即使欧盟头面人物当时为
此与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齐恩茨进行协商也
无济于事。
　　此外，虽然美国可能根本不需要阿斯利
康疫苗，但却不让储存在美国俄亥俄州的3

千万支阿斯利康疫苗出口欧洲。德国政府对
此表示了愤慨。但一位德国高级官员也颇为
无奈地声称:“对美国人我们无法采用强制手
段。”
　　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韦贝尔也
向媒体抱怨道:“乔·拜登入主白宫，在跨大
西洋关系中我们又有了一位真正的伙伴，对
此我们感到高兴。但在疫苗领域里，他迄今
为止却并没有证实这种伙伴关系，因为就疫
苗而言，美国几乎没有进行过合作。”
　　前不久，欧盟还因疫苗与英国发生激烈
争执。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 曾在他自己的时事通讯上写道，那种
认为欧盟在推行“疫苗民族主义”的看法是
令人愤慨的。他举例说，在以色列注射的疫
苗绝大部分来自比利时。米歇尔强调，欧盟
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口疫苗。
　　这位欧洲理事会主席并写道:“而英国和
美国则完全禁止出口在其领土上生产的疫苗
和疫苗成分。”英国政府对米歇尔上述所谓
的“错误看法”感到愤慨。英国外交部为此
并召见欧盟驻英国代表。据称，这在外事交
往中是一种强烈抗议方式。
　　英国首相约翰逊并回应道:“我们一次也
没有禁止过出口新冠疫苗。”他表示， 英国
谴责“所有形式的‘疫苗民族主义’”。此
前，英国政府发言人还声称，所有对禁止或
限制疫苗出口的指责都是完全错误的。英国
外相多米尼克·拉布 (Dominic Raab)并给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出了一封用相同措辞
书写的函件。
　　而来自德国基民盟的欧洲议会议员、欧
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成
员彼得·利泽(Peter Liese)则表示:“尽管米歇
尔的用词不完全确切， 但在政治上他是正确
的。”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并尖锐地指出，就
阿斯利康疫苗来看，英国追随的是一种“英
国第一”政策。
　　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韦贝尔并
对英国外相拉布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韦贝尔
声称，拉布不该教训欧盟，而应该公布出口
疫苗的数量。这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内，已
有800万支辉瑞疫苗从欧盟运往英国。
　 　 欧 盟 内 部 市 场 专 员 蒂 埃 里 · 布 雷 顿
（Thierry Breton）4月上旬在接受德国媒体采
访时也指出，阿斯利康公司至今向欧盟供应
的疫苗只占其承诺供货量的四分之一。“如
果阿斯利康公司像对待英国那样对待我们，
那么我们在疫苗接种方面现在完全可以达到
英国人那样的进度。”

　　布雷顿声称，英国现有两家生产疫苗的
工厂，当然其中只有一家在生产疫苗。“英
国至今注射了3,700万支疫苗，而其中只有三
分之一是由这个生产场所提供的。其余部分
主要来自欧洲。换句话说，英国的这场疫苗
接种战役将继续依赖于欧盟。”
　　为此，韦贝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甚
至表示:“欧盟现在应该考虑对所有在欧盟生
产的疫苗暂时实施出口禁令。” “我们需要
更多一些‘欧盟第一’，我们必须更多地为
欧洲民众着想。”
　　当然，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则讲得
较为客气些：“我们要求获得合同上所承诺
的数量。”也就是说，在阿斯利康公司没有
履行其对欧盟所作的供货承诺时，不能再从
欧洲出口疫苗。
 

 疫苗接种进度差异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用数据看世界”网
站(Our World in Data)4月26日公布的数据，
截至4月25日，英国已为全国49.7%的人口， 
亦即3,375万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而完
成第二针接种的人口比例则为19%， 人数为
1,290万人。由于疫情好转，英国政府早已
从4月12日起在英格兰地区进一步解禁，商
店、理发店、健身房、户外餐厅等经营场所
得以重新开放。当局预计本国公民从5月中
旬起就可以度假旅游，并从6月21日夏至起
回归原来的生活。
　　在英国“飞地”直布罗陀，截至4月28
日，在其约35,000个居民中，已有95.0%的人
了接种新冠疫苗，从而实现了群体免疫， 成
了世界带头羊。在谈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
取得的成就时，直布罗陀首席大臣费边·皮
卡多（Fabian Picardo）十分自豪地声称:“我
们已告别了最艰难的冬天，迎来了充满希望
的春天。”
　　而就美国来说，其新冠疫苗接种速度也
相当快。据“用数据看世界”网站统计， 截
至4月26日， 美国已为全国42.1%的人口， 
亦即1亿4097万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而
完成第二针接种的人口比例则为28.7%， 人
数为9,589万人。美国总统拜登4月6日并在白
宫宣布，从4月19日起，不受年龄、职业和
是否有疾病史的限制，本国所有成年人都可
以接种疫苗。这比他原先宣布的目标时间5
月1日提早了近两周时间。
　　然而，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欧盟新冠疫
苗的接种速度显然要差一大截。这里我们先
来看一下欧盟两大核心成员国德国和法国的
疫苗接种率: “用数据看世界”网站4月26日
公布的数据(其中法国的数据截至4月25日)显
示，德国和法国已分别为23.7%和20.7%的人
口，亦即1,985万人和1,410万人，接种了第一
针疫苗。而完成第二针接种的人口比例则分
别为7.2%和8.1%， 人数为604万人和554万人 
。
　　当然，欧盟人口最多成员国德国现正在
急起直追。复活节后，除原有的疫苗接种中
心外，德国境内的家庭医生诊所也开始投入
疫苗接种工作。而且为了确保疫苗供应，基
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
(Markus Söder)日前还表示要购买俄罗斯“卫
星V”疫苗， 并声称将要与其签订初步合
同。他声称，预计7月份巴伐利亚州就能获
得250万支卫星疫苗。但索德尔也强调，接
种这一疫苗的前提是卫星疫苗获得欧盟药监
局的批准。 
　　由于获批尚需时日， 因而此间有媒体认
为，索德尔的这一举措是向迄今为止负责为
欧盟成员国订购疫苗的欧盟委员会发出的一
个发泄不满的政治信号。据称，索德尔和其
他德国政界人士已多次要求欧委会订购俄罗
斯卫星疫苗以作备用。但欧委会一直踌躇不
决，它担心因该疫苗制造商不能及时交货，
因而不能缓解欧洲的形势。欧盟内部市场专
员布雷顿也在上述访谈中声称:“我们的目
标是到今年夏季尽可能为所有欧洲人接种疫
苗。正因如此，‘卫星V’疫苗来得真是太
晚了。”
　　4月7日晚，欧委会在欧盟卫生部长会议
上已表示不会与俄罗斯签署供货合同。卫生
部长延斯·施博恩(Jens Spahn)随即宣布将与
俄罗斯就“卫星V”疫苗的供货进行洽谈。
这就表明德国仍将力图通过与俄罗斯的双边
会谈来获得这款疫苗。
　　虽然欧盟成员国疫苗接种速度缓慢令人
担忧，甚至遭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但更
令人操心的是全球疫苗分配极为不公。据
《联合国新闻》4月9日报道，在今年头100
天内，全球接种了7亿支新冠疫苗，但其中
“超过87%的接种集中在高收入或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只占0.2%”。
　　全球70亿人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欧美等发达国家绝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当
新冠疫苗接种在全球铺开，才能为人类最终
战胜新冠疫情创造必要条件。

聚焦西方疫苗战：扒一扒欧盟和英美各自的策略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曼弗雷德·韦贝尔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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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自从4月6日家庭医生加入了为
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行列，如今德国的疫苗
接种速度的确有所提高。联邦法定健康保险
医师协会主席认为从下个月起，德国有望取
消疫苗接种优先顺序，所有成年人都可以接
种疫苗。但德国政府认为开放全民接种的时
间在6月份。另外两个疫苗生产大国美俄已
经开始用疫苗招揽国际游客。

5月专科医生加入工作行列

　　联邦法定健康保险医师协会主席Andreas
　Gassen（也是骨科医生，创伤外科医生和
风湿病学家）向《法兰克福汇报》表示，5
月份，除了家庭医生外，专科医生也要加入
疫苗接种的行列，像内科医生、肿瘤医生或
妇科医生，他们都有丰富的疫苗接种经验。
还有儿科医生，也可以给带孩子看病的父母
或其他陪同的成人接种疫苗。

　　Gassen认为：卫生部长Jens Spahn曾宣布
要在4月最后一周给诊所提供210万剂疫苗，
另外如果从5月开始每周向疫苗接种中心和
诊所提供400万至450万剂疫苗，那么接种中
心、家庭医生、再加上专科医生的参与，
“所有危险群体很快就会得到疫苗接种”。
　　除了目前剩余的阿斯利康疫苗外，德美
合资BionTech/Pfizer制造商也宣布，将在4月
最后一周提供大约340万剂疫苗，比以前多
出近100万剂。这将使家庭医生受益，他们
之前每周最多得到30剂疫苗，之后可以增加
到48剂疫苗。到6月底，BionTech/Pfizer计划
在欧盟范围内再提供5000万剂疫苗。
　　如果疫苗生产商能按约交付，德国的接
种速度还会加快，成年人都有可能接种疫苗
了。

旅游送疫苗

　　美国自己生产三种新冠疫苗：辉瑞、莫
德纳和强生疫苗，而且接种速度也快过德
国。目前全美接种疫苗超过2亿剂，人口普
及率达39.5%。
　　仅阿拉斯加一州，66%的65岁以上人群
已经接种完两剂疫苗。总共40%的成年人都
已接种了疫苗。而且还有大量疫苗储备，为
了当地旅游业的复苏，阿拉斯加（Alaska）
推出了“免费接种抗新冠病毒疫苗”，以此
来吸引国际游客。
　　根据法广的报道，从今年6月1日起，凡
通过阿拉斯加州四个主要机场进入美国的国
际游客，入境安检过后，就可以免费接种新
冠疫苗，如果度假停留超过21天者，还可以
接种第二剂。

俄罗斯疫苗旅游

　　中国人知道医疗旅游、购物旅游，现在
最新赶时髦的就是疫苗接种旅游了。
　　德国因为按照年龄、身体状况等条件分
配新冠疫苗，健康的年轻人要等到什么时
候，还不知道，而有些人实在是担心自己的
安危，也就促使旅行社萌发了组织疫苗接种
之旅的动机。
　　4月中，50名德国人来到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为了接种俄罗斯研发的新冠疫苗——

“卫星V”（Sputnik V）。参与者都是在网
上搜寻这类的信息。
　　38岁的恩诺·伦泽（Enno Lenze）来自
柏林，他说:“因为签证问题不能去美国。
塞尔维亚约不到时间。俄罗斯是唯一可行
的。”本月初，莫斯科在封锁一年后向德国
人开放了边境，并再次发放旅游签证。

　　24岁来自巴伐利亚Paffenhofen的托马
斯·沃勒（Thomas Waller）主修信息管理，
他说：“在莫斯科，我可以马上接种疫苗。
老实说，我不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联邦政
府所承诺的那样，在夏天之前得到疫苗接
种。”
　　他相信俄罗斯的疫苗，并不担心严重的
副作用，毕竟已经有大约1000万俄罗斯人接
种了疫苗。第一次接种很快就结束了。他获
得了莫斯科诊所颁发的证书。第二次接种疫
苗是在5月7日。在此之前，沃勒想留在俄罗
斯，看看这个国家，“回德国要两次被隔离
太荒唐了。”
　　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66岁Vivi（不愿透
露姓氏），却是顺便来接种疫苗的，她是冲
着著名的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 (Plácido 
Domingo)来的，他要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
在俄罗斯，一切都重新开放了：酒吧、餐
馆、电影院、商店和体育俱乐部都座无虚
席，仿佛大流行已经不复存在。
　　她无法理解人们对“卫星V”的批评。
就像阿斯利康一样，这种疫苗是一种载体疫
苗，“但效率更高”。所以她选择这个更好
的。

欧盟尚未批准

　　虽然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卫

星V”的部分数据，称该疫苗的保护水平为
91.6%。然而，即使在这次发布之后，对俄
罗斯疫苗数据的怀疑仍然存在。即使在俄罗
斯，人们也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还没有准备
好接种疫苗，他们宁愿等待。
　　“卫星V”尚未在欧盟获得批准，欧洲
药品管理局仍在审核中。去年8月，莫斯科
已经在一个不透明的快速程序中，将其注册
为世界上第一个新冠疫苗，具有数千名受试
者的重要的第三个临床阶段是在事后才完成
的。 

仅适用于私人诊所

　　根据俄罗斯政府的规定，疫苗接种是免
费的。今年年初，即使是没有居留许可的外
国人也可以在红场的奢侈品百货公司GUM
免费接种疫苗。
　　近几个星期以来，已经没有“免费餐”
了，因为俄国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
（Michail Muraschko）宣布：必须先保护本
国人民。外国人必须找一家私人诊所，每
次接种疫苗的费用为30欧元以上。《明镜周
刊》询问卫生部关于有组织的疫苗接种旅行
事宜，但没有得到答复。
　　从德国前往莫斯科的“Sputnik-V套餐”
费用为1999欧元，其中包括：两个往返航
班，间隔三周进行两次Sputnik-V疫苗接种，

三晚酒店住宿，包括早餐、接送、翻译和签
证办理。对于Sputnik V的疫苗接种，也可以
单独预订，额外300欧元。 
 

一切只是生意

　　去年开始的新冠大流行对专门从事团体
旅游的World Visitor旅行社来说也是艰难的
一年。旅行社的老板之一阿尔伯特·西格尔
（Albert Sigl）说，做俄罗斯疫苗接种旅行，
没有政治意图，从第一次组织“居住在国外
的俄罗斯人的莫斯科疫苗接种之旅”，就是
由俄罗斯合作伙伴公司安排的。而且已经与
莫斯科的三家得到卫生部特别许可的私人诊
所签订了合同。俄罗斯当局也非常合作。
　　这位57岁的巴伐利亚人住在土耳其的安
塔利亚，他从那里组织旅行。他强调，对他
来说，一切就只是生意:“当迪拜为疫苗接
种旅游打开市场时，我们就参与了。”他每
天弄到60剂“卫星V”，每月就是1800罐，
“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因此，他不认
为有什么道德问题：“我们应该为全世界所
有接种疫苗的人感到高兴。”尽管3月份，
医生报告说俄罗斯一些地区缺乏疫苗。西格
尔说，他目前已经有600个确认的订单，其
中包括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和一艘游艇的船
员。
 

普京是否会不高兴？

　　很多到俄罗斯接种疫苗的德国游客并不
愿意发表评论，也不想被摄像头拍到。在这
个德国疫苗接种团里也有德国媒体从业者，
个别人也会接种疫苗。在德国游客下榻的酒
店，正巧遇到了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
　　德国Sat.1台的记者戴着FFP2口罩，询
问没有戴口罩的俄罗斯记者：如果总统费拉
基米尔·普京看到德国游客在莫斯科接种疫
苗的照片是否会不高兴。这位克里姆林宫
领导人一再称赞卫星V是“世界上最好的疫
苗”。俄罗斯记者说：“这是为了让尽可能
多的人接种疫苗并恢复正常生活，”说完就
迅速消失了。

普京已接种了疫苗（图源：dw.de）

德国6月取消疫苗接种限制 

美俄推“疫苗旅游”新生意

Thomas Waller在翻译的陪同下，在莫斯科的酒店内接受疫苗接种

 一月在Gum里排队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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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我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一些
海外同胞对于疫情下回国入住的隔离酒店不
满意，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纠纷。现在，德国
公司派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和工程师，也开始
吐槽了。与中国合作紧密的德国机械设备制
造业联合会为此提出了改善隔离措施的建
议，为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更多便利。
　　新冠疫情在全球已经持续一年多了。中
国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格封锁后，社会生活
早就恢复。但是为了防止外来的病毒感染，
对于海外入境的管制措施依然没有松懈。近
日德国媒体爆出，德国机械工程师抱怨中国
的艰苦防疫条件，引起德国商界的关注。

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份公布的数据
显示，中国已经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全球最
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
管经历了新冠疫情，但德中两国2020年货物
贸易额仍达到2121亿欧元，增长3%。而且中
国也是“德国制造”的机器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去年，中国进口了价值181亿欧元的机
器和设备。美国以182亿欧元的略微差距位
居榜首。
　　德国大约有7000家公司在中国有业务，
雇员约100万人。从事机械制造的德国商家
就有上千个。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德企
高管被困德国，导致位于中国的公司、项目
无法正常运作。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该是双方
的，毕竟德企在中国聘请的当地员工也有
百万之多。

去中国的签证需要省部级邀请

　　经过中国德国商会的协调，在德国驻华
大使馆和中国有关部门的大力合作下，于
2020年5月底至7月间，曾为德企的高管、普
通雇员以及家属，开通了三次包机从法兰克
福飞抵天津、上海和青岛。
　　之后8月，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馆陆续
发出通知，为外国人持有中国有效居留许可
者提供签证申办便利。该通知更新了原来3
月26日中国外交部、国家移民局颁发的暂时
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
境的规定。其中包含了原持有多年有效的工
作类居留许可的外籍人士可办理签证（有居
留许可，还要办理签证）。
　　但是对于“通过快捷通道赴华从事经

贸、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的外国
人”申办进入中国的签证时，仍须提供由中
国省级主管部门出具的邀请函。

