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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从老城眺望大海
（摄影：张燕）

2014年青岛市向我提出撰写本书的设想。在那之前的

25年里，我每年至少去青岛一次。当时我成为青岛市荣誉

市民也有10多年时间了。作为一名与青岛交往多年的德国

友城的前副市长，我认为我有资格对青岛在这一时期的发

展作出自己的评价。

我欣然接受了这份邀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查阅

大量资料，而不是仅凭记忆和感受来回顾青岛的变迁。在

过去30多年时间里我经常访问中国，最多时甚至一年访问

中国5次。青岛乃至整个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飞速发展，

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在科技尚不发达的过去是难以想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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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薛晨中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以“人”为主要

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方式向日益数字化、工业化导向的现代

经济形式的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呼吁将德国

质量和德国式的严谨与中国速度相结合，而青岛就是最好

的范例：青岛不仅在历史上与德国联系紧密，且中德两国

政府共同打造了合作示范项目——中德生态园。

中国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从以下对比中看到：1993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405亿美元，2013年，这一数字已

经达到9.24万亿美元——增幅超过20倍！相比之下，日本

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7万亿美元，但在2013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与此前大致相同。

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一时期居民平均收入变化：在这20

年里，中国居民的年均收入从1993年的6164元人民币（根

据2015年7月的汇率，约1000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55363

元人民币（约89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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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授予艾格尔博士“青岛荣誉市民”称号
（图中：艾格尔博士和时任青岛市市长夏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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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任青岛副
市长胡绍军和曼海
姆副市长艾格尔博
士签订《莱茵-内卡
地区与青岛的友好
合作协议》

青岛还与德国基尔市在帆船运动领域保持长期合作，

与帕德伯恩市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帕德伯恩大学

和青岛科技大学。这两所大学在青岛设立了中德学院，由

中方和德方大学共同管理。在这里，中德师生交流频繁，

共同设计课程。2014年，所有在青岛留学的德国学生都毫

无例外地向我表示，在青岛的这段时光让他们看到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景象。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画面，与许多德国

媒体广泛传播的画面不同。很遗憾，在德国有些关于中国

的报道往往带有倾向性，很多来中国旅游的德国游客也跟

我分享了这一观点。

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促进本国繁荣的一个

大好时机。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得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强

大的贸易伙伴，它不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还提供物美价

廉的产品。

城市共同发展的基础是各个城市、城市代表和居民

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友好合作关系的拓展在整体经济

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友好合作关系绝不能只

是为了短期内获得一些展示效果。友好合作关系必须建立

在彼此尊重、包容、理解、信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公平

与德国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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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曼海姆交响
管乐团访问青岛

对话、持久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只有在上述基础之

上，不断提升自己的跨文化能力，才能建立成功的伙伴关

系，最终使这种伙伴关系发展成为真正的友谊。

在我的积极推动下，曼海姆路易森公园建造了一座配

有茶馆的中国园，其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我筹集的捐款。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与中国建立起了稳固的关系，这种良好

的关系将造福两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是随后所有伙伴关系的原

点。善良的领导人，特别是来自基层的领导人，为了更好

地理解其他民族，推进和平进程，愿意与以往战争中的敌

对方达成和解。早在1951年，来自多国的50位市长在瑞士

日内瓦成立了欧洲城镇理事会，并于1984年将其扩大为欧

洲市政和地区理事会。这为欧洲城市突破边界建立与其他

地区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其宗旨是了解他国人民的生

活习惯，增进对他国民众的了解，积累新的认识，消除偏

见。



25

2015年8月青岛青少
年足球队在曼海姆
参加第三届德中足
球邀请赛

在经济和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与拥有不同文

化的人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毫无疑问，没有

对话就很难实现相互理解。

实际上，合作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一切都取决于

人们的意志和行动。伟大的欧洲之父、法国人让·莫内在

1976年的回忆录中说：“没有勤奋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

可能实现。没有强大的制度，任何事情都不会持久。”

当今社会已从农业社会发展到社会分工明确、工业规

模不断扩大、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城市型社会，几乎生

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合作的切入口。

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合作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例如，

青岛市档案馆和曼海姆市档案馆的示范性合作，就是远远

超出城市的界限并创造出更多可能性的好例子。

在文化领域，德国人民总是对中国的民间艺术、音乐

和绘画着迷。青岛电视台小白帆少年芭蕾舞团曾5次访问曼

海姆并登台演出。中国青少年一次次的精彩表现给德国观

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青岛电视台的30人代表团最近一次访问曼海姆期间，

中方希望在小艺术家们在表演的前一天和德国的同龄小伙

伴们开展联合艺术活动。这场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我相

与德国的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