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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不仅能够上得厅堂，对德国也对
中国的政治策略游刃有余。她还能下得厨
房。 
　　默克尔是一位在中国受欢迎的客人。在
其任期内她曾七次访问中国，每一次她都得
到来自中国政府首脑和社会各界的赞誉。中
国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实
力。通过欧盟非正式女领导人到访中国，向
世人展示国事访问的重要性。他们进一步强
调经贸合作的愿望，同时也强调国家内部政
权和领导人的重要性。 
　　当德国政府首脑如果想要与中国领导人
就人权等话题进行讨论时，就会很快感受到
这一点。讨论这样的话题在德国领导人看来
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也
许是禁区。
　　对于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说，她将如
何就这些禁忌话题展开讨论并成功对话？ 如
何鼓起勇气直面意见分歧？ 她要让中国领导
人眉头紧锁吗？ 她敢于运用德国人的谈话方
式将问题直接挑明并按民意直言吗？
　　默克尔十分清楚政治权力对于中国领导
人的意义。 她也清楚要通过另一种方式从争
议问题中釜底抽薪，她愿意倾听中国，倾听
媒体。倾听中国老百姓的声音。但她又并不
失宠于中国政治首脑，不会谴责他们让他们
汗颜。默克尔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声誉。 
让北京或许可以接受来自德国的政治建议。
　　她也会倾听来自德国国内的声音吗？人
们会接受她这种处事方式，理解并叫好吗？
其实人们并不看好默克尔这次的宫保鸡丁掌
勺之旅。
　　默克尔并没有屈服于来自德国国内公众
与媒体的政治压力。她自我权衡，在怎样的
时机提出尖锐性话题。她自我权衡将这些话
题在一个公共空间中进行说服讨论。她冒着

在德国国内被批评且不受欢迎的风险用这样
的处事方式访问中国。
　　默克尔很好的完成了既定的计划，她没
有采取其他方式。她在合适的限度内从两个
方面展开外交访问。一方面，她尊重中国政
治首脑的政治权力。这种有着几千年历史的
古老皇权，被中国的政治首脑从始皇帝那里
使用与实践着。 这种权力确定并保障着社会
与文化的框架。 

　　另一方面，默克尔直面中国老百姓。 她
来到成都的农贸市场并自掏腰包购买各种烹
饪香料。尽管她没有亲自动手，但她还是乐
于表现的象一位邻家大妈一样在街边的川菜
馆学做宫保鸡丁。近距离接触老百姓，让人
们看到她。默克尔希望让人们清晰的看到

她。这是她在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
　　此前她还访问了一个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这次考察没有媒体拍摄。这种做法的寓
意是：重点不在于她在发展中心说了什么，
重要的是，她在那样一个地方。她选择这样
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认为有些“碍眼”的地
方考察，到被忽视的社会服务志愿者们以及
为家长提供咨询和培训的地方考察。
　　这样的考察地点和农贸市场一样，可以
被中国政治首脑接受，也可以有机会通过中
国官方的媒体进行广泛报道，进而产生广泛
的影响。这样明确和详细的报道增加了默克
尔的受欢迎程度。 她还尝试着对于中国的农
民工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并关注社会弱势群
体和老百姓的命运。 
　　默克尔让中国政治首脑感知到她不可被
小视，她始终牢牢掌握着政治策略的主动
权。她是一位令人信服的女政治家。她是
德国政府的首脑，不可能被别的国家左右思
想，告诉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她可以与
中国政治首脑平等交流。
　　默克尔间接的将她对于中国内部问题的
政治策略通过中国的新闻媒体传播出去。让
对于这些禁忌话题感兴趣的中国人能够敢于
提出批评意见。
　　默克尔运用中庸和谐的方式对中国老百
姓有意或无意的抛出问题并进行讨论。中国
的政治首脑虽然按照他们事先指定好的访问

安排行事并严格把关，但默克尔也可以如西
方所愿，在对于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中创
造更多的机会和讨论范围，她非常清楚如何
在有限的空间内周旋。当公众开始质疑并碰
触中国政治权力底线时，政治对话便会立刻
中断，随后中断政治往来并关上交流的心
门。她清楚，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自己国家社
会的状况是能够通过观察整个社会进行讨论
的。但如果西方将中国国家和政治作为一个
整体加以批评质疑，将会直接表现为爱国者
的防御姿态。
　　默克尔十分了解以上提及的中庸之道，
通过与中国政治首脑相互平等但敏感的会
晤，以及她了解中国人心态的天赋去实现她
的政治主张。她了解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的
限度并合理运用它。她知道，这是进行人权
对话的好机会。 
　　sollmann@sollmann-online.de
　　www.sollmann-online.de
　　www.body-languages.net