德国工程师去中国依然不容易

　 　 根 据 德 国 机 械 设 备 制 造 业 联 合 会
（VDMA）的了解，中国的入境规定让德国
在华投资的一些中型企业受到的打击最为严
重。
　　VDMA的外贸主管Ulrich Ackermann抱怨
说：许多中型公司在中国没有常驻的专家，
都是根据需要从德国母公司派遣，但是这些
公司根本就拿不到省级部门的邀请函，也就

不可能派遣员工去进行设备安装、维修或保
养。
　　因此呼吁中国政府提供提供务实的解决
方案，使新冠检测阴性或新冠病毒肺炎痊愈
后的外国专业人员能够直接前往地点，而不
再需要隔离两周时间。

市场丢失

　　VDMA对成员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入境限制给德国企业造成的后果是：中
国客户推迟付款，德国机械制造商拿不到新
订单。
　　比如从事设计和生产湿织物加工机器的

德国Erbatech公司，如果无法按照合同在客
户所在地安装设备或延迟运行的话，则可能
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Frimo集团是一家生产塑料零件的工具
和生产系统的国际制造商，公司董事会主席
Christof Boensch抱怨说：“订单无法正确完
成，尾款就不能结清。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
利用中国的“封锁”进一步渗透到我们的市
场，并以德国专家的不可用作为卖点。”
　　按照中国的防疫规定，进入中国后必须
进行两周的隔离。如果工作人员随后前往另
一个地区，则可能还要再进行一到两周的隔
离。中国各地的防疫规定不同，Ackermann
说：这是公司无法预见的，在离开德国之
前，当地某些条件还没有确定。

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服务

　　按规定进行两周集中隔离，对入境中国
的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毕竟现在国内疫情大
都是海外输入型病例。
　　从去年到今年，时有听到海外华人抱怨
回国隔离酒店的条件恶劣，当然也有回国人
士在微信群里晒隔离酒店的宽敞、舒适、天
天有美食供应。看来入境落地城市的经济条
件以及防疫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还是存在差
别。
　　VDMA的Ackermann也表示，根据欧洲
标准，隔离酒店的住宿很多是不合理的。协
会成员公司报告说，酒店房间很小，甚至没
有窗户、无法通风，也不给更换毛巾床单之
类，在卫生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新冠测
试。“外国旅行者必须在中国住宿，酒店至
少应符合基本卫生标准。由于当地有大量优
秀的酒店，这应该不是问题。”Ackermann
说。
　　VDMA已就此事与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联
系。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在自己网站上的呼吁：
中国须为专业人员入境提供解决方案

德国机械商家出差中国的吐槽

隔离措施需改进，酒店条件差

德国媒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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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在英国、南非、巴西等地出现“单
突变病毒”后，印度又出现了双突变病毒
“B.1.617”，而且相较于之前的单突变，双
突变病毒更具传染性，且能降低疫苗的有效
性。印度疫情已经成为巨大灾难，全线失
控，德国已将印度列为“危险区”并发出旅
游警告。同时也对印度发起“输氧”援助行
动。
 
印度疫情失控，德国感染者增多

　　连日来，印度的疫情呈失控现象，每天
感染人数都超30万，成为“世界之最”。根
据4月25日印度卫生部通报，一天内超过35
万人感染新冠病毒，2767人死亡，总死亡人
数约20万人。而且7天之内的日平均感染人
数都超过了32万。 

　　印度双突变病毒在三月就已经入侵德
国，只是为数不多，到4月20日发现8例。但
是到23日数字快速增加到25例，不得不引起
德国政府的重视。德国卫生部长Spahn已经
拉响了警报。
 

多国对印停航

　　世界医学会主席弗兰克·乌尔里希·蒙
哥马利（Frank Ulrich Montgomery）告诉《莱
茵邮报》（Rheinischen Post），印度双突变
体病毒“B.1.617”显然比以前已知的病毒变
体“更具传染性，在病程中更严重”。“因
此，所有限制接触潜在受感染者的措施都是
合理的。”
　　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来自印度的人员
入境。德国政府24日宣布印度为病毒变异灾
区。
　　联邦卫生部长Jens Spahn上周六（24日）
在推特上写道:“为了不危及我们的疫苗接种
活动，必须大幅限制与印度的旅行。”
　　据Spahn说，从26日0点开始，除德国公
民以外的其余人士不得从印度入境德国。德
国公民登机前亦必须进行新冠检测，且在抵
达后需接受14天隔离。Spahn解释说:“我们
对印度新发现的病毒突变感到非常担忧。”
　　科威特和加拿大也暂停了从印度起飞的
所有航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2日已经停止
了航班。 25日，孟加拉国宣布关闭与印度长

达4000公里的陆地边界。
　　与此同时，瑞士首次发现了印度新冠病
毒变种感染病例。 瑞士联邦卫生局报告，有
关人员是一名转机进入瑞士的乘客。 因此，
关于是否将印度列入该国风险清单的讨论正
在进行中。

德国向印度提供氧气设备，

多国参与人道援助

 　　目前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国家的
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很多病人只能在医院外
的自家车里接受吸氧治疗。在首都新德里，
所有医院都人满为患，每张可用的床位都有
一个以上病人。那些得不到床位的人最后便
死在了走廊里或救护车上。

　　因为持续多天出现大量病患导致该国的
氧气瓶几乎用尽。一些氧气瓶和药物被黑市
商人囤积起来。无辜的人不得不筹集数千卢
比，只为购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印度政府
正在考虑暂停炼油厂等耗氧工业的运营，以
节省出氧气提供给医院。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通过她的发言
人斯特芬·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说:“我
们正在尽快准备一个支援特派团，抗击这一
大流行病是我们的共同斗争。”德国国防部
的一位女发言人说，目前正在研究提供一种
移动式氧气生产设施的可能性，以及为进一
步的救援物资提供运输支持的可能性。
　　新德里政府23日已经宣布，计划从德国
运过去23个氧气加工设备。
　　“我们准备提供帮助，”欧盟委员会
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说。 她在推特上写道:“欧盟正在集
中资源，通过欧盟平民保护机制对印度的援
助请求作出迅速反应。”据欧盟人道主义援
助委员Janez Lenarcic称，目前正在与成员国
协调向印度提供氧气和药品。
　　英国政府表示，他们已将医疗设备运往
印度，其中包括数百台氧气浓缩器和呼吸
机。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强调：“英国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印度。” 
　　法国也宣布打算向印度提供氧气援助。
　　美国也宣布将支持印度抗击疫情。 一
位女发言人说，美国政府对印度局势深表关
切，并准备迅速提供额外援助。印度驻华盛
顿大使馆发言人说，两国代表正在就限制美
国制药公司的疫苗成分供应和向印度派遣医
护人员进行谈判。
　　就连印度的死敌巴基斯坦也向邻国提供
医疗援助。
 
双突变是罪魁祸首，传染性更强

　　造成印度疫情突然严重的原因之一是
“新冠双突变病毒”。

　　早在十天前，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科霍夫就
已经表示，印度发现了一种同时带有E484Q
和L452R两种突变的新冠病毒。双突变病毒
不但传染性增强，还会降低中和反应，影响
疫苗的有效性。
　　根据斯坦福大学临床病毒学实验室主

任平斯基（Benjamin Pinsky）的说法，两个
关键突变分别曾在其他变体中出现，但此
前从未在单个菌株中同时被发现。他表示，
L452R突变将促使病毒更易传播，降低疫苗
的有效性。
　　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主任古雷利亚近
日表示，上一波疫情峰值时一名患者可能
传染30%至40%的密切接触者，而这波疫情
的监测数据显示，一名患者可能传染80%至
90%的密接者。
 

疫情反弹的其他原因

 　　印度疫情的大反弹也是因为政府放松
限制措施和公众开始松懈所造成的。在这个

国家，没人在意社交距离，几乎没有人戴口
罩，或遵守防疫规定。
　　比如四月开始的“大壶节”（印度教最
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天都有几十万乃至
上百万人集体浸泡在恒河里“洗涤罪孽”，
根本就没有距离可言，大多数人赤身裸体
更不可能戴口罩。可谓是最快速的“超级
传播”。据说已经有2000多万人去过了大壶
节。
　　此外还有多地开展的议会选举造势活
动，也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同样没有口罩
和社交距离。

总理呼吁全民接种疫苗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25日表示，印度受到了“一场风暴”
的袭击。他呼吁人们不要被有关新冠疫苗的
谣言所吓倒，要接种疫苗。
　　目前将近14亿人口的印度，疫苗接种量
大约为1.41亿剂，完成接种的只有不到2%的
人口。
　　就在本报本期截稿时，传来一个好消
息：德国的BionTech公司的负责人Ugur Sahin
说，他们生产的疫苗对遏制印度“新冠双突
变病毒”有效。

德国拉响警报！恐怖的印度双突变病毒来了！多国与印断航

综合报道：韦 云

印度火葬场来不及火化新冠肺炎亡者，很多死者尸体在空地上被焚烧

直接在车上救治病患

印度人在恒河里欢度“大壶节”

联邦卫生部长Sa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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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南欧的葡萄牙在今年2月还是
欧洲疫情最为严峻的国家，医疗系统已经到
了崩溃的边缘。但现在摇身一变突然成为欧
洲抗击新冠病毒的模范生，已经走出封锁，
逐步恢复常态生活。在全球防疫中出现的”
葡萄牙道路“值得人们了解和仿效。
　　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的《小王子》中，有一条蛇吞噬了一头大
象。这正是葡萄牙的新冠疫情发病率曲线。

　　疫情爆发之初，病例数略有增加，冬季
出现了巨大的山体。现在，出乎所有人意
料，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任何起伏——每10
万人，7天的发病率低于30！这也是欧盟的
最低记录，特别是R值（传染率）也稳定在
0.9。很明显，葡萄牙新增感染人数呈现日趋
下降的势头。可就在40多天前，由于英国变
异病毒的肆虐，葡萄牙的医疗系统已出现医
疗挤兑现象。
　　1月30日，葡萄牙新冠感染病例超过1.2
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2021年1月，
新冠感染病逝患者达到5576人，占自新冠疫
情爆发以来病亡患者总数的44%。
　　当时葡萄牙首都的圣玛利亚医院被救护
车围堵的水泄不通，就连隶属阿连特茹大区 
(Alentejo)的农村地带也报告了四位数的新增
感染病例。据悉，那时整个葡萄牙只剩最后
7张空余的重症监护病床。
　　接到葡萄牙当局求助的德国政府，派遣
一支由27名医生和医护人员组成的国防军团
队飞往葡萄牙，帮助葡萄牙政府防疫新冠疫
情。就如同一年前的那一幕再现，当时德国
接受了来自法国、意大利的新冠重症患者。
可是，如果，德国疫情再得不到控制，或许
有一天，这一切都将重现，只不过，届时角
色将互换——德国将成为被援助国。

没有奇迹，是“停摆”政策遏制了疫情
　　

　　“葡萄牙奇迹”的原因不是因为圣徒
法蒂玛（Fátima）显灵。虽然在1917年，这
里曾出现过圣母玛利亚显身的事迹。事实
是，“葡萄牙奇迹”源自真正意义上的“停
摆”，就像去年的中国封城措施一样——被
按下暂停键，全国民众停止一切活动，除了
看医生、采购等必需生活要求可以外出，此
外必须居家。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葡萄牙的独
特地理位置，位于西南欧伊比利亚半岛，除

了北部和东部与西班牙接壤外，西部和南部
濒临大西洋，所以边境管制的问题，更容易
“闭关锁国”。
　　然而，仅仅从地理位置解释为什么会有
“葡萄牙奇迹”是片面的，相反是葡萄牙政
府和民众吸取去年春季的教训，意识到必须
“停摆”，停止一切活动，才有可能缓解。
例如，与德国不同的是，在葡萄牙居家办公
是强制性的，而不仅仅是建议。如不能居家
办公，公司必须提供明确的证据。据悉，葡
萄牙内政部刚刚将此法令延长至今年年底。
　　另外，“停摆”也是极其严格，直到3
月底，只有正当理由，如看医生等才被允
许离家。葡萄牙外交部长奥古斯托·桑托
斯·席尔瓦（Augusto Santos Silva）认为，
“葡萄牙奇迹”并不完全在于政府：“政府
只在最适当的时候推行了这项政令，最重要
的是，我们的人民，感谢他们的理解以及
‘非凡’参与。”

葡萄牙是德国的榜样

　　社民党（SPD）籍的卫生健康专家、流
行病学家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在推特
上称：“葡萄牙是德国的榜样！”“葡萄牙
通过短暂的硬封锁击败了B.1.1.7，到目前为

止仍旧如此。1月31日，葡萄牙每10万人的7
天平均感染率超过800，是全世界最高。从
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实行完全‘停摆’才是战
胜抗疫的关键因素。”
　　按照1月底的“停摆”政令，如民众在
海岸边或空旷的农村地带骑自行车，一旦被
警察看到那么就将面临巨额罚款，最高可
达200欧元，相当于该国最低工资的三分之
一。
　　根据，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基金会

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的
莱因哈德·瑙曼（Reinhard Naumann）的说
法，葡萄牙的执法能力相当薄弱，往往有非
常严格的规定，但执行力度相当薄弱。因
此，“葡萄牙奇迹”更多的功劳应归功于自
觉的民众。
　　正如葡萄牙外交部长席尔瓦所说，尽管
商店等各类娱乐场所都停业，有些甚至永久
性关门，但该国民众也没有出现类似德国的
反对新冠抗议活动，无需监督很自觉的遵守
防疫规定。

葡萄牙的解封步骤

　　作为抗疫标杆的葡萄牙3月就开启了解
封步骤。
　　3月11日，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主持
召开政府部长理事会并在会后召开记者会，
宣布政府制定的“渐进性解封”路径：自3
月15日起恢复幼托机构、学前教育和1至4年
级面授课程，允许理发室、图书馆、书店、
档案馆等场所恢复运营，允许餐饮机构窗口
外卖；自4月5日起恢复5至9年级面授课程，
重新开放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和宫殿，
允许200平方米以下街边商铺恢复运营，重
启低风险体育赛事，开放残障人士社会服务
设施；自4月19日起恢复中等和高等教育机
构面授课程，允许影院、剧院等场所恢复运
营，允许街边商铺和购物中心恢复运营，允
许餐饮机构、咖啡厅和糕点店恢复运营，重
启中风险体育赛事；自5月3日起进一步放宽
对餐饮机构、咖啡厅和糕点店限制，重启各
类体育赛事，允许举办大型室外活动。
　　据悉，该国当局每隔15日根据疫情重新
评估相关措施，若传染率（R值）高于1，或
14日内每10万人口平均新增确诊超过120例，

政府将对“解封”措施进行及时调整。
　　在复活节前，葡萄牙1000万人口中的十
分之一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而现在，复
活节后，已开启疫苗接种的第二阶段。
　　据悉，4月6日，丹麦也开始放宽新冠防
疫限制。理发店等商店陆续开放。该国国家
卫生局规定，完成新冠疫苗接种、72小时内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已对新冠病毒免疫
者，都可获得“新冠通行证”。
　　凭借“新冠通行证”，进入公共场所，
不过还需遵守戴口罩等防疫规定。不过，感
染率过高的地区被排除在放松措施之外。
　　德国，解封之日何时才能到来！

从重灾区到解放区：从葡萄牙解禁看防疫奇迹

《小王子》的蛇吞象
成为葡萄牙新冠疫情发病率曲线

里斯本学校复课了：彻底停摆后，孩子们被允许返回学校，但然后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

停摆：除非有必须的理由才能出门

 葡萄牙的老师们等待接种疫苗

保持距离：自3月中以来，葡萄牙的防疫管制措施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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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就在德国各界都对刚刚实行的
“急刹车”法案（《感染保护法》）众说纷
纭时，来自科隆的一条新闻却亮瞎了民众
的眼：科隆监狱每年给囚犯们订5000个避孕
套！
　　这些避孕套为谁所订？如果是给囚徒订
购的，难道坐牢居然还有这等香艳福利！重
点是，还不用自己花钱买避孕套！

　　按照德国《图片报》的报道称，为囚犯
采购避孕套是北威州司法机构的统一行动。
目前，该州正在为计划中的2022年的9000个
避孕套寻找供货商！根据招标书，合同将持
续一年。一旦供货商确认，避孕套到位后，
就会被送到该州的各个监狱。
　　监狱发言人说：“在监狱里，囚犯可以
免费获得避孕套。”不过，科隆监狱是例

外。该监狱还会再订5000个避孕套，大手笔
吧！可以说，这个监狱的囚犯所使用的避孕
套相当于北威州所有囚犯使用的半数还多！
　　科隆监狱的监狱长安吉拉·沃兹拉夫
（Angela Wotzlaw）女士表示：“有了避孕
套，男性囚犯就可以预防艾滋病和丙型肝
炎。我们也给女性囚犯分发卫生巾。”只能
说，科隆监狱还是很人性化的......只不过，
囚犯们的需求量有这么大吗？这福利也太好
了点吧。
　　据悉，在非典（2004年）之前，中国的
囚犯们也是有这项福利的，被称为“夫妻团
聚楼”。第一个吃“螃蟹”的监狱是广东
省番禺监狱。1999年，番禺监狱特别开设了
“夫妻团聚楼”，符合条件的犯人可以申请

每个月和妻子在“团聚楼”里住一夜。相比
每年一次的离监探亲，虽说申请条件同样的
苛刻，但还是幸福多了。
　　随后，北京、南京、武汉、甘肃等地的
监狱，都陆续开设了“团聚楼”。据说，这
楼也被囚犯戏称为“炮楼”。

　　但，这项福利，被中国法律界人士质
疑，认为不能普及，只能作为对罪犯的一种
奖励手段。后因又出现了一些恶性事件，
如，服刑人员在半夜将妻子杀死，再如，狱
警让“小姐”拿假结婚证到“团聚楼”卖
淫......自非典那年取消这项福利后，据悉，
截止现在，中国的监狱已无此项福利。
　　德国《世界报》报道称，科隆监狱的罪

犯流动比较大，每年大概有5500到7000名囚
犯进出。有些囚犯可以在"布置良好"的房间
内接待他们所爱的人。这种私密时间有利于
维系两人的关系。除了配偶以外，儿女，家
人和其他亲友都可以和囚犯享受几个小时不
受监视的私人时光。

　　“有六个长期探视室，囚犯可以在那里
与家人见面三个小时。”按照监狱方的说
法，只有很少的囚犯会在这些房间内与妻子
或女性发生性关系。不过，以防万一，还是
会在房间内放上避孕套，以及家具：“足够
舒服的沙发床，以及淋浴间和小厨房。”

德国一监狱订购五千避孕套，难道囚犯还有“炮房”？

德国《图片报》报道：科隆监狱每年订购
5000个避孕套

科隆监狱长沃兹拉夫是一位美女，这在德国
监狱中很少见

德国监狱牢房：单间、“精装”的监房：一张
床，一台小冰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

厕所和水槽，有些监狱还为囚犯提供电脑
科隆监狱的六个长期探访室之一，体贴的布

置，有沙发床、浴室和厨房

　　德国爆发新冠疫情已14个月，可以说全
德都已沦陷在新冠病毒的魔爪之下，但有一
个例外：至今为止该市0.0发病率，无人感
染！位于莱法州（Rheinland-Pfalz.）科赫姆-
泽尔地区（Landkreis Cochem-Zell）的列格
（Lieg）市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病毒攻不破的神秘小镇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法国作家阿斯特里
克斯（Astérix）《历险记》中的高卢村庄：
公元前50年，高卢地区的全境都被罗马占领
了……全境吗？不！因为还有一个村庄，那
里居住着顽强的高卢人，他们一直在抵抗侵
略。村子周围有四个罗马军营，Babaorum, 
Aquarium, Laudanum和Petibonum，但他们始
终没能占领这个小小的高卢村庄......
　　这个高卢村庄得以幸存是因为他们的祭
司能制造一种神奇的药水，喝了这种药水的
人力大无穷，得以抵抗罗马军队的侵略。
　　这个有着400名居民的小镇列格，似乎
就是阿斯特里克斯笔下的那个高卢村庄。
这个故事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而列格的全
体居民似乎对病毒免疫，或者说被病毒忘却
了......

　　“这不是幸运，也不是运气好，
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市长亨
氏·兹勒斯（Heinz Zilles）表示，“从
德国有第一例新冠病患开始，我们就
关闭了地区会议厅、社区中心，青年
室 ， 度 假 公 寓 以 及 乡 村 酒 吧 。 ” 此
外，所有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
直到今天，一切都没有改变！
　　兹勒斯市长说：“我们最大的优
势在于网络。无论在哪里都有良好的
网络，市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甚
至在大自然中。”“新冠疫情使得市
民生活艰苦。但带来了人口增加的优
点：因为没有任何感染的风险，经过
一年的新冠疫情之后，已有十户家庭
选择落户我们城市。”

新冠奇迹是这样创造的

　　按照市长兹勒斯的说法，所有
人，包括小孩，都遵守规定，相当自律！
没有新冠派对...也没有横向思维的示威游
行...我们的年轻人自发为老年人建立了便民
购物服务......
　　当地学校家长联合会发言人拉尔夫·劳
克森（Ralf Lauxen）：“老师和家长联合行

动，向孩子们解释什么是新冠病毒，以及如
何正确的防疫，消除孩子们的恐怖，并教会
他们正确的检测方法。”“在这期间，他
们学会了所有的新冠社交规则。考虑到孩子
们的上课时的需求，家长们主动捐款1000欧
元，购买两个空气净化器安装在教室内。”
　　驻扎在当地的德国国防军指挥官丹尼

尔·普拉滕（Daniel Platten）：“我们放弃
了所有的活动，包括各种会议，只做了最必
要的事情，比如看医生。4月18，是我们六
个月以来第一次相聚，在这之前，我们都做
了新冠检测，还戴口罩。”
　　彼得·库格尔（Peter Kugel），消防协
会的负责人：“我们与市民沟通，让他们都
待在家里。尽管如此，作为消防部门，我们
为市民建立一个测试中心，每个人都可以在
那里接受测试。我们有24名志愿者还有一位
护士。”
　 　 老 年 人 代 表 伊 丽 莎 白 · 劳 克 森
（Elisabeth Lauxen）：“我们的优势，是我
们住在乡下，自然环境好。更重要的是我们
遵守纪律，根本不需要警察。我们的年轻人
也是最棒的，他们照顾老人，还为他们购
物。”
　 　 今 年 8 6 岁 的 退 休 人 员 安 妮 · 霍 夫 曼
（Anni Hoffmann）：“我们都尽量避免任何
接触。我会去无人的山谷或原野散步。有些
时候，如周日，我会戴着口罩去教堂。我们
所有人都会戴口罩。”
　　施诺巴赫旅馆（Gasthaus Schnorbach）
老 板 托 马 斯 · 施 诺 巴 赫 （ T h o m a s 
Schnorbach）：“只要客人入住旅店，就必
须遵守防疫规定（保持距离，戴口罩）。
此外，我都会做详细的记录，每个入住客
人的详细信息。”

艰难时刻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据悉，兹勒斯市长，每天最开心的时
刻就是打开该州的行政榜，他下属领导的
小 镇 —— 列 格 永 远 位 于 第 一 ： 至 今 零 病
例。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市民，感谢他
们的宽容理解，感谢他们的自律！在这艰
难时刻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不过，兹勒斯市长也表示，可能是因为
小镇乡村的原因，居民基本都认识，所以
哪家来客人，或者有陌生人到访，大家很快

就知道，都会互相监督。感觉这个小镇的每
个人都是北京胡同大妈的化身！“我希望我
们能尽快看到这场大流行的终结，”兹勒斯
说。“现在，家庭医生的可以接种疫苗，我
希望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0.0发病率。”

德国新冠瘟疫中惊现奇迹

重灾区中小镇至今零感染
曹 晴

列格的地理位置（红色标记处）

今年57岁的列格市长兹勒斯（基民盟），自
从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市市长

 一起对抗新冠。这个小镇成功地团结在一起。丹尼
尔·普拉滕、安妮·霍夫曼、亨氏·兹勒斯、彼得·库
格尔、伊丽莎白·劳克森、彼得·库格尔（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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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因为新冠病毒瘟疫大流行，导
致德国的老城死去，千千万万家实体店面临
破产，而线上网购则得到了迅猛发展。德
国联邦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都甚至表示，“购物就是爱国主
义行动”。
　　这，或许就是新冠病毒除了带给人类生
病、死亡外的另一个副作用：改变社会行业
结构和商业模式，也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以及快速成就年轻的百万富翁。

　　要是有人在2019年对马蒂亚斯·布兰
克（Matthias Blanke）和雅各布·伊梅尔
（Jakob Immel）说，2021年，你们会因为在
亚马逊上的网店而能成为百万富翁，估计会
被他们视为疯子。
　　但，他们现在成为因新冠病毒带来另一
个副作用的受益者。
　　今年34岁的布兰克本职是一位工业设备
销售员，副业在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卖家用产
品，如可以反复使用的烘焙纸。就像国人在
淘宝开网店，布兰克在亚马逊上有一家网
店。伊梅尔和布兰克一样，他在亚马逊上同
样有一家网店，身为艺术生的他，学以致
用，专卖美术用品。
　　就如同德国的千万电商卖家一样，他们
在最初曾梦想着能快速发家致富，但事实证
明，这只是梦。不过因为新冠病毒，梦想成
为现实。
　　德国亚马逊电商品牌收购&运营公司
SellerX出现了，出资百万欧元，购买了布兰
克的在亚马逊上专卖家用产品的网店。也以
同样的价格收购了伊梅尔的美术用品网店。
　　德国诞生了两位年轻的百万富翁！
　　SellerX为什么会花费巨资购买网店？这

是一家什么公司？
　　2020年8月，菲利普·特里贝尔（Philipp 
T r i e b e l ） 和 马 尔 特 · 霍 里 塞 克 （ M a l t e 
Horeyseck）在柏林成立新创公司SellerX。因
为看好亚马逊“赛道”，外加贝索斯效益叠
加，由此，一个专注于德国亚马逊电商品牌
收购&运营公司出现了。
　　据悉，这家公司在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
间，就获得了1.18 亿美元（近1亿欧元，7亿
多人民币）种子轮融资，用于收购“常青
树”类型消费产品网店，至少能保证五到十
年后还能继续存在的产品，例如家庭用品、
宠物、花园用品、儿童用品和美容产品。
　　菲利普·特里贝尔和马尔特·霍里塞克
都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特里贝尔曾在纽约建
立过一个电商消费品牌，并主导在全球范围
内家族企业的收购。霍里塞克是拉丁美洲领
先时尚和生活方式电子商务平台的联合创始
人。
　　亚马逊，这个电商平台，是欧美主要电
商市场的“霸主”，就如同国内的电商平
台淘宝、阿里巴巴。因为看好亚马逊“赛

道”，SellerX专注于收购亚马逊平台上的特
色卖家和品牌网店：
　　“对我们来说，客户对商家的评语很重
要，其次是星级，至少得4到5颗星。”其他
标准包括盈利能力和增长潜力，特里贝尔
解释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扣除额外费
用后，每种产品至少应保留20%至30%的利
润。”
　　据悉，SellerX将收购的特色网店通过
金 融 和 运 营 能 力 赋 能 孵 化 它 们 壮 大 ， 并
从零售商的范围，建立B2C （Business to 
Customer）模式的超级大卖家。他们的商业
模式是电子商务领域新的创新趋势之一。
　　　由于这一趋势，一些亚马逊零售商现
在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就如伊梅尔和布兰
克，“在零售商缺乏资金，时间或知识来扩
大自己的公司规模的情况下，我们会用更专
业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来提升业绩，”SellerX
创始人之一的霍里塞克解释说。
　　到目前为止，SellerX已经购买了20多家
亚马逊网店。SellerX已成为亚马逊上欧洲最
大的电商，提供超过2000种产品。
　　据说，SellerX的兴起，也给了国内跨境
电商一些新思路。因为不是每一个卖家都能
成为超级大卖家，而且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
大需求。整合那些小而美，还有着良好产品
结构的卖家和品牌，创建零售商范畴的超级
大卖家。
　　来自德媒的消息，目前亚马逊的活跃卖
家大约有200万，其中约10%，即20万，有
较高的净利率。因此，在德国除了SellerX，
如Orange Brands，Thirstii和Amazing Brands 
Group也在收购特色、品牌效益好的网店，
也准备创建B2C 模式的超级大卖家。 28岁的雅各布·伊梅尔成为百万富翁

德国电商集团化发展新趋势

快速造就多位年轻百万富翁

SellerX公司的网页

因为亚马逊网店，
马蒂亚斯·布兰克成为百万富翁

SellerX公司创始人：菲利普·特里贝尔
（左）和马尔特·霍里塞克（右）

　　4月22日，经过联邦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通
过后，联邦总统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号称
“急刹车”（Notbremse）防疫法案（《德国
感染保护法》）上签字，法案正式生效，并
于24日零点开始实施，全德统一行动。具体
内容如下：

　　——实施截至时间：2021年6月30日，违
反规定最高罚款2.5万欧元。
　　——宵禁：每10万人口中，7天感染率超
过100的县市，从晚9点-早5点实施宵禁，其
中，晚10点-零点允许民众单独外出散步、跑
步。看医生、上班等必要事项除外。
　　——限制接触：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
人空间，一个家庭只允许与其他家庭中的一
人会面，14岁以下儿童除外。
　　——关闭学校：每10万人口中，7天感染
率超过100的县市，学生要交替到学校上课；
每10万人口中，7天感染率超过165的县市，
学生只能网上远程上课。而且，到学校上课
的学生，每周必须进行两次新冠测试。
　　——居家办公：公司必须允许员工居家

办公，不受7天感染率的影响。不能居家办公
的企业每周必须给员工进行一次新冠测试，
员工之间需要频繁接触的行业，要进行两次
新冠测试。

    　　——商店关门：每10万人口中，7天感
染率在100-150的县市，民众逛商场需要提前
预约，并携带新冠测试阴性证明。超市、日

用品商店等继续营业。
　　——运动：个人或者是同一家庭成员之
间无接触运动可以正常进行，儿童则不能超
过5人。国家、联邦州比赛或训练不能有观众
在场。

　　——娱乐活动：餐厅、游乐场、室内运
动场、游泳池、舞厅、酒吧、赌场、卖淫场
所、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电影院、纪念
馆、展览馆不能营业。
　　——动物园和植物园：室外动物园和植

物园可以营业，但是需要遵守卫生防疫规
定，6岁以上顾客需要携带新冠测试阴性证
明。
　　——其他规定：丧礼活动不能超过30
人，每10万人口中，7天感染率超过100的县
市，理发店和足疗店必须关门；公共交通乘
客必须戴FFP2标准的口罩，公共交通查票人
员和安全服务人员，只需要佩戴医用口罩即
可。
　　不过，法案虽然通过了，但是从“急刹
车”草案制定到正式生效，反对的声音一直
不绝于耳，4月21日，议会投票讨论法案期
间，首都柏林还举行了了8000人抗议游行。
此外，还有律师、反对党等表示该法案违
宪，损害了公民权利，要到宪法法院起诉。
迄今为止，德国宪法法院已经接到约70例诉
讼案件。
　　但是，这个法律的有效期到6月30日就结
束。而对此提出的违宪诉讼过程会持续一段
时间。有可能诉讼还等不及判决，法律有效
期已经过去了。

德国防疫“急刹车”法案正式实施 

多项详细规定  违者罚款2.5万欧
潇潇

“急刹车”法案实施后，空无一人的街道

4月24日凌晨的柏林布赖特沙伊德广场 
(Breitscheid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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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信计划2030年在德普及光纤

　　近日，德国电信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大
规模扩建德国的光纤网络基础设施，力求
在2024年实现1000万家庭光纤入户，并最终
在2030年实现所有德国家庭全部实现光纤入
户。
　　德国电信CEO霍特格斯表示，当前德国
用户对高速宽带网络的需求持续增加，德国
电信必须为此加快光纤网络的建设速度。相
关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电信仅实现了60万
户光纤入户，预计2024年将实现每年250万户
居民的光纤入户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电信在2024年
之前其将每年用于光纤铺设的投资由此前的
15亿欧元增加至25亿欧元。
　　近年来，德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饱受诟
病。宽带网络等最基础的网络设施在德国很
多地区仍然遥不可及。即便在首都柏林核
心区的新住宅里，仍然只能使用DSL连接上
网，网速仅有25MB/s。
　　虽然德国政府承诺增加对网络基础设施
的投资，并在政策予以倾斜，但收效并不明
显，极大限制了德国在数字化领域的前进脚
步。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在线会议、教学
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对宽带网络的需求急剧增
加，但网络基础设施却无法满足用户需求，
进一步凸显出德国网络设施的陈旧与落后。
（谢飞）

经济部长与各协会

召开的经济峰会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当地时间4月8日，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
尔特迈尔召开经济峰会，与来自多家协会的
40余名经济界代表商讨防疫措施。
　　德国贸易协会HDE再次明确表示，德国
零售业目前正面临着持续的灾难性局势，迫
切需要政府调整援助政策，该协会常务董事
根特要求，阿尔特迈尔必须将来自企业的建
议纳入各联邦州政府的下一步决策之中。
　　德国四个主要经济协会——德国工业联
合会BDI、德国工商大会DIHK、德国雇主
协会BDA和手工业协会ZDH对政府提出的
新冠病毒检测要求表示，80%~90%的公司都
已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为员工提供每周的新
冠病毒检测，但企业拒绝将检测作为一项强
制义务完成。隶属于工会的汉斯·博克勒基
金会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则表明，目前只有
约23％的公司为员工提供每周一次的快速检
测。联邦内阁希望通过相应的法规，强制企
业为无法在家办公的员工提供每周两次的免
费检测。据与会人士透露，该峰会未取得任
何具体成果。（李长皓）

德国商界支持绿党候选人

拜尔波克接任总理

　　4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德国商
界精英支持绿党候选人拜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在9月联邦选举后接班总理默克
尔。
　　拜尔波克19日表示，她将参加9月26日
的总理竞选。这是该左倾政党成立40年来首
次竞选总理一职。
　　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20日和
21日对1,500名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显示，
26.5%的受访者支持拜尔波克担任总理，领
先亲商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林德钠(Christian 
Lindner)的16.2%支持率。
　　基民盟党主席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社
会民主党候选人肖尔茨(Olaf Scholz)的支持率
分别为14.3%和10.5%。
　　约有32.5%的受访者尚未决定立场。
　　现年40岁的拜尔波克曾承诺“一个崭新
的开始”，侧重教育、数字和绿色科技投
资。(完)