同一天默克尔用自己选购的
食材学习烹制宫保鸡丁

　　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Shand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Germany, SDUAAG)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于柏林时间2014年8月8日
在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乌尔姆市隆重召
开。
　　在经过了长达两年多的筹备之后，从开
始在个别校友之间有创建校友会的想法，到
得到母校和山东大学海外校友总会的首肯，
再到着手落实校友会各项章程，建立校友会
QQ群并联系上了分布在全德各地的70余位校
友，大会终于在山大校友相对集中的美丽的
多瑙河畔小城乌尔姆召开。
　 　 大 会 在 风 景 秀 丽 的 乌 尔 姆 大 学
(Universitaet Ulm)东校区N27科研楼举行。原
计划在当天下午15点30分开始，但是，14点
钟左右，已经有热切的校友陆续到达场地。
因为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会
场里到处可见来自乌尔姆当地的协助会议筹
备组做准备工作的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很
快，来参会的当地甚至外地校友也参与到
他们当中。场地提前顺利布置完毕。15点左
右，已有十几位校友到达会场。在做了简单
自我介绍分享之后，大家自发进入了此次活
动的第一个环节“留德经验交流”：按照母
校入学的时间先后顺序，校友们开始在点点
滴滴中重温关于母校的记忆，并彼此分享在
德留学工作生活的经历。
　　下午17点，来自斯图加特、卡尔斯鲁
厄、慕尼黑、法兰克福、杜伊斯堡等全德各
地的校友们也纷纷赶到会场。17点30分，山
东大学德国校友会成立暨揭牌仪式准时开
始。仪式由校友会召集人、德国万格思有限
公司（Wangers GmbH）王晓峰先生（01级
包装工程）主持。出席揭牌仪式的嘉宾有：
赴乌尔姆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议的山东大学
材料学院田学雷副院长、闵光辉教授、慈立
杰教授、范润华教授、党锋教授、尹龙卫教
授、季忠教授、李辉教授、刘久荣教授、张
琳副教授、司鹏超副教授、张子栋讲师；乌
尔姆大学国际处主任Reinhold Luecker博士；
德国山东同乡会孙海风副会长，乌尔姆中国
学生学者联合会董瑞巨主席；中国旅德学者
化学化工学会柳迪理事，田眗先生以及贾思
立先生；戴姆勒Ulrich Kressel博士；大会特别
邀请到了山东大学留德杰出校友代表德国耶
拿莱布尼茨研究所，荣膺欧洲科学院院士的
汪兆琦教授（78级生物）；德国发行量最大
的首个半月刊报纸《华商报》创办人兼主编
修海涛先生（77级历史）等。
　　田院长受山东大学国际事务部邹难部
长、山东大学校友总会刘学祥秘书长委托转
达了母校对德国校友会成立的大力支持与
衷心祝愿，并致开幕辞。山大母校在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便
的长足进展让校友们为之骄傲，山大校友
在海内外各个领域的杰出贡献也让大家备受
鼓舞。山东大学非常重视校友工作，提出了
“凡我在处，便是山大”的校友理念，海外
校友会陆续在北美、澳洲、欧洲等地区建
立，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成为了山大第20个
海外校友会。
　　Luecker博士也在百忙中受邀做嘉宾发
言，他对校友会的成功召开给予热烈祝贺，
并对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选择在乌尔姆成立
表示荣幸。Luecker博士对山东大学与乌尔
姆大学长达十几年的愉快合作做了回顾，并
对未来更广阔的合作前景进行了展望。他指
出，乌尔姆这所年轻但精英的大学将更加坚
定国际化的步伐，计划将国际学生的比例由
现在的10%在近几年提高到20%。这对于跟乌
尔姆大学一直有着优良合作传统的山东大学
及众多有着留学梦的山大学子们来讲，无疑
是个令人喜悦的讯号。大会还收到了来自山
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刘方会主任，德国
山东同乡会张宝祥会长，山东大学海外校友
总会马欣会长及前任会长汤学武，程少森，

山东大学澳洲校友会冯光斌会长，山东省政
府驻德国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惠宏玉先生等
发来的贺信贺电。在会场热烈的掌声中，田
院长代表山东大学，将印有“山东大学德国
校友会”字样的会牌交给留德山大校友代表
汪兆琪院士。
　　大会接下来重点讨论了校友会章程，当
场表决并通过了关于会员资格，会费缴纳，
网站建设等提案。以他荐和自荐的方式提名
了八位候选人，差额选举出了山东大学德国
校友会第一届七人理事会。大会推选汪院士
和修主编为校友会常务顾问。
在专题报告环节，汪院士做了题为“昨天，
今天和明天”的关于其本人对于母校的记忆
及其二十多年欧洲留学经历的报告。一张张
老照片把人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一个个
关于母校的共同回忆一点一点地拉近校友之
间的距离。戴姆勒Ulrich Kressel博士同大家分
享了他跟几位山大学子的“缘分”，并表示
他会一如既往地欢迎和帮助山大学子以各种
形式加入戴姆勒或跟戴姆勒有合作的公司。
活动最后是由00级物理系校友，现任职德国
博世公司（Bosch)传感器研发项目经理的武震

宇博士主持的嘉宾访谈。汪院士、修主编和
田院长作为受访嘉宾，以现身说法的方式，
实话实说的宗旨面对面跟在场的校友们娓娓
道来，细细讲述各自的留学逸事，成长历
程，经验教训等等等等。在校友提问环节，
三位嘉宾解答大家了关于留学生“去留”与
否的困惑，对比了世界范围内几个有代表性
国家的学术氛围，民族特性，讨论了校友会
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等。活动在一片轻松
活跃的氛围中一直持续到晚上23点，校友们
才依依不舍地彼此告别。
　　再次祝贺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成立暨第
一届年会的成功举办。

　　恳请在德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广大山
东大学的校友们与我们联系：
　 　 山 东 大 学 德 国 校 友 会 校 主 页 ： w w w .
sduaag.org
　　校友会QQ群：295918285
　　校友登记邮箱：sduaag@gmail.com

　　附：
　　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构
成：
　　会长：王晓峰
　　副会长: 刘倩
　　司库：武震宇
　　秘书：张瞳
　　理事：高原 （网站）
　　理事：陈文文 （校友登记管理）
　　理事：邵润邦 （外联，宣传）
　　常务顾问组：汪兆琪  修海涛

为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揭牌。左起：欧洲科
学院院士的汪兆琦教授、山东大学材料学院

田学雷副院长

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成功举行
刘 倩

出席校友会成立大会的山大校友们合影。李文慧摄影

山大德国校友会首届理事会和顾问合影

深谙中庸之道的默克尔：厨房里的政治
Ulrich Sollmann （德国肢体语言专家）

2014年7月6日，默克尔

在成都的一家菜市场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