德国柏林谨慎重启文化生活

　　（李 强）3月中旬以来，德国首都柏林
博物馆、画廊、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陆续开
门迎客。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场虚拟现
实(VR)特展正在举行。进场观众需保持安全
距离并佩戴口罩，体验过后，工作人员会
将VR头盔外壳仔细擦拭，放进消毒柜里消
毒。展厅里可触摸展品旁都放有一个消毒巾
盒，每个参观者触碰体验后都会将触碰位置
仔细擦拭干净，以方便下一位参观者。
　　近日，柏林爱乐乐团、柏林歌舞团剧
院、柏林国家歌剧院等8家德国知名文艺演
出机构，在柏林市政府牵头下开展了一场活
动。观众在持有1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佩
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可以现场
观看演出。这也是近半年来柏林首次举行
现场文艺演出。柏林歌舞团剧院的350张演
出票在4分钟内即告售罄。在柏林爱乐音乐
厅，约1000名观众聆听了柴可夫斯基和拉赫
玛尼诺夫的作品。演出结束后，全体观众起
立并长时间鼓掌致敬，表达了对这场久违而
特别的音乐会的赞赏。
　　目前，柏林市政府正在跟踪演出人员和
观众的后续健康状况，以评估未来现场演出
的可行性。“柏林以充满艺术活力为荣，这
是柏林向大众发出的信号：文化生活仍然至
关重要。”当地媒体如此评价。
　　疫情发生以来，柏林的餐馆、商店、演
出场所等都先后关闭，唯独书店和超市、药
店、加油站一起被列为“生活必需设施”，
大门始终敞开。在柏林夏洛滕堡区的胡根杜
贝尔书店，三层店面里随处可见戴着口罩的
读者，大家都在认真选择读物。儿童读物、
烹饪和手工制作等主题的书籍成为畅销书
籍。根据德国书业协会的数据，今年3月图
书销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50%。
　　为缓解文化场所因疫情面临的经济压
力，德国和柏林市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三轮救
助措施，向文化机构以及文化行业自由职业
者提供经济补贴，引入短时工作制，助其渡
过难关。
　　德国联邦政府文化和媒体事务专员格吕
特斯对此表示：“我们将确保基础设施的安
全，同时为文化部门的每个人创造就业机会
和乐观前景。”

德国疫苗产商：

美国扰乱了新冠疫苗全球供应链

　 　 在 全 球 共 同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危 机
之 时 ， 美 国 “ 本 土 优 先 ” 的 新 冠 疫 苗 政
策 饱 受 诟 病 。 据 路 透 社 7 日 报 道 ， 德 国
生物技术公司Curevac的创始人之一弗洛
里安·冯·德·穆勒贝（Florian von der 
Muelbe）表示，来自美国的限制已经扰乱了
新冠疫苗的全球供应链。
　　von der Muelbe接受德国《莱茵邮报》采
访时称，很多想在欧洲建立生产线的新冠疫
苗产商大多处于严重劣势地位，因为美国的
《国防生产法案》要求，在美供应商要优先
满足本土市场需求。“全球供应链已经被扰
乱了。”von der Muelbe说道，“无论是化学
剂、设备还是过滤器等，美国生产商都必须
先满足美国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被排到了
后面。”
　　von der Muelbe还表示，他认为Curevac
的新冠疫苗产品有望在本季度于欧洲获得紧
急使用批准，2021年的产量预计能达到3亿
剂。
　　此前，美国大量囤购新冠疫苗并优先本
土需求的行为，已经招致各方批评。美联社
曾指出，美国在2021年后半年很可能出现疫
苗储备过剩的情况，而除了面对请求分享疫
苗的邻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盟友外，美
国还受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批评，被要求
立即制定具体计划，与全球分享多余的储
备。（赵健行）

SK海力士就汽车内存芯片供货

与德国博世接近达成协议

　　据韩国报纸报导，全球第二大内存芯片
制造商--SK海力士接近与德国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博世公司(Robert Bosch)签署一项长期协

议，向后者提供汽车内存芯片。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4月6日晚援引未具名
业内消息人士称，两家公司正进行直接谈
判，SK海力士打算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
向博世提供汽车内存芯片。报告没有提及协
议的细节。
　　SK海力士拒绝置评。博世没有立即发表
评论。一位知情人士表示，SK海力士与汽车
供应商德国大陆集团(Continental)和现代摩比
斯已经达成内存芯片供应协议。由于协议保
密，该人士拒绝透露姓名。

特斯拉抱怨德国监管部门审批慢 

可能延缓新工厂开工

　　据国外媒体报道，特斯拉4月9日痛批德
国当局，称其审批程序冗长且缺乏灵活性，
可能会推迟工厂的开工时间。
　　特斯拉2019年11月曾宣布，计划在德国
东部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的格伦海德
（Gruenheide）建造一座新工厂，以迎合欧
洲对电动汽车迅速增长的需求。该工厂将成
为上海工厂之后，斯拉在在海外的第二座电
动汽车工厂。据计划该工厂将于今年7月1日
前投入运营，并且正在招聘多达12，000名
工人，每年生产多达500，000辆电动汽车。
但是位于柏林的联邦州勃兰登堡环境办公室
还未表示工厂可以开工。
　　4月9日，特斯拉在提交给当地法院的一
封信中表示：“德国对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
的审批框架，与规划和实现此类项目的紧迫
性相矛盾。”这在德国法院中并不常见，而
且尚不清楚德国法官是否会认真考虑其意
见。
　　但政府当局坚称，他们已经尽其所能加
快特斯拉的监管进程，包括获得伐木和建筑
许可，只需要4个星期就能走完流程。工厂
建厂以来，遭到大量环保人士的抗议，担心
特斯拉工厂可能危及供水及野生动物。

美国将向德国小幅增兵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3日说，
美国将向德国增兵500人。这一动向备受关
注，证实外界关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有
意推翻前任“撤军令”的猜测。
　　德新社报道，奥斯汀在访问德国期间会
晤德国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
鲍尔，随后宣布增兵决定。按照奥斯汀的说
法，美国向德国增兵将“增强欧洲的震慑力
和防卫能力”。
　　早在1月27日，奥斯汀与德国防长通电
话，“感谢德国”继续充当美军驻在国。不
少人随即猜测，这表明拜登政府不打算从德
国撤兵，反而可能增兵。现阶段，驻德美军
规模为3.5万人。
　　上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责怪德
国没有提高国防开支比例、缴足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的“份子钱”，称美国“不想再当笨
蛋”。特朗普2020年表示，打算从德国撤兵
1.2万人。（杨舒怡）

拜登与默克尔电话会谈

一致呼吁俄罗斯减少在乌克兰边境增兵

　　美国总统拜登4月14日与德国总理默克
尔举行电话会谈，两国领导人一致呼吁俄罗
斯减少在乌克兰边境驻军。俄罗斯与乌克兰
边界局势紧张，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时展开军
演。
　　法新社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同意要求俄罗
斯“减少在乌克兰东部边界的最近增援的部
队”，以避免局势“升级”。
　　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14日指责俄罗斯
在乌克兰事务上的“挑衅”行为，并表示德
国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
　　俄罗斯与乌克兰14日分别举行军事演
习。与此同时，北约组织外长与防长也开始
紧急会谈，讨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界附
近集结一事。
　　路透社报导，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和
2014年兼併的克里米亚半岛集结大批兵力，
使美国与北约感到担心。
　　俄罗斯方面称，这次集结是为了进行3

周军事演习，以测试军队回应北约威胁的战
备能力；演习预计在两周内结束。
　　另一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则是在靠近
克里米亚半岛的边界演练击退坦克和步兵攻
击。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Andrii Taran）还
对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议员说，俄罗斯可能
正准备在克里米亚半岛囤放核子武器。塔兰
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这一说法。他引述乌克兰
政府最新情报指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界
集结11 万兵力。
　　过去7年来，乌克兰政府部队在乌东对
抗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据乌克兰当局
称，这场冲突已造成1万4000人死亡。近几
周以来，乌东战况又持续升温。

德国总理默克尔力挺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在欧洲委员会一次
视频会议上继续力挺德国与俄罗斯等各方合
作开展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默克尔说，“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尚未完工，但俄罗斯天然气已通过其他渠道
输入欧洲，比如同样从俄罗斯向欧洲供气的
“北溪-1”管道。即便在上世纪冷战最激烈
时期，西欧也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默
克尔说，德国与俄罗斯有许多分歧，但对话
仍然是解决分歧的最佳手段。
　　“北溪-2”项目是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
的海海底到达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绕开乌克
兰和波兰等国，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
国，继而输送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一项目将
使俄罗斯向德国天然气出口翻倍，目前已接
近完工。
　　欧洲各国就这一项目立场始终不一致。
乌克兰和波兰持反对立场，担心“北溪-2”
天然气管道一旦投入使用，俄罗斯将减少
甚至停止经由乌克兰和波兰向欧洲输送天然
气，两国将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受损。
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则支持这一项目，希望借
助天然气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而美国则称这
一项目会令欧洲更加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
不仅要求德国放弃，还一直对项目参与方实
施制裁。

土耳其无人机迫使德国军队采取行动

　 　 德 国 主 要 报 纸 之 一 的 法 兰 克 福 汇 报
（FAZ）写道，有关阿塞拜疆使用的土耳其
SİHA（无人驾驶武装飞机）销毁190多辆亚
美尼亚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消息震惊了德国军
队。
　　FAZ的文章中指出，土耳其SİHA在阿塞
拜疆的成功迫使德国军队采取了行动。该文
章强调说，德国防部承认德军的防空系统不
足以防御无人机。
　 　 文 章 写 道 ， 国 防 部 长 安 格 列 特 · 克
兰 普 · 卡 伦 鲍 尔 （ A n n e g r e t  K r a m p 
Karrenbauer）提出了有关重新设计整个防空
系统的一些建议，以克服这一问题。文章
中指出，由于德国在2013年没有防空系统需
求，因此德国未进行任何现代化改造。“现
在，由于无人机袭击的威胁，防空系统需要
紧急改变。武装部队还处于不完善状态。但
是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军队承认面对无人机
袭击几乎无防卫。”

德国200多万人“混着打”新冠疫苗

　　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卫生部长13日晚商
议后决定，已经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第
一剂的60岁以下人士，第二剂将改打其他疫
苗。这意味着德国共有大约220万人将“混
着打”疫苗。
　　这220万人将改为接种美国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疫
苗或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
　　德国60岁以上人群将继续接种英国阿斯
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
　　由于担心阿斯利康疫苗存在副作用，德
国等多个国家3月中旬暂停接种这种疫苗。
欧洲药品管理局后续认定接种阿斯利康疫
苗利大于弊，德国3月19日恢复使用这种疫
苗。欧洲药管局4月7日宣布，出现血栓并伴
随低血小板应被列为阿斯利康疫苗的罕见副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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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来自英国的变异病毒B.1.1.7的快速
传播，根据RKI的统计，目前德国90%以上
的新感染病例都是因变异病毒而中招的。那
么原来的AHA+L规则是否足够防疫风险？
 　　AHAL规则：
　　A=Abstand，保持距离
　　H=Hygiene，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
　　A=Alltagesmasken，全天戴口罩
　　L=Lüften，注意空气流通，经常开窗
　　根据德新社的报道，德国的气溶胶研究
人员呼吁政治家们改变遏制新冠瘟疫大流行
的措施。他们在给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一封
公开信中说：“可以肯定的是，病毒主要通
过室内空气传播。如果我们想控制这一大流
行病，我们必须让人们意识到危险就在室
内。”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政府规定的夜间
宵禁根本就没必要。因为根本就阻止不了在
室内举行的秘密碰面，而只是增加了更多地
逃避政府命令的动机。有的地方规定在步行
区要求戴口罩，却在自己的起居室里不戴口
罩与朋友聚会喝咖啡，这种荒谬的规定在专
家看来不是预防感染的良策。
　 　 虽 然 现 在 几 乎 每 个 人 都 知 道
“AHA+L”的意思，但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仍然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特别是因
为更具传染性的冠状突变体（B.1.1.7）在德
国“称霸”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外出散步
仍然安全吗？ 见面是否能拥抱？出去取个信
是否也要戴口罩？超市入口处的消毒器有什
么用？
　　看看病毒学家、气溶胶研究人员和卫生
专家的意见：

一、邮箱取信

　　假设一个场景：A女士早上出门开邮箱
取信，在公寓的楼道里遇到了一个邻居，两
人站在那里聊了五分钟。
 　　问题A、他们俩是否应该戴口罩？
　　德国医院卫生协会的副主席Walter Popp
表示，在楼道也应该戴口罩。毕竟楼道也属
于室内范畴，比起户外两人站在一起聊天感
染的风险更大。当然重要的还有，口罩要适
合面部结构，不能漏风的那种。
　　问题B、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说
法，在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至少十分钟以上，
即便没有症状的人也要被隔离。那么接触了
五分钟就没问题吗？
 　　基本上，两个人相遇的时间越短，相互
感染的风险就越低。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
心(DKFZ)的病毒学家Marco Binder说:“虽然
上帝都无法确保你不会在十分钟内感染，但
只要保持距离，风险还是可控的。”
　　病毒不会通过气溶胶在短暂见面时就感
染别人，只有当健康的人吸入许多气溶胶内
所含的病毒，才有风险。但是飞沫传播的情
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两人都没有戴口罩，在
近距离谈话，而且还是低语的状态，那么很
可能相互接触到对方的飞沫。
　　因此病毒学家建议，即使是短暂接触，
也保持一个手臂以上的距离，最好能戴口
罩。这样做几乎就没有风险。

　　问题C、如果两个人一个接一个先后走
过楼道，没戴口罩，传染的风险有多大？
 　　在这种情况下，感染只能是通过被感染
的邻居呼出的气溶胶。
　　柏林工业大学的气溶胶研究人员Martin 
Kriegel指出，住在一楼还是六楼也很重要，
体力活动产生的气溶胶排放量不可低估:“当
一个人走到六楼时，呼吸会加重，排放更多
的气溶胶。如果是个感染病毒的人，气溶胶
里的病毒量就会增加。如果这时有人很快必
须上六楼，他就会在上楼时更深地吸气。那
么风险就会增加。”
　　那些快速穿过楼梯进入一楼或二楼公寓
的人感染的风险也极低，即使他们不戴口
罩。

二、购物

　　现在零售店不开，但是超市、面包房还
是照常营业的。假设场景二，A女士去超市
买菜然后又去了面包店买面包。
 　　问题A、去购物时，口罩和保持距离能
起到多大的保护？
　　戴口罩和保持距离都能防止飞沫传染。
当然也有气溶胶的潜在风险。不过超市里面
积大，有通风系统，客户数量也有限。风险
很难全面量化。
　　但是面包店的通风就有困难，虽然尽可
能少的员工工作，但是面包店要烤新鲜面
包，一早上还是会有三四个员工在不停地工
作。那么只好确保门窗一直开着。此外，如
果售货员被感染了，那么风险就大了。
　　所以建议尽可能短的时间在超市和面包
店里停留。很明显，时间越少，吸入的气溶
胶就越少，感染风险也就越低。
　　问题B、商家在入口处提供消毒水来清
洁购物车的把手，有什么好处？
 　　医院卫生学家Popp说:“我们现在知
道，病毒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如果有人没
带口罩，用手捂嘴打喷嚏，那么手上可能有
大量的病毒，然后再去触摸购物车，把病毒
转移到把手上。但这是极不可能的。
　　大流行刚开始，消毒、洗手很重要。因
为人们对病毒的传播途径并不十分了解。回
家洗手也是好事，保护自己免受其他病毒的
侵害。Popp说:“但它在防止新冠病毒传播
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物体表
面受感染的风险很小。突变体B.1.1.7也是如
此。”
　　也就是说至少在SARS-Cov-2的情况下，
对购物车进行消毒是没有意义的。

三、公共交通

　　假设场景三，A女士购物回家后，和先

生孩子一起乘坐20分钟地铁去公园游乐场
玩。
 　　问题A，搭乘公交感染的风险多大？
 　　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许多人聚集在一
个封闭的小房间里。病毒学家Binder说:“我
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
间。在学校开学后也应该更多地考虑这个问
题。” “把学校的班级减半，保持距离，定
期通风，但放学后把孩子们挤在一辆小公共
汽车上，这是没有用的。”
　　由于没有记录谁和谁一起坐在公共汽车
上，因此无法追踪公共交通中的感染链。
Binder说:“我们的卫生部门没有办法测量公
共汽车和火车上传染的频率。”
 　　问题B，如何降低风险？ 
　　“我总是建议在搭乘公交时要戴FFP2口
罩，”Binder说。假如口罩戴对了，FFP2口
罩甚至可以拦截悬浮在空中的最小粒子。

四、户外见面

　　普遍认为现在去户外散步是比较安全
的。场景四，一家人到公园后，遇到了朋友
一家三口。然后两位母亲一起散步；孩子们
一起玩耍；而父亲们并排坐在长凳上聊天。
 　　问题A，并排散步风险有多大？
 　　尽管有变异病毒B.1.1.7，专家们还是认
为户外散步是安全的。主要是因为步行者通
常保持一定的距离，风直接带走较小的飞沫
和气溶胶。气溶胶研究人员Kriegel说:“如
果你一起走路，互相交谈，这是没有问题
的。”
　　气溶胶是闻不到看不到，但可以想象类
似香烟的烟雾。户外新鲜空气的流动要大于
室内。只要不是长时间站在那里聊天就没关
系。
 　　问题B，并排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风险
会大吗？
 　　是的。Binder说：“当两个人坐得很近
或站得很近，大声交谈，大笑时，被感染的
风险几乎和在室内一样大。” “除非有一场
真正的风暴，把飞沫都吹走了。”
　　所以他建议，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时
戴上口罩，尽管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尽管在户外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染的风
险会迅速降低。
　　问题C，孩子们一起玩呢？
 　　研究人员现在一致认为，尽管儿童感染
新冠的风险可能低于成人，但他们还是会传
播病毒。如果两个孩子在操场上玩耍，彼此
没有非常密切的接触，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然而，如果他们并排坐在沙坑边，分享
一个小面包，或者有一个孩子对着另一个孩
子咳嗽，万一其中一个孩子被感染，另一个
也有很高的感染风险。

 　　问题D，迎面而来的步行者或慢跑者感
染的风险有多大？
 　　非常低。有些人害怕，如果散步时对面
走来一对夫妇，他们就会被感染。其实日常
散步中能遇到受感染的人的风险是很低的。
　　例如，发病率为100的意思就是一个地
区过去一周内1000个人有1人感染了新冠。
也就是说接触到被感染者的几率是0.1%。那
么在一次擦肩而过中，能被感染的风险同样
极低。

五、室内会面

　　在现在的防疫规定中，两家人五个人
（14岁以下的孩子不算）还是允许见面的。
场景五，一家人去拜访祖父母，一起喝咖啡
吃蛋糕。
 　　问题A，在房间里吃，还是去露台？
 　　根据一项研究，在室外感染新冠的风险
比室内低20倍。所以尽量在室外，并保持距
离。
 　　问题B，如果在室内，保持通风，并尽
快吃完蛋糕，有帮助吗？
 　　是的。时间在气溶胶感染风险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受感染的人每次呼吸都会排
出气溶胶，这些气溶胶在封闭的房间里逐渐
积聚在空气中。而且在这样的室内，保持距
离都无济于事，哪怕是躲在角落的沙发上看
书。
　　特别是在私人环境中，都可能会忽略定
期要开窗，也就增加了感染的风险。而且
Kriegel 还警告说，很多人都误解，以为每15
分钟开一次窗，就可以通风了，不会被感染
了。其实开窗只是起到了部分作用，还是要
结合其他措施，比如减少在一个房间里停留
的时间。
 　　问题C，不吃蛋糕，戴口罩见亲友呢？
 　　如果你决定在客厅里和家人见面，戴上
口罩就能减轻风险。这主要取决于口罩是否
适合，否则FFP2甚至可能造成损害。因为不
能和面部完全吻合的口罩，依然会造成空气
的流动。此外对于老年人或有先天性疾病的
人来说，FFP2口罩更难呼吸。
　　医院卫生学家Popp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戴医用手术口罩，虽然没有FFP2的过滤
性强，但是只要正确佩戴，还是可以减少气
溶胶排放的。
 　　问题D，可以拥抱对方吗？
 　　气溶胶研究人员Kriegel认为短暂的拥
抱不会增加风险：“至少不会比不戴口罩呆
在房间里更危险。”他说：“我会拥抱任何
人。但我不会在一个房间里和每个人见面很
长时间。”
　　然而，现在要避免在公众场合拥抱，前
不久刚有青年人因此被罚款。

德国专家告诉您：怎么避免室内感染
韦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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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几个星期以来，儿童和青少年
的感染率一直在迅速上升。政府认为关闭学
校是唯一的解决办法。BioNTech创始人Uğur 
Şahin对12岁及以上学童的疫苗很快就会问
世充满信心，预计从6月开始为学童接种疫
苗。
　　从去年疫情在德国爆发后，儿童和青少
年是否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曾一度引发科学
家、政治家的争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翻
来覆去，弄得民众也质疑政府的可信度。
　　在前两波疫情发生后，儿童和青少年的
感染数的确不多，但是随着第三波疫情的涌
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受感染的孩子明显增
多。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最新数据，
自今年2月以来，儿童和青少年的感染人数
迅速增加。2月初的时候15岁以下儿童的7天
发病率（10万人中七天新增感染人数）还只
有36，目前已经接近200。而在去年圣诞节
前的第二波疫情高峰期，青少年的发病率只
有当前峰值（117）的一半多一些。

学生是疫情的中心

　　目前，德国重症监护和死亡的患者都在
年轻化。除了老年人都打了疫苗有保护之
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年轻年龄组的高感染
率。
　　流行病学家，社民党卫生政治家Karl 
Lauterbach（卡尔·劳特巴赫）几天前在推
特上写道:“儿童和青少年正成为疫情的中
心。”他认为应该关闭学校，否则几个星期
后许多家庭就会感染得病。”

到底是谁感染了谁

　　德累斯顿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大
学医院儿科和青少年医学诊所主任Reinhard 
Berner（莱因哈德·伯纳）认为，将儿童描
绘成疫情的驱动因素是不公平的，他告诉
《焦点》杂志:“没有一项研究证明，儿童将
感染从学校带到家庭，再从家庭带到老人院
和重症监护室。”
　　Berner要求，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这
一代身上，他们与孩子密切接触，同时又因
工作与外界密切联系。而且20-55岁的人群还
没有接种疫苗，所以更多地应该关注这一年

龄组。他们很多人要出门工作。
　　那么到底是谁感染了谁，在哪里，根本
就说不清。尽管全面的接触追踪仍然是联邦
政府的既定目标，但最近，负责的联邦当局
甚至无法将报告病例的十分之一归咎于学
校。因此，对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曲线的急剧
上升没有明确的解释。
　　有一个可能就是以前几乎从未对孩子进
行系统测试，因为从秋季到2月中旬的官方
策略只允许在明确的新冠症状下进行测试。
而现在许多地方因高发病率而必须对在校上
课的学生定期进行测试，这个年龄段以前未
被发现的病例才被曝光。
　　而且很多年轻人感染通常没有症状，所
以儿童未发现的比率可能高于成年人。现在
假定到目前为止，被感染的孩子数量是检测
到的病例数的四倍，由于检测数量的增加，
实际数量仅是报告数量的两倍。也就是过去
几周15岁以下儿童增加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更具传染性的变
异病毒B.1.1.7，早在去年底，英国出现这一
变体后，专家就指出，青少年感染的机率大
大增加。
 

儿童疫苗应尽早上市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高感染率的现状，必

须采取不同的措施。一味地关闭学校，把孩
子们关在家里，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并不低于
感染病毒。让孩子们尽快接种疫苗，重返社
会，才是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
　　全球第一支上市的新冠疫苗的研发者，
德国美因茨的BioNTech打算在下周三（5月5
日）向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申请批准其针
对12岁及以上儿童的疫苗。
　　BioNTech创始人Ugur Şahin告诉《明镜
周刊》:“我们已经提交了美国的12至15岁儿
童的研究数据，以获得有条件的批准。而在

欧洲，我们正处于最后实验阶段。”这种审
核需要几个星期，希望从6月开始，第一批
学童可以接种疫苗。Şahin表示到目前为止的
研究显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该疫苗对
12岁及以上的较大儿童100%有效，耐受性
好。
　 　 联 邦 卫 生 部 长 J e n s  S p a h n 也 预 计 ，
BioNTech和辉瑞公司的12岁以上的儿童疫苗
将在欧洲“迅速获得批准”。 这位基民盟政
治家说，如果疫苗审批通过，那么很大程度
上能让12岁以上的孩子在暑假后开始上学。
　　此外，BioNTech目前正在对近4600名年

幼儿进行进一步的临床
研究。研究人员按照年
龄逐步进行测试，目前
已经轮到六岁的儿童群
体。对5至12岁儿童进行
的研究的第一批结果可
能会在9月份公布。Şahin
解释说，评估需要大约
四到六周的时间。
　　BioNTech已经计划
在夏季开始单独生产儿
童疫苗，那么是否会减
少成人疫苗的产量呢？
尚不可知！ 

Ugur Şahin与太太Özlem Türeci一同创立BioNTech

德国新冠发病趋势突变，危及学校教学

少儿成为感染主体，孩童疫苗六月上市

目前0-14岁儿童的7天感染率已上升到198.02 15-34岁年龄段的7天感染率达到230.21 35-64岁年龄段的感染率达到181.69

　　德国人的购物意愿降低，没啥好奇怪
的，很多商铺不开门，让人想买东西也不
成。不过，人们购物意愿的降低也是因为要
为今后考虑，多省点钱，以应付新冠“后遗
症”。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会（IW）的计算，
在2020年的新冠年度，德国消费者私人消费
上的平均支出比危机发生前的一年至少减少
1,250欧元。根据与雇主相关的研究机构的一
项研究，总体而言，这相当于消费者减少了
1,160亿欧元的支出。与2019年相比，消费量

下降了6.1％，达到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研
究人员预计， 2021年第一季度的消费减少将
进一步增加400到600亿欧元。
　　该研究的作者强调说，在2020年，德国
百姓很少购买短期消费品，例如衣服或鞋
子。新冠第一次管制期间，汽车、家具等耐
用消费品的购买量也下降了。但2020年下半

年的需求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5％。根据该
研究，这也是由于临时削减增值税的结果。
　　服务业的低迷要高出许多倍。整个2020
年，减少额总计780亿欧元。那相当于德国
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 德国经济研究所
科学家休伯特·巴特（HubertBardt）表示：
“国家禁止与身体相关的服务、餐厅、酒

店、休闲等活动设施，使许多消费者的愿望
无法实现。”
　　经济研究所与其他研究小组共同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有43％的人希望将收入中的
一部分除了支出基本费用后存起来，通常这
个比例少于30％。此外，只有三分之一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目前计划度假，通常这个比
例为45％至50％。
　　希望新冠疫情结束后，大家愿意去消
费。

德国人不愿意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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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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腾世界连载之五

　　090804星期二，5点到6点，玄艺综述看
图腾节目：
　　问：台长，请您看看我爸爸，37年的
牛。
　　答：哎，怎么又是你呀。刚才不是打过
了吗（是啊，刚才我忘了问我爸爸）哎哟，
你怎么老打得通啊。这样不行的，以后一个
人同一段节目里只能打一次，你知道有多少
人在打这个电话呀（我知道。可是我也不知
道，怎么一打就通了呢）哎呀，你家里有两
个小菩萨，怎么会打不通呢。好了，赶快问
吧（问我爸爸的身体）……他年轻的时候杀
过动物（对，这个我知道）叫他以后不许吃
活的东西了，否则就会走的，不信试试看
（好的。再请台长看看我家里的风水）主人
属什么的（是我老公的名字，70年狗）……
哎，不错（我每天念18遍礼佛大忏悔文的）
哇，这么多啊，大概你是现在一天念这部经
最多的了。你们家风水不错，你的朋友也会
沾上喜气的（是的是的，有朋友腰痛，结果
和我出去shopping买东西一圈下来腰部就不
痛了。还有我看朋友脸色不好，在我家坐了
一会儿，满脸红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编者注：这位听众不少读者很熟悉，她就
是看出老公脸发麻是有灵性，两个孩子三
岁四岁会背大悲咒，家族有人从事“巫婆”
职业，老公念经时经文会自动放大的那位女
士。读者可留意其他记录实例）。
　　问：请台长看看我家的风水，主人67年
的羊。
　　答：……噢，你家里风水很不好，有很
多灵性哎（哪里啊）……进门后一直到底的
地方（那是房间里啊还是后花园呢）……应

该是在后花园（是啊，我们家的隔壁邻居是
个外国人，每个星期要去hunting打猎的。啊
呀，他家里有很多皮毛啊，动物的头啊，还
做了很多标本啊）啊呀呀，你看看，我说的
吧，很多灵性，你惨了（可是我们不是住在
一起的呀）哎呀，还不懂啊，举个例子给你
听，如果你住在坟场旁边，会怎样？灵性会
过来的呀，我看的是整个area区域啊（噢，
那怎么办哪）你没办法搬家，就只能超度
了，他打猎、你超度（他儿子撞过车哎）那
是一定的，作孽啊（编者注：台长在一处家
里看到很多灵性的情况并不多。记忆犹新的
是那位新疆老人有51个灵性跟着她。本例台
长再次看到很多灵性，而恰恰这位听众的邻
居是个热衷狩猎的老手！这样的巧就不是
巧，说明台长法眼确实看到灵性的存在，包
括灵性的数量）。

　　090806星期四，5点到6点，玄艺综述看
图腾节目：
　　8-13问：请台长看一个女的71年的猪，
她的感情运怎样？
　　答：……不好。我看到这头猪的前爪站
起来乱动，应该只有狗才会这样，说明他们
吵得很厉害（是的，那这女的对她老公会好
吗？这个猪站在什么地方）……会好的。这
个猪是关起来的，又是在后院里，说明虽然
在吵，但是仍然受到她老公的控制（她家菩
萨来过吗）……来过。她家供的是一尊小小
的观世音是不是（对）白色的（对）噢，我
想到了就给所有听众讲一下。经常吃大蒜和
葱的人，念经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口
臭，这个人的气场就不好，护法神不喜欢
（念净口咒有用吗）没用。净口咒是针对不
小心而刚刚说过坏话的，对味道不起净口作
用（编者注：本例再次说明台长遥测观世
音菩萨时最准最精彩，大小和色彩都看得

出）。
　　31-34问：请台长看看我妈妈，1915年的
兔。
　　答：……哦，她的阳寿差不多了，实际
上她的阳寿已经过了。以后她如果生大病，
就不要抢救了，给她念阿弥陀经、大悲咒和
礼佛大忏悔文，让她安详地走。她几岁啦
（94）噢（还有我爸，1919年的羊，现在肾
水肿）……你爸也已经高寿了，他还有几年
的，主要是泌尿系统不好（对）……呵呵，
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你爸爸年轻的时
候，真是风流倜傥啊（我知道的。是不是现
在来报应了）是啊，他走的时候，灵性会来
找他的，求求阿弥陀佛吧，保佑你爸爸妈妈
上西方极乐世界（好，谢谢台长）（编者
注：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年轻时的风流往事
也会在台长的图腾里出现。这本来是无法
对证的，恰好这位女儿是知道的，从而证明
台长的通灵真的匪夷所思，比历史档案还厉
害。“举头三尺有神明”绝不是一句俗话，
而是一句大实话！）。
　　41-44问：卢台长，报告你好消息。我
有白内障，医生说要开刀。问了你以后我念
了三个月经。前天去看医生，视力提高了很
多，医生说不用开刀了。我一下子感应到是
你卢台长解决了我这个灵性病。我写了一篇
文章“人间活佛卢台长”，星期六我带给你
看，然后会寄到国内去。
　　答：谢谢你老人家。是有好多人念经后
都不需要开刀了（下略）（编者注：这位听
众就是助印《图腾世界》第二册的宋志庆先
生，他的文章刊登在台长博客上，很有说服
力。这里摘录一部分：……台长接待了我，
问出生年份及生肖, 眼一闭, 向上一看, 讲：

你左边肠胃有病痛。我讲是呀，多少年了从
上海看到澳洲, X光,B超,胃镜都查过，医生
讲不出什么毛病。我儿子女儿也是医生，一
个上海一医毕业，一个二军大毕业，他们也
讲我没病。但是我常痛、不舒服呀。台长讲
是灵性病，叫我超度。也真准真灵，八张小
房子烧掉, 灵性请走, 我的病好了。我由于每
天念经时间5个小时以上, 眼睛模糊视力下降, 
眼科医生要我开刀, 我打通台长热线电话, 台
长看图腾后，叫我念大悲咒、心经、功德宝
山神咒, 求观世音菩萨。三个月下来, 最近去
检查视力不但没降反而明显提高, 能看到视
力表最后第二排, 最后一排也能看清一个字, 
真是菩萨法力无比, 念经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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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危机，使得德国经济衰退，也被迫
引入短工机制，许多人收入减少。德国联邦
议会的议员也不能幸免，收入也相应要减
少。
　 　 联 邦 议 会 主
席 沃 尔 夫 冈 · 朔
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在4月25
日发布的一封信中
宣布：联邦议会成
员的津贴将进行调
整。从7月1日起，
德国联邦议会议员
每月将减少70.58欧
元。
　　联邦议员的津
贴每年都随着工资
指数的变化进行调
整。2019年工资指数增长了2.6％，但联邦议
院还是决定，自己不涨薪水。今年，工资指
数下降约0.7%，联邦议会首次减少津贴。
　　当然，这区区70多欧元对联邦议员来讲
根本也不算什么。况且，议员的免税总额不
受津贴变动的影响。它在年初从4497.62欧元
上涨到4560.59欧元。
　　联邦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尔弗（Horst 
Seehofer）的一项草案预计，今年10月份商定
的对公共部门工人和雇员的工资增加也会对
联邦公务员实施。
　　据此，从2021年4月起，公务员的薪水将
增加1.2％，一年后，薪水将再增加1.8％。但
是：国家秘书的最高薪水类别（B11）已明

确从今年的加薪中排除。
　　这就意味着，高阶官员不薪水不涨，
也自动适用于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及其部长和联邦总统弗兰克·沃尔
特·斯坦迈尔。但是他们的津贴将在2022年4
月获得1.8％的增长。
　　根据联邦内政部的统计，目前顶级官员
薪水所得如下：
　　联邦总统：每月21,243.06欧元。
　　总理：每月官方薪水 19 121.82欧元，地
方津贴每月1200.71欧元，服务费补贴每年12 
271欧元。
　　部长：官方工资每月15,303.64欧元，
因婚姻状况不同，地方津贴每月1035.43到
1200.71欧元，每月每个孩子补贴141.33欧
元，每年服务费用补贴3681.30欧元。

议员破天荒不增而是减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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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德国使用的4款新冠疫苗中，阿
斯利康(Astra Zeneca)的疫苗出现的问题最
多，声誉最差。欧洲药监局（EMA）也证
实，这个疫苗与血栓形成有关联。而且，德
国开始说这款疫苗只给65岁以下的人接种，
后来又说只给60岁以上接种。这种变化让人
难以捉摸。
　　近日，这款疫苗改名为“Vaxzervria”，
估计也是因为前一段的负面报道太多了。到
底这款疫苗对接种者有多大的风险？现在德
国有了一个详细报道：玛丽亚（Maria S.），
今年30岁。在3月初，她接种了牛津／瑞典
合作的阿斯利康(Astra Zeneca)的新冠疫苗。
然后突然传来这款疫苗会引发罕见血栓——
脑静脉血栓......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二，汉堡展览馆。
　　玛丽亚在疫苗接种中心排队。她手里拿
着接种日期的二维码。这张纸被文件夹仔细
地保护着。很夸张，但很多人都这么做，包
括排在玛丽亚前的那位老人。这里的每个
人，工作人员以及即将接种疫苗的德国人，
都很安静。这是一个极其来之不易的时刻。

　　大厅的门被打开，有两条通道，分别写
着“A”和“B”。排在玛丽亚前的那位老人
推着他的助行器，被工作人员引入“B”通
道，他将接受德国生技(Biontech)和美国辉瑞
Phizer合作开发的Comirnaty BNT162B2疫苗，
也就是俗称的BioNTech新冠疫苗。一位非常
面善的工作人员对玛丽亚说：“我不想冒犯
你，年轻女性，您得到这边来，您的阿斯利
康在等您。”
　　根据，德国疫苗常务委员会（Ständige 
Impfkommission）的建议，目前只有18至64
岁的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因为65岁及以上
年龄组的重要数据仍然缺失。这款疫苗的主
要接种人员为医护人员，还有像玛丽亚这样
年轻的人，因为患有慢性疾病而属于疫苗接
种第二优先组。就在疫苗接种室里打针之
前，医生突然说:“我们都活下来了。”然
后，注射器进入肌肉。
　　那天早上，当玛丽亚离开疫苗接种中心
时。她感到浑身轻盈，似乎要随风而飘，这
是12个月以来的首次。即使在当晚，玛丽亚
出现了严重的疫苗反应，但她的心情还是那
么得愉悦。“这不过是我的免疫系统在接受
疫苗而已。”

3月15日

　　联邦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出现在镜
头前。他宣布：暂时停止使用阿斯利康新冠
疫苗接种。
　　根据，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Paul-
Ehrlich-Institut）的研究，接种英国阿斯利
康疫苗的人，在接种疫苗的时间范围内，或
许会引发非常罕见的脑静脉血栓。斯潘说：
“纯粹的预防措施。”而且“对大多数人来
说，没有风险。”
　　玛丽亚想：去他妈的。
　　自从得知这一消息后的玛丽亚无法平
静。她试图找到更多的消息，能让她平静下
来的新闻。

　　然而，新闻机构报道：丹麦暂停接种疫
苗。斯洛文尼亚暂停接种疫苗。西班牙暂停
接种疫苗。法国暂停接种疫苗。不过，社民
党政治家、卫生专家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在推特上撰文认为：“这是一
个错误。”但随后，他写到：“我不知道是
哪种分析，可以证明暂停是合理的。”
　　玛丽亚希望：他是对的。
　　第二天，3月16日，玛丽亚的同事告诉
她，瑞士和美国还没有批准阿斯利康。挪威
也暂停接种。
　　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年轻
女性尤其受到影响？玛丽亚给她的朋友写
信：“我接种了疫苗，我很害怕。”“我两
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玛丽亚不想惊慌，也
不想怀疑什么，但那种死亡的恐惧锥心刺
骨。该如何摆脱？她试图用事实去驱散恐
慌。
　　在一篇文章中，它说“非常罕见”，玛
丽亚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它可能是那个”。
玛丽亚读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但她想
到的是:“我们仍然缺乏疫苗的经验。”
　　仅凭文字是无效的。或许，数字更有帮
助。玛丽亚在一张纸上写下脑静脉血栓病例
的数量，然后用已接种疫苗的人数来计算。
截止16日，德国160万次阿斯利康初次接种
中，已知有7例脑静脉血栓案件。这意味着
第一次接种的22.9万人中就会有一个病例。
　　少吗？玛丽亚把这一数据记录在她的随
身记事本上。

3月18日

　　《明镜周刊》发文：德国有13例脑静脉
血栓案件。
　　就在二天前，玛丽亚还看到一位来自科
隆的疫苗医生的视频，他说:“阿斯利康是一
种超级疫苗。”玛丽亚写信给她曾经居住过
的英国寄宿家庭。英国只有一款疫苗——阿
斯利康。
　　“亲爱的安吉拉，你接种疫苗了吗？是
阿斯利康？你还好吗？”安吉拉写到，三周
前，她和她的丈夫第一次接种，“有一些副
作用，但没什么严重的。”只有一些副作
用，没有血栓！她说，在伦敦，每个人都把
阿斯利康疫苗称为“牛津疫苗”。牛津疫
苗！哇哦！玛丽亚想：“应该给它洗礼！”
　　欧洲药品管理局(EMA)表示，阿斯利康
疫苗“安全有效”，允许欧盟范围内继续接
种。德国的阿斯利康疫苗接种也将恢复。玛

丽亚认为，自己能冷静下来。

3月23日

　　玛丽亚感觉还是不太好，很烦躁。以前
很轻松的工作，现在耗尽她的体力。腿部无
力，呼吸不畅，然后，她开始头痛。以前玛
丽亚从不头痛。
　　玛丽亚的父亲发给她一篇《奥格斯堡汇
报/Augsburger Allgemeinen Zeitung》上的报
道：伊门施塔特 (Immenstadt im Allgäu)医院
的一位护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17天后，因严
重头痛被送到急症，救治无效死亡。
　　玛丽亚又在想：去你的小概率。当一个
死亡案例就发生在父母居住的城市，小概率
就会变得无限大。
　　玛丽亚再次开始严重失眠。她给她在巴
伐利亚的前家庭医生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她

非常信任他:“亲爱的医生，也许你可以把
它放在忧郁症的档案里，但是……我只是觉
得……血栓形成的危险……根据你现在读到
的所有报告……”
　　当一个人健康时，不会考虑自己有多么
幸运。尽管生活中始终存在真正的危险，但
您的生活几乎没有恐惧。
　　玛丽亚敢打赌，肯定有风险研究人员，
他们将死于车祸的可能性与脑静脉血栓形成
的风险进行比较。我们一直都很脆弱。但
是，我们在大多数时候也很擅长抑制这种情
况。
　　但自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就很难做
到。玛丽亚的医生回信说：“亲爱的玛丽
亚，……如果您持续呼吸急促并表现不佳，
请去看家庭医生，并确定D-二聚体。这是在
血栓形成的情况下有效的凝结值，如果它是
阴性的，无需担心。”

　　玛丽亚立刻感觉好多了。

3月30日

　　《明镜周刊》发文：德国疫苗常务委员
会只推荐60岁以上的人使用阿斯利康。在德
国，因接种阿斯利康引起31例脑静脉血栓案
件，其中29例是女性，9人死亡。
　　联邦卫生部长斯潘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出
现在镜头前。他们宣布，如果年轻人愿意，
他们可以继续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根据医
生的判断，并根据个人风险分析，选择是否
接种。”
　　玛丽亚认为“自负风险”，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草率的决定！玛丽亚对着正
在直播的视频的屏幕大喊：“你知道你在对

我做什么吗？如果您不再信任最初为我开出
的疫苗，您知道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总理默克尔：“沟通现在非常重要。”
斯潘：“接种疫苗还是最好的选择。”卫
生专家劳特巴赫在《莱茵邮报/Rheinischen 
Post》上写道:“那些已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的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马库斯·索德
（Markus Söder）稍后表示，他希望阿斯利
康疫苗“不会像热腾腾的面包一样消失”。

　　6月1日是玛丽亚第二次接种阿斯利康疫
苗的日子。或许到那一天，德国疫苗常务委
员 还在研究，是否可以接种混合疫
苗？！
　　玛丽亚很困惑，也非常非常累。

4月1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玛丽亚每天早上醒
来，第一件事情就去看德国新冠传染率，就
像过去每天第一件事件是看天气一样。直到
现在，她无法想象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引发
脑静脉血栓的风险。如对她的健康负责，就
应该放弃它。
　　玛丽亚认为，她的遭遇不可能有真正的
结局。
　　4月11日，根据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的
报告，迄今为止德国共发现42例接种阿斯利
康疫苗后的脑静脉血栓病例，有35例为20-63
岁的女性病患。另外还有23例出现血小板减
少症。

一个30岁德国女人接种后的悲伤经历

阿斯利康疫苗对年轻女性的危害多大？
曹 晴

《明镜周刊》报道：年轻女性接种阿斯利康“我想：去死吧”

等待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年轻人，他们拿着A
字母的接种文件

《明镜周刊》报道：危险并发症，为什么年
轻人停止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是个好主意

萨克森州疫苗接种项目
中的带新冠疫苗的注射器

联邦卫生部长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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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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媒体报道过很多“新冠病患后
遗症”的案例。但最近医学界将这种“新冠
肺炎后的慢性疾病”称为“长期新冠病”
（英文：Long Covid）。或许，这些病患还
没有治愈，因此他们的病症还不是“后遗
症”，而是一种长期疾病。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仅在德国就超过了
310万人，即便将近90%的人都已经痊愈了，
但是其中有10%的患者竟然继续承受着愈后
慢性症状的煎熬。而且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
少年出现不良症状，引起社会的关注。
 

感染新冠确有后遗症

　　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新冠病毒不
同于流感病毒，也绝不是稍微厉害点的流
感，而是更为诡异的一种病毒。因为感染后
即便痊愈依然会有着可怕的后遗症问题。很
多国家的专家们都对新冠后遗症进行追踪调
查。
　　比如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的黄朝林（Chaolin Huang）副院长兼主任医
生携其团队成员对该院的1733名痊愈患者做
了回访调查，结果76%的人在愈后6个月仍有
各种不同的后遗症。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遗传流行病及风湿病学家蒂莫西·斯佩克
特（Timothy  Spector）教授利用移动应用程
序，定期跟踪回访总计20多万名被新冠病毒
感染又痊愈的患者病程。结果约有十分之一
的患者在痊愈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出现了各
种无法解释的症状，甚至在两个月后也有很
多出现各种症状。
　　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免疫缺陷诊
所的负责人Carmen Scheibenbogen医生，也接
到很多罹患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新冠后遗症患
者的求助。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这种病人越
来越多，主要是没有严重病程的年轻患者。

 
年轻人后遗症增加

 
　 　 位 于 德 国 东 北 部 梅 克 伦 堡 · 前 波
美 拉 尼 亚 州 （ 梅 前 州 ） 海 利 根 达 姆
（Heiligendamm）的康复医院原本是治疗成
年人呼吸系统疾病的，但是自从新冠瘟疫流
行一年多来，年轻人成了主要的病患群体。
　　去年年轻人得病的相对较少。然而，
随着病毒变体B.1.1.7的出现，情况发生了改
变，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感染了病毒。该院的
主任医师约尔迪斯·弗罗姆霍尔德（Jördis 
Frommhold）说：“越来越多的父母称，
他们的孩子在感染新冠痊愈后并不完全健

康。”
　　弗罗姆霍尔德说，即使是轻微的病情也
会变得非常成问题。根据2021年1月发表的
一项英国研究，7%的受感染儿童将遭受长期
后遗症。例如，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新冠感
染后注意力集中的问题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不
佳。
　　科隆大学医院和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
员估计，10%的新冠患者在病愈六个月后仍
有长期症状。包括头痛、四肢疼痛、嗅觉和
味觉丧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问题。有
些人无法阅读或很快就疲惫不堪。这些患者
中有45％的人在六个月之后依然无法全天工
作，22％的根本就无法工作。

　　弗罗姆霍尔德介绍说有病人突然发现自
己站在被水淹了的厨房里，因为想洗东西打
开了水龙头就忘了。还有病人无法说出连贯
的句子，叫她写下想说的话，结果出现在纸
上的却是难以辨认的图案。还有一个年轻人
在起床穿了衣服，再准备了早餐之后就累得
做不了其他事了。这些人的生活都被毁了，
他们的愿望只有一个：恢复正常生活。

 
免疫系统出问题

　　对于新冠重症患者来说，后果更为严
重。研究表明，50%到70%的患者中有长期
新冠症。即便出院了，也必须慢慢地恢复身
体状况。上每一阶楼梯都是一个挑战：恢复
呼吸节奏、体力。几个月后，仍要与呼吸困
难和精疲力竭作斗争。
　　夏里特医院的Scheibenbogen医生说:“我
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病人生病的原因是什
么。” 在过去，这种疾病被错误地归类为精
神疾病，精疲力竭或抑郁症。然而，慢性疲
劳综合症很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因
为患者的免疫系统在受到病毒入侵后会自动
打开，开始工作，然而在病愈后，免疫系统
没有自动休眠并重新平衡。
　　Scheibenbogen医生说，这可能就是新冠
感染后慢性疲劳的原因。 她呼吁，现在迫切
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开发治疗方法。她
担心，如果德国的新冠感染数字继续发展，
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多达10万人患上慢性
疲劳综合征。在美国，已经投入了大约10亿
欧元的研究资金。

罹患 “长期新冠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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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老表”比嫁给“老外”活得好

文 / 瑛子（德国）

受中国经济驱动力影响

德国工业对明年发展乐观

　　据德国《商报》当地时间4月12日报
道，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预测2021
年的产量将增长7%，此前秋季预计的增幅
为4%。德国电气工程和电子工业协会也对
2021年发展前景表示乐观，预计产量将增长
5%。对于整个行业，德国工业联合会预计
2021年的产量将增加8%。
　　疫情让德国工业领域遭受巨大损失，联
邦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当我们无法回到正常模式时，只有
把疫情作为创新的新时机，我们才能得到平
衡。”尽管如此，经济仍然未能越过险峰，
比如在机械工程领域无法完成电子零件、钢
铁和金属产品的持续交付问题。而出口在所
有行业领域中都极为重要，尤其是中国等国
对德国经济的驱动力作用。2020年，尽管其
他行业遭受疫情重创，但电气行业对中国的
出口仍保持增长了6.5%。德国电气工程和电
子工业协会负责人冈瑟·凯格尔表示：“虽
然疫情大流行，但就德国的出口而言，中国
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

对外贸易协会主席：

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

关系完全符合德国利益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在提及美国政府对
华政策对欧中关系的影响时曾明确表态：
“这里牵涉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而是贯彻我
们所说的‘欧洲主权’。很明显，我们与美
国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
也有各自的利益。”
　 　 德 国 联 邦 经 济 发 展 和 对 外 贸 易 协 会
（ B W A ） 主 席 米 夏 埃 尔 • 舒 曼 （ M i c h a e l 
Schumann）就此接受了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的专访，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和中欧投资协议
的前景进行分析、解读。他强调，在相互尊
重和重视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有建
设性的关系完全符合德国利益。
　　舒曼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洲
主权”不仅希望欧盟各国有共同的经济和工
业政策，也能在外交、国防以及移民政策方
面保持一致，并应将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在
内这些面向未来的能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对此，默克尔也提出寻求欧洲新的战略
自主。不过，在欧盟内部依然没有就这样的
概念达成一致，各方对具体的计划和任务仍
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目前，在如何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方
面，欧盟内部意见不一。舒曼强调，越来越
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欧盟和美国在很多方面
的利益不再完全一致。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
中，德国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与
中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合作，对于德国而
言，“欧洲主权”意义重大，德国希望“欧
洲主权”概念除合法的经济竞争之外不针对
中国。
　　舒曼说，在欧盟确立未来对中国态度的
过程时，德国是欧中双方进行沟通的一座理
想的桥梁。在相互尊重和重视的基础上与中
国建立良好的建设性的关系完全符合德国利
益。

香港暂停进口德国部分地

禽肉及禽类产品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

全中心12日宣布，因应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
报，指德国部分区域暴发高致病性H5N8禽
流感，中心即时指示业界暂停进口这些区域
的禽肉及禽类产品（包括禽蛋），以保障公
众健康。
　　中心发言人说，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
料，香港2020年从德国进口约3900公吨冷藏
禽肉及约141万只禽蛋。发言人指出，中心
已就事件联络德国当局，并会继续密切留意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有关当局发出关于暴发
禽流感的消息，因应当地疫情发展，采取适
当行动。（刘志敏/周伟琪）

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出席

中国德国商会早餐会

　　2021年4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应邀
出席中国德国商会早餐会并致辞，重点介绍
中德、中欧关系，解读“十四五”规划和新
发展格局。
　　秦刚指出，面对疫情防控压力和经济复
苏任务，中德携手合作，经受了风浪考验。
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密的“云外交”，双方
就抗疫物资相互支持，围绕复工复产开展了
高效的“快捷通道”合作。2020年中德双边
贸易额逆势上升近4%，中国连续五年成为德
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按
期结束，推动中欧关系和务实合作迈向新水
平，为未来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
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更有力的制度保
障和更光明的合作前景。国家主席习近平日
前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对
话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性，为今年中德、中欧
关系发展提供了政治指引。
　　秦刚表示，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构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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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
阶段变化和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变化的战略抉
择。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决不是关起门
来封闭运行，而是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此，中国将发
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
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通过强化开放合作，
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高国内
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深耕中国市场的外国
企业和投资者都是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市场主
体，新发展格局将为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外
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欢迎德国企业加大对
华投资，搭乘中国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高水
平开放的快车。
　　秦刚听取了德国企业对华合作具体诉求
和对深化中德合作的意见建议，并同参加活
动的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主管司局
负责人一道解答了企业关于中国营商环境、
疫情背景下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方面的具体问
题。

德旅局全新推广主题

助力德国入境游复苏

　　2021年将是德国入境游走出新冠疫情的
转型之年。预计从2021年起，国际旅游需求
将逐步复苏。为此，德国国家旅游局（以下
简称德旅局）于2021年4月15日在北京举办
年度媒体发布会，介绍疫情之下德国入境
游的相关信息、复苏计划和2021年年度推广
主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代表
Moritz Lumma先生作为特邀嘉宾，与超过50
位媒体代表受邀出席。
　为应对疫情挑战，德旅局制定并实施全面
复苏战略，包括开展市场营销活动，以提高
品牌曝光度，树立积极品牌形象，并加强与
国际旅游业和各个市场传播渠道的沟通与联
系。
　 　 德 旅 局 董 事 会 主 席 何 佩 雅 （ P e t r a 
Hedorfer）表示：“我们相信，疫情之后，
旅游胜地德国仍对中国游客具有强大吸引
力。根据IPK国际（IPK International）旅游
咨询公司的最新调查研究，已有44%的中国
民众表达了出境旅游的意愿，其中有25%的
人表示想要在未来一年中前往德国旅游。”
代表德国驻华使馆出席本次活动的Moritz 
Lumma先生也表示：“旅游胜地德国将一如
既往地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
　　德旅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李朝晖女士

说道：“我们相信，德国作为旅游目的地，
仍对中国游客具有强大吸引力。2020年，最
受中国游客欢迎的五大联邦州为巴伐利亚州
（间夜数占28%）、黑森州（27%）、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13%）、柏林（9%）及巴
登符腾堡州（9%）。鉴于疫情的影响和游客
出行决策的改变，德旅局对推广主题做出调
整：除传统旅游景点之外，游览小众地区所
获得的真实体验和独特发现，为国际游客提
供了新的旅游动机。”
　　德旅局希望通过该主题活动，激发游客
对德国（中小型）城镇风土民情的好奇心，
以及对那些极具吸引力的小众景点的好奇
心，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此外，为了让
游客体验乡村风情，还为游客提供了周边地
区的游览方案。

河北首趟直通德国的中欧班列开行
　
　　17日，河北省首趟直通德国的“冀欧
号”中欧班列，满载50车货物从位于河北省
石家庄市的石家庄国际陆港鸣笛启动，奔向
德国汉堡市。
　　据悉，“冀欧号”中欧班列(石家庄—
汉堡)线路由石家庄国际陆港与俄罗斯Margin 
Group集团(简称MG集团)合力打造，由100个
标准集装箱组成。
　　此次班列主要货物为机械配件、家具、
服装、电子产品等，货重达497吨，货值近
2000万元(人民币)，途经蒙古国、俄罗斯等4
国，预计历时18天到达德国汉堡。
　　石家庄国际陆港国际班列事业部经理李
江娜表示，中欧班列速度快于海运，成本低
于空运，已成为中欧之间越来越有吸引力的
货运方式。
　　石家庄国际陆港建设运营方、亿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瑞领表示，石家庄国
际陆港中欧班列的溢出效应正逐渐凸显，一
批优秀企业正洽谈落户港务区，石家庄国际
陆港将加速构建中欧班列京津冀集结中心、
B型保税物流中心和粮食口岸等功能，构筑
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
　　此前，石家庄国际陆港已开行往俄罗
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中欧班列，
集疏运能力和通关效能不断提升。2020年石
家庄国际陆港开行班列105列，比2019年全
年提高了708%，表明石家庄物流集散能力在
快速增强，以及河北进出口企业需求旺盛。 
(李茜)

中国是德国汽车生产商

的“大火车头”

　　据德新社和德国《时代》周报报道，中
国给德国汽车生产商带来了“大光明”。
德国汽车行业专家杜登霍夫（Ferd inand 
Dudenhoeffer）表示，中国是德国汽车生产
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大火车头”。
　　美国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因为拜登新政
府推出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也会推动汽车的
发展，但“不及中国的强大”。而欧洲则将

“趋于停滞或增长不大”。
　　上海车展，德国汽车生产商纷纷趋之若
鹜, 因为中国给德国汽车生产商带来了“大
光明”。德新社报道说，多位专家估测，中
国汽车市场今年将有6%或更多的增长。电动
汽车的增长将尤为强劲。
　　杜登霍夫说，“中国正在把所有人都甩
到后头。”今年前三个月，中国这一全球最
大汽车市场的新车登记量增长了76%，达到
648万辆。这一巨大的飞跃与一年前的低迷
状况有关，当时中国因新冠病毒爆发而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但杜登霍夫认为，中国仍然
有一个“不错的20%”的实际增长。
　　中国汽车销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经济的
快速复苏和发展。中国已基本控制了新冠病
毒的扩散。中国第一季度经济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长了创纪录的18.3%。根据CAR的
计算，今年全球将有1/3的汽车是在中国销
售，占比32.4%。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距
离越来越大。到2025年，这一销售比例还将
增加到34%。剪刀差会越来越大。（丹兰）

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以视频形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
六轮中德政府磋商。
　　李克强指出，当前形势下，中德要加强
抗疫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反对
“疫苗民族主义”。用好用足中德“快捷通
道”，便利双方必要人员往来，共同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李克强强调，中国对外开放和德国参与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实践证明，中德都愿意拥
抱开放，坚持公平竞争。中国将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
享发展机遇。开放应该是双向的，要在扩大
相互开放中推进自由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复
苏。中方愿同欧盟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
日签署生效，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默克尔表示，明年是德中建交50周年，
德方愿同中方深化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
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希望双方充分发挥
两国“快捷通道”作用，保持人员有序交
往，推进疫苗生产和互认合作。德方主张开
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主张在对话协商中
解决分歧。欧中投资协定对欧中关系十分重
要，希双方共同推动协定早日生效。
　　双方一致认为，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成立
10年来，为推动中德合作发挥了“超级发动
机”作用，应当坚持办好。双方一致同意举
行新一轮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以适当方式
举办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新一届研讨会；继续
深化在经贸、投资、汽车制造、高科技、新
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
现互利共赢。
　　磋商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云签
约”仪式，见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保障
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自2011年启动以来，中德政府磋商机制
在不断充实中德关系内涵、规划两国关系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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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推销

　　A:亲，需要货款吗?我们是专业的大学生
款，无抵押，签保密协议
　　B:要1亿，你们有吗?
　　A:那需要抵押物哦
　　B:我在北京有房子
　　A:可以的，写字楼还是住宅?在什么地
方?
　　B:长安街上，天安门抵押给你
　　A:你是什么人?
　　B:者子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A:滚滚滚滚!!!

离婚题

　　数学老师与老婆离婚，临走女方在离婚
书背后写着：145x154÷4(1+1)80
　　事后，老教授用尽各种数学专业，仍苦
思不得其解。索性上课时在黑极要求学生解
答，某学生脱口而出：一事无成 一无是处 
死王八蛋

二老婆惹得祸

　　先生打电话给老婆说: “亲爱的，今晚
不用煮饭，我会从‘二老婆'处带晚餐回家。
先生回家并敲门，他的老婆来开门。结果先
生记得最后一件事是.... 一顿狠打。
现在先生在加护病房。

今天去医院拿感冒药

　　今天去医院拿感冒药，遇见一对年轻夫
妻去孕检。男的一脸焦急：“医生，我老婆
怀孕三个月了，还能不能同房啊?”医生严
肃地说：“要节制，都三个多月了当然不
行”。然后那男大声喊道：“你看，医生都
说不行了!”

吵架

　　小明早晨起来和女朋友吵架了，然后小
明十分恼怒的在烟上写下女朋友的名字，抽
了一根又一根，女朋友撒娇般的凑了上来，
说：“老公，你是想把我的名字抽进你的肺
里吗?”小明说：“我把你名字写在烟上的
意思是想抽死你!”

等了丈夫一夜

　　等了丈夫一夜，睡不着!结果到了夜里
两点他才回来，一番洗漱，上床，钻进被窝
里，不一会儿就传来酣睡的呼噜声。妻子听
见了，气鼓鼓地一脚踢开被子，丈夫一脸迷
糊地问：“天这么快，就亮了?”

就我和我老公!

　　年前跟附近的一个女网友聊了大约有
六七天，她突然问我：你帅不?给看看照片!
我说：我本人可比照片好看。女网友：那面
基。我问：时间地点?女网友：现在来我家!

我说：这么快就见家长?都谁在?女网友：放
心没别人，就我和我老公!

小名

　　大家在讨论小名，小猫说：别人都叫我
小猫猫。小猪说：别人都叫我小猪猪。小白
兔说：别人都叫我小兔兔。小鸡说：你们先
聊吧，我先走了。

老外看完已经崩溃了

　　1.还没上床和还没上床是两回事；
　　2.包小姐和包小姐是两回事；
　　3.不要紧的和不要紧的是两回事；
　　4.吃鸡吧和吃鸡吧是两回事；
　　5.一次性交多少钱和一次性交多少钱是
两回事；
　　6.大学生活好和大学生活好是两回事。

帅伙子送水

　　今天下午，办公室饮水机没水了，就打
电话让送水，来送水的是一年轻帅气小伙
子，女同事们调侃他：“哎呦，小伙子真
帅，怎么就送水了呢？明明能靠脸吃饭，却
非靠体力，不累吗？”
　　送水工：“大姐，别开玩笑了，我也靠
脸吃饭过，那个比送水还累！”

男朋友的标准

　　问一个女生找男朋友的标准，她说：
　　“长的帅的”
　　“就这一个条件啊”
　　“不 这是两个条件”

这里有个老实人

　　一对男女同学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

男同学的手悄悄的从靠椅背后伸过去，轻轻
的搂着女同学。女同学没有挣扎，轻轻地
在他耳边说：“我心跳的厉害，不信你摸
摸。”他哈哈一笑说：“生理学我懂，脉搏
和心跳速度是一样的，来我给你搭个脉！”

家里穷

　　小时候，家里穷，洗不起澡，只能趴在
窗户上看邻居阿姨洗澡。哎，命苦！家里
穷，娶不起老婆，只能睡别人家的老婆。
哎，命苦！家里穷，养不起孩子，只能让隔
壁帮我养。哎，命苦....

早晨，浴池刚刚开门

　　早晨，浴池刚刚开门，首先来了一个女
顾客，她却走进了男浴池。等她脱光了，男
管理员进来告诉她这里是男浴池。女顾客十
分生气：“为什么等我脱光了，你才告诉我
这是男浴池?”男管理员：“我得彻底确认
一下啊!”

　　本报讯：当德国的联盟党仍然就今秋谁
出任总理候选人，在北威州州长拉舍特和巴
伐利亚州州长索尔得之间争吵不定之际，德
国的绿党总理候选人却突如其来地出炉了。
　　绿党（Grüne）在4月19日的网络新闻发
布会上由双主席之一的罗伯特·哈贝克先生
（Robert Habeck）宣布，现任双主席之一的
安娜琳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
女士将出任今秋德国大选时绿党总理候选
人！
　　哈贝克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贝尔博
克“战斗性强、专注、坚强，她确切地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对促进绿色环保充满热
情。她将领导绿党参加选举活动”。不过，
该决定仍需在6月11日至13日的党代会上予
以确认，但可以肯定会获得批准。
　　绿党的一男一女双主席体制，已经实行
多年。目前两位主席合作紧密，关系和谐。
这给绿党带来了很多加分因素。反观联盟党
的两位男士州长，为了总理候选人的位置争
夺了多日，至今还没有得出结果，严重连累
了党的形象。

民意使然

　　绿党在联邦层面实施双主席制，在现任
的两位主席中，哈贝克长期以来知名度一直
非常高。在2019年11月《镜报 （Spiegel）》
周刊的调查中，有42％的人认为他适合担任
总理，而贝尔博克的得票率只有11％。
　　令哈贝克的追随者感到震惊的是，他
在后来的民调中输掉了这个巨大的领先优
势。根据为《图片报周日版》进行的一项最

新Insa询问——谁将成为更成功的总理候选
人，贝尔博克得票占比为27％，而哈贝克为
26％。
　　而在绿党选民中，贝尔博克以52%领先
于26%的哈贝克，成为明显的胜出者。绿党
主席一直在强调，候选人应该是入住总理府
机会最大的那位。
　　另外，绿党是一个女性强势的政党，一
直高扬女权主义。在联邦议院绿党议会党团
中一些有权势的女性就认为：“如果我们有
两个同样出色的候选人，那就不可能让男士
优先。”言外之意，女性党主席是理所当然
的总理候选人。 

贝尔博克本人意愿强烈

　　现年40岁的贝尔博克，于1980年出生于

下萨克森州。年轻时，她是一名职业竞技运
动员，曾在德国蹦床锦标赛中获得过三枚铜
牌。
　　她曾在汉诺威攻读公共法律，之后毕
业于著名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法
专业。贝尔博克可以用流利的英语接受采
访——即使到了2021年，这在德国政客中也
不多见。 
　　在去年12月《图片报周日版》的采访
中，贝尔博克明确提出了自己对的权力追
求：“我相信自己能成为总理。”在今年3
月，她承认，若放弃竞选总理一职将是她
“扎到心上的一根刺”。 
　　贝尔博克有两个就读小学的女儿。很
长时间以来，她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就住在
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Potsdam）。她的丈
夫霍佛勒希（Daniel Holefleisch）是德国邮
政（Deutsche Post）公共事务经理。她认
为：“母亲必须能够在这个国家从事任何工
作。”绿党自称是现代人，在绿党那里，孩
子一定不能成为职业杀手。此外，贝尔博克
主张在气候保护方面采取更有力措施。 

第二个“默克尔”

　　近年来，绿党的发展形势大好。在联邦
层面，她取代了原来的大党——社会民主党
的位置，成为继联盟党之后的第二大党。在
州层面，绿党已在巴符州执掌州长大权。在
今年几个州的地方选举中，绿党得票不俗。
目前绿党在德国16个州中的8个州已经作为
执政伙伴进入了州政府。
　　众观全局，今年无论谁入住总理府，

都 绕 不 开 绿 党 。 绿 党 或 许 与 社 会 民 主 党
（SPD）和自民党（FDP）组成交通信号政
府，或许与社民党和左派党（Linke）组成联
合政府。当然，联盟党也准备与绿党结盟组
成联合政府。
　　历史上，德国绿党曾经有过与社民党联
合执政的经历。1998年10月的联邦大选中，
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获
胜，成功当选德国联邦总理，首次联合绿党
组建中间偏左联合政府。2002年9月22日举行
的联邦大选，红绿联盟再次取得胜利，但3
年后施罗德政府提前下台。
　　截至4月18日德国各主要政党民调支持
率，从左到右依次是联盟党（基民盟CDU和
基社盟CSU）、绿党、社民党、选项党、自
民党、左派党、其他党派。
　　美中不足的是，贝尔博克没有在基层工
作的经历，也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缺乏
从政历练。她最初在欧盟议会任职，自2013
年以来一直在联邦议会工作，自2018年以来
一直担任绿党党主席。而联合主席哈贝克曾
在石荷州担任环境部长长达六年之久。
　 　 不 过 ， 资 深 绿 党 人 约 尔 根 · 特 里 丁
（Jürgen Trittin，66岁）凭自己的经验说，州
与联邦之间的飞跃之大，州部长级也不会带
来什么优势。

绿党大佬约尔根·特里丁

　　无论如何，贝尔博克都是强劲的竞争
者。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新女性总理。那
她将是与默克尔完全不同的女总理。

德国将迎来又一位“铁腕女总理”？高人气绿党美女主席挂帅选战

《明镜周刊》报道：安娜琳娜·贝尔博克成
为绿党总理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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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让
本店位于Duisburg住宅与商

业区，24年老字号，店面100
平方米，租1400欧，有仓

库停车位，门市熟客多，有

稳定餐馆订货。联系电话：

00491793824685   

技工厨师
为餐馆经营者提供有 IHK资

历认证的、有技工居留的厨

师，流程所需时间一般为4到
6个月。每个委托收取费用

500欧元。有兴趣者请联系：

0172-4153420   

超市转让   

本店于慕尼黑市中心地铁

站 ， 面 积 7 5 平 米 ， 租 金

1 9 2 0 ，有稳定客源和稳

定 餐 馆 订 货 ， 联 系 电 话

00491762237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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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馆出让
本店位于Niedersachsen,
自助餐 ,餐厅带住家并有大

型 停 车 场 , 有 意 者 可 联 系

015217565471

手机平板
华人手机专业维修收售中

心，维修销售手机平板。诚

信经营，欢迎咨询。

本 广 告 长 期 有 效 ！ 微

信：w a i n o t r a d e  电话：

01521788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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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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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头主人／Kontoinh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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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转眼间《华商报》已经伴随我们度过了25个春秋，您们同我们一起目睹了

她的成长和壮大，感谢您们！不少人告诉我们，他们来德国是靠这份报纸的伴随而留学、打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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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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4月商业景气指数继续上升

受访企业对

现状更满意、对未来态度消极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26日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4月商业景气指数环比继
续上升，从3月的96.6点小幅增长至96.8点。
　　具体来看，4月制造业指数延续上月的强
劲回升态势，创下2018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
不过，虽然受访企业对当前经营状况的满意度
显著增加，但对未来数月的发展信心却有所下
降。有45%的企业表示，初级产品出现了供应瓶
颈，这一占比为1991年以来最高。
　　服务业指数继上月的大幅上升后开始回
落，业内不少受访企业对现状和前景的担忧有
所增加。比起受工业积极影响而明显复苏的物
流业，旅游和餐饮业依旧经营状况惨淡。
　　4月贸易指数的轻微上涨可以归功于汽车销
售市场的繁荣，但行业整体对未来的预期较为
消极，且批发商比零售商要更加乐观一些。
　　建筑业指数有所下降，除了对经营现状不
太满意之外，受访企业对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
增加。与此同时，不少企业还面临材料短缺的
困境。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26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德国大部分受访企业对
行业经营现状的判断较此前更加积极，但对未
来六个月的发展预期又重新变得悲观——第三
拨疫情和初级产品的供应瓶颈正在抑制德国经
济的复苏。
　　据悉，伊弗商业景气指数基于每月对约9000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德国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
调查的结果编制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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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磋商和讨论，昨天
夜里（4月19日）联盟党（CDU和CSU）
终于推出了今年角逐总理大位的候选人。
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成为联盟
党的总理候选人。
　　阿明·拉舍特是北威州现任州长，今
年初才被选为基民盟（CDU）主席。在
一年多与新冠斗争的过程中，他渐渐被大
众熟知，被普遍认为是默克尔路线的执行
者。
　　联盟党中现任基社盟（CSU）主席、
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尔得因其强硬
的抗新冠政策，在这一年中，名声鹊起，
也不掩饰成为总理候选人的野心。
　　联盟党的抉择颇左右为难。基民盟

（CDU）是全国性大党，现任总理出自
基民盟。基社盟（CSU）是基民盟的姊妹
党，偏安巴伐利亚州。虽然索尔得声势
高，但要在选战中获胜，比较艰难。且
CSU在历次总理竞选中都没有成功的记
录。
　　在星期一夜里46个投票委员会成员
中，有31人投票赞成CDU主席拉舍特，而
9票赞成CSU主席索尔得，6票弃权。

　　索尔得此前曾表示，他将接受基民盟
联邦理事会会议的结果。星期二他对拉舍
特的当选表示祝贺，认为：“我们不想分
裂。” 并将继续提供CSU的支持。
　　至此，三大党的总理候选人都已定
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竞选中，总理将
在基民盟的拉舍特、社民党的奥拉夫·舒
尔茨（Olaf  Scholz）和绿党的贝尔博克之
间产生。

　　今年的四月是30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四
月。虽然太阳经常高挂，可温度却不高。
冷风常在耳边吹过，在早晨，许多地方的
温度都在零度以下，白霜覆盖着郁金香和
水仙花。这个四月是个颤抖的霜冻春天！
　　人们经常听到气候变暖的消息，那这
个四月的寒冷与气候变化有关系吗？ Q.
met气象服务的气象学家多米尼克·荣格
认为，“由于一个月太冷，无法得出有关
气候或气候变化的结论。”到底有什么区
别？
　　来自德国气象局的气象学家安德烈亚
斯·弗里德里希（Andreas Friedrich）说：
“在当前的寒冷四月，我们谈论的是天
气，而不是气候。气候和气候变化始终意
味着要考察至少30年的时间段，然后根据
这些时间段来计算平均值或趋势。天气的
短期波动是由于大气的混沌系统造成的，

并且明显大于长期的气候趋势。因此，像
这样的四月绝不会与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
相抵触。”
　 　 波 茨 坦 气 候 影 响 研 究 所 的 气 象 学
家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和
气 候 研 究 人 员 弗 雷 德 · 哈 特 曼 （ F r e d 
Hattermann）表示：“即使在德国，一个
月特别凉爽，但对全球变暖而言，这并没
有任何改变。” “随着气候变化，极端
情况也增加了。甚至可能会非常寒冷。在
冬季，全球变暖会导致极地涡旋破裂，原
本它是将冷空气困在北极的。然后，极冷
的空气会爆发并导致在美国或欧洲的极端
寒冷。但是，数据显示，随着气候变化，

发生的极端酷热多于极端的寒冷。”
　　气候学家卡斯滕·勃兰特（Karsten 
Brandt）表示，即使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冰
冷状态，温暖也会从5月中旬开始。 “当
天 气 发 生 变 化 时 ， 洋 流 有 时 会 持 续 数
周，在这种情况下是东方和北方，而近
年来则经常是南方和西南。今年的新冠
年令人讨厌，但是最晚在5月中旬的冰圣
（Eisheiligen，特别的时期5月11至13日）
期之后，天气会有所不同。绝对不会在
这个夏天没有暑热和阳光。一旦获得亚
热带空气，我们的气温将达到25到30摄氏
度。” 哎，老天我们是左右不了的。

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敲定

德国30年来最冷的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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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口罩不给钱
德国卫生部长遭口罩供应商起诉

　　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4月3日报道，已故
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儿子沃尔特·科
尔已向波恩地方法院提起针对联邦卫生部长
施潘的诉讼，诉讼金额达到近550万欧元。
　　沃尔特·科尔的公司去年春天参加了德
国联邦卫生部FFP2防疫口罩的竞标，并获
得以单价4.50欧元交付一百万个FFP2口罩
的订单。然而，卫生部至今尚未支付账单。
　　沃尔特·科尔认为政府未遵守合同，称
“不理解施潘和卫生部为何违约”。德国卫生
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说，拒绝就正在进行诉讼
的程序细节发表评论。（阮佳闻）

德国汽车业3月现况指数上升
但预期指数下降

　　伊福经济研究所(Ifo)4月6日发布的一项
调查显示，德国汽车业生产经营活动在3月
加快速度，尽管业内高管对未来几个月前景
的乐观程度下降。
　　该项调查中的现况指数从2月份的负0.4
上升至3月份的7.9，因汽车制造商填满订单
并提高了产量。
　　Ifo首席经济学家沃拉博说：“汽车制造
商的春天来了。”
　　但是企业预期指数从2月份的37.3下降
至19.1点，这表明该行业的经理们对未来几
个月的前景感到沮丧。(张涛/张若琪)

德国2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1.6%

　　德国联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2月工
业产出环比下降1.6%。
　　数据显示，当月德国能源业产出环比
下降1%，建筑业产出环比下降1.3%。排除
能源和建筑业后，2月工业产出环比降幅为
1.8%。
　　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将1月工业产出
环比降幅从2.5%调整为2.0%。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在一份声明
中说，德国工业保持比较强劲势头，但受新
冠疫情影响，仍面临不确定因素。
　　德国联邦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2月德国工
业新订单环比上升1.2%。（朱晟/张雨花）

德国商品出口额
连续10个月环比上升

　　德国联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
示，经工作日和季节调整后，2月德国商品
出口额环比上升0.9%，连续第10个月环比
上升；商品进口额环比上升3.6%。
　　数据显示，2月德国商品出口额同比
减少1.2%，进口额则同比上升0.9%。当
月，德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出口额同比减少
0.3%，进口额则同比上升0.7%；对欧盟以
外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减少2.3%，进口额
同比上升1.1%。
数据还显示，当月中国是德国最大进口来源
国，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99亿欧元，同比
上升32.5%；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85亿欧
元，同比增加25.7%。（朱晟 张雨花）

德国四分之一的酒店面临倒闭

　　德国每日新闻当地时间4月10日报道，
根据德国餐饮和酒店业协会最近的一项调
查，该行业中四分之一的公司现在都在考虑

放弃运营。协会主席佐尔里克表示，许多酒
店和饭店经营者都面临着重大的财务危机。
被调查的企业家中有75％的人担心自己公
司的生存状况，约有25％的人预计会结束
运营，成千上万的员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担
忧。佐尔里克呼吁政府在5月份无条件允许
旅馆、饭店和度假公寓重新开放。

德国工程行业产量
2021年预计增长7%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4月
12日称，德国工程企业短短数月第二次上调
2021年产量预估，受来自中国、其他亚洲国
家以及美国的需求提振。
　 　 “ 我 们 将 前 次 预 估 值 上 调 了 3 个 百 分
点 ， 目 前 预 期 2 0 2 1 年 实 际 产 量 将 增 长
7%，”VDMA主席Karl Haeusgen在汉诺威工
业博览会开幕前表示。(白云/王兴亚)

德国电气行业
预计2021年产量增长5%

　　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协会4月12日在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上表示，考虑到业务预期、整
体环境等重要业态指标的上升，该协会预计
德国电气行业2021年的产量将增长5%。
　　据了解，自去年秋季以来，德国相关企
业接获的订单呈增长势头，并在今年年初继
续保持积极态势。2021年2月，订单数量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2021年第一季度
电子电气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为82%，几乎恢
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马克思·米
尔布雷特表示，预计2021年整个德国工业生
产增长8%，随着数字化的加速，电气行业
将作出“决定性”贡献。此外，汽车行业和“工
业4.0”对芯片和传感器的需求将继续维持在
高位。目前，企业接获的订单已经超过了新
冠疫情前的水平，有迹象表明，企业将进行
大量投资。米尔布雷特强调，新冠疫情后的
经济正呈现“V”型反弹的趋势。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除了新冠疫情带
来的不确定性之外，微芯片、塑料、钢和铜
材等部分材料出现的供应瓶颈“令人担忧”。
此外，运输问题也加重了供应短缺的状况。
　　据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协会的统计，2020
年中国是德国电器产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国，
出口额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增幅。（余鹏）

德国今年小麦和油菜籽收成
同比增长

　　德国农业合作社协会(association of 
farm cooperatives) 4月16日公布的第二次收
成预测显示，德国2021年各类小麦产量预计
将同比增长2.2%，达到2263万吨。
　　该协会预测，德国2021年冬季油菜籽产
量将比去年夏季增加1.6%，达到357万吨。
这一数据高于3月份的首次收成预测，当时
该协会曾预测小麦收成为2234万吨，冬油菜
收成为348万吨。
　　该协会说，德国的天气对谷物和油菜籽
来说“基本上是积极的”。
　　在邻国法国，人们担心霜冻会损害一些
农作物。今年4月，法国遭受的霜冻比德国
严重。
　　该协会说，德国近几周的寒冷天气减缓
了谷物和油菜籽的生长，一些作物的生长速
度比去年慢了两到三周。但总体而言，作物
产量情况是积极的。
　　“这些植物在春季土壤湿度良好的情况
下慢慢生长，这提高了产量潜力， ”报告
说。

德国城市经济
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为严重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Ifo）19
日发布研究报告称，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
城市经济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根据这份最
新研究结果，德国的城市失业率上升，公司

经营状况恶化，西南地区工业城市受短期工
作制的影响最大。
　　2020年1月至2020年8月，德国城市的
失业率上升了近1.5%，而乡村地区仅上升了
0.3%至0.8%。其中，8月德国城市的失业率
甚至增长到了8.2%，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2020年德国人因疫情
减少消费1160亿欧元

　　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19日援引德国经
济研究所（IW）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称，
2020年德国人的平均消费支出比2019年至
少下降了1250欧元。这意味着2020年德
国总体消费支出比2019年减少了1160亿欧
元，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防
疫限制措施，导致商店关闭。
　　在所有消费品类中，服装和鞋子的销量
下降最为明显；相比之下，人们在汽车和家
具等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则有所增加。与此
同时，消费的减少也导致了私人储蓄的增
加。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德国家庭
私人储蓄占支出的比例由2019年的10.9%上
升到2020年的16.2%。报告指出，德国消费
者的购买力累计已超过2000亿欧元。如果民
众在疫情危机结束后将这些钱花费出去，那
么今年夏天的经济复苏力度将比预期要强劲
不少。
　　不过，研究所的报告还显示，尽管有购
买力的积累和良好的就业前景，但德国人的
消费情绪依然比较消极，43%的被调查者希
望保留储蓄。（阮佳闻）

德国4月综合PMI环比下滑

　　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23日公布
的月度调查结果显示，德国4月综合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从上月终值57.3下滑至
56.0。
　　调查显示，德国4月服务业PMI从上月
终值51.5降至50.1；制造业PMI从上月终值
66.6微降至66.4。
　　埃信华迈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菲尔·史密
斯表示，新一波新冠疫情抑制了德国服务业
复苏势头，当月数据显示服务业活动接近停
滞；对于制造业，供应链供需不平衡正持续
推高企业成本。
　　由于疫情冲击社会经济活动，2020年4
月，德国综合P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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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晟/张雨
花）

德国奥委会：德国体育界
正遭受数十亿欧元的损失

　　4月23日，德国奥委会主席阿尔方斯·霍
尔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防疫措施
给体育活动带来的限制，德国体育界正遭受
巨大的损失。他指出：“多项分析表明，全
国范围内的体育损失已达数十亿欧元。”
　　据霍尔曼透露，越来越多的体育俱乐部
职员被迫离职，而许多赞助商的撤离也让
俱乐部损失惨重：“我们三分之二的成员组
织不确定他们能否在今年继续保持稳定运
营。”他呼吁采取更加差异化的体育开放政
策，尤其是针对非接触式的户外体育运动。
鉴于德国已通过了新的《传染病防治法》，
包括宵禁令等在内的全国统一“紧急刹车”制
度将从24日起正式生效。霍尔曼担心持续的
限制措施会给德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我们国家的孩子从来没有像过去的十二个
月那样过着如此不健康、不运动的生活。长
远来看，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再度增加604亿欧元债务！
德国联邦议院批准2021年度财政补

充预算

　　4月23日，德国联邦政府批准了2021年

度的财政补充预算。根据该预算，德国政府
将再度追加604亿欧元的债务，主要用于援
助公司、家庭和购买疫苗。德国联邦副总理
兼财政部长肖尔茨表示，这是“克服疫情危
机的基石”。
　　据悉，这部分补充预算将为该国卫生政
策和经济援助提供更多的资金，同时也将用
于补偿较低的税收。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
投了赞成票，德国选项党、自民党和左派投
了反对票，绿党弃权。肖尔茨强调，补充预
算是对整个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持：“克服危
机之后，我们将再度起航。”（阮佳闻）

德国将2022年
光伏招标规模扩大4 GW

　　德国大联盟已同意将2022年光伏发电
的投标量从计划的1.9GW增加到6GW。风
力发电量将从2.9千兆瓦增加到4千兆瓦。此
外，EEG(可再生能源法)的征税也将在2023
年和2024年稳定下来，由联邦预算提供资
金，这是之前为2021年和2022年商定的。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彼得 ·阿尔特迈尔说，
2023年和2024年，最高可达每千瓦时5美
分。
　　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BSW)欢迎在这一
立法期间增加光伏扩建数量的目标。然而，
一次性增加的4千兆瓦太低了。BSW呼吁到
2030年将光伏装机容量翻两番，并修订《可
再生能源法》。最近，欧盟就更严格的气候
目标达成协议，要求德国每年增加约10GW
的光伏发电量。
　　德国可再生能源联合会(Bundesverband 
Erneuerbare Energie，BEE)也对该联盟同
意增加风能和太阳能的投标量表示欢迎。不
过，该组织表示，这并不能取代《可再生能
源法》中关于在2030年前按照欧洲气候保
护目标迅速调整可再生能源扩张量和路径的
要求。BEE强调，德国需要将其光伏装机
容量增加到205GW，风能装机容量增加到
95GW。
　　此外，目前电力市场设计的问题仍未解
决，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但可再
生能源附加费仍在上升。仅仅继续限制EEG
附加费是不够的;当务之急仍然是从根本上调
整目前的电力市场设计与可再生能源，并解
决重组的税收，征税和附加费。

保时捷计划在德国南部建立电池厂

　　据外媒报道，大众豪华跑车部门保时捷
的首席执行官Oliver Blume表示，保时捷计
划在德国建立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厂，从而加
快其电动汽车的发展步伐。
　　Blume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时表
示：“电芯对德国汽车行业来说是一项关键
技术，我们国家必须拥有这项技术。但其中
也会出现一个高性能电芯市场，这正是保时
捷的领域。正如我们曾研发高性能内燃机一
样，我们现在想要站在高性能电池的最前
线。”Blume补充道，新电芯厂将建设于蒂宾
根的斯瓦比亚城镇。
　　鉴于为满足欧盟更严格的排放法规，电
动车产量增加，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寻求减少
对海外的依赖。目前，他们主要依赖亚洲的
电池供应。保时捷将从母公司大众采购电动
车电池。大众计划在欧洲建设6家电芯厂，
并在全球扩大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4 月 初 ， 保 时 捷 研 发 总 监 M i c h a e l 
Steiner表示，随着欧洲对零排放汽车的需求
加速增长，现有的电池供应商正把重点放在
产量和成本目标上，而更专业化的需求（例
如保时捷的）被放到了一边。
　　Steiner称：“我们非常希望将高功率电
池应用于赛车运动，如果可行的话，最终也
能应用于高性能公路汽车。但在席卷整个行
业的巨大变革中，留给电池特殊要求的空间
往往很小。目前，我们大多数电池合作伙伴
只是专注于增加生产线，因此我们的特殊需
求目前并不是它们的优先事项。”因此，像
保时捷这样的品牌可能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
适合自己需求的电池，包括环保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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