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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  약  本文主要围绕英国脱欧后的发展前景、欧盟的发展形势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问题等进行了探讨。周玉树教授认为旧
的欧盟格局可能已不再适合当代发展趋势，需要改革并创造互利共赢的新格局。托马斯教授认为应当以辩证的角度看待英国
脱欧带来的影响，进而分析其中的利与弊，同时肯定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计划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积极作用，这
必将促进欧洲同中国的共同发展。

주제어 : 英国脱欧, 欧盟, 一带一路, 民主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UK after Europ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EU and the world's democratic issues were discussed. Professor Zhou Yushu that the old EU pattern 
may no longer be suitable fo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rends, the need for reform and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Professor Thomas believes that the impact of Britain's departure from 
Europe should be viewed from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benefit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will be positiv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as a whole. With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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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8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电视

台，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院长周玉树教授同德国岩画

学会会长托马斯教授就英国脱欧后欧盟的发展前景、欧盟

的发展形势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问题等热点问题以对话

形式进行探讨。双方以上述问题为重点各抒己见，展 一

场别 生面的文化交流活动。

1. 英国的未来会是碎片化吗？

周玉树教授：英国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脱离欧盟，当

时我就想英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会有两条路。其一是一

条向上的道路，英国 会变得越来越好；另外一种可能就

是要走下坡路，英国 面临破碎化，苏格兰也许会独立出

去。如果苏格兰独立出去，英国就会变成了一个很 的国

家，与此同时，英联邦的四十多个国家是不是也会面临独

立这一同样的问题，那么所谓的大英帝国可能就此就会瓦

解。 近，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女士提出苏格兰要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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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脱离欧盟之前也要举行公投，让人民来决定苏格兰是否

独立。这一提议受到我国国人的广泛关注。托马斯先生是

怎样看这个事情的呢？

托马斯教授：对于苏格兰是否要从英国独立出去这一

问题，我认为对于中国及亚洲甚至世界的影响是不确定

的，苏格兰公投同意独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有自己的

独立话语权，我想对中国和亚洲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中

国讨论苏格兰是否会独立，从对英国和欧洲来说，我认为

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苏格兰有它自己的贸易和它自己

的发展，那么他独立出去是否会对欧洲和欧洲大陆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这一影响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才会逐渐凸显出

来。

2. 欧盟会不会解体？

周玉树教授：让我担心的是一个叫“潘多拉”的盒子，这

个盒子打 了以后魔鬼就钻出来。我担心英国在搞公投，

苏格兰也在搞公投，那下一步呢，我看法国也有这个倾向

搞公投，法国也不要被列在欧盟里面，希腊呢也要搞公

投，匈牙利呢可能也要搞公投，北欧有的国家呢也有可能

要搞公投，都要搞公投，那么现在的“欧盟”会不会瓦解？

托马斯教授：当前欧洲的结构是趋于合理的，所以媒

体对欧盟正面的宣传较多，但是经过我们的讨论，我认

为，欧盟的发展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一般的媒体认

为欧盟在贸易方面、交通方面及诸多方面能够拉近各个国

家的交流。但是 要欧盟的媒体时代终于结束了。其他一

些新的变化、新的结构及现象已经 始显现，各个国家及

其各个方面对于欧盟在经济方面的作用理解是不相同的。

其他很多地区，比如中国等东方国家都对欧盟的未来发展

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欧盟未来的发展有其新的方向。欧

盟的其他国家并不把英国脱欧等同于打 了潘多拉魔盒。

欧洲的许多国家很多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加入欧盟，一些弱

的国家受到许多不同的因素影响，例如受到其他大国的

胁，从而 虑到自身利益和发展 求才加入到欧盟，而

一些 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希望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中

国是一个大的国家，在座的各位都拥有大国情 ，很难体

会 国人民的心理，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欧盟的发展已经

到了不同的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欧盟现在是处于一个新的

发展方向。

周玉树教授：那就托马斯先生所说的这个欧盟的未来

发展方向 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

托马斯教授：很显然，我认为欧盟在新的发展形势下

会不复存在，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现在在欧洲的中

部和欧洲的北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在未来的

发展中，会以德国为中心形成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这种组

织当中会有一些新的东欧的国家和意大利北部的国家，也

有可能包含奥地利和瑞士。这样的形式会对欧洲的南部一

些国家造成影响，但是让南部国家加入进来却很难做到。

中国对欧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很有可能影响到欧盟

的解体和中国的发展。欧洲许多国家并不想和中国有太多

的交集，比如西班牙，西班牙并不想加入中国的“一带一

路”的计划当中，但是有的国家想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

计划带动欧洲的发展。一年前，我到波兰去参加“一带一

路”的会议，在会议上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波兰与中国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并希望通过

“一带一路”计划同中国在新时期的贸易方面和经济方面有

更进一步的发展。

周玉树教授：现在有27个国家的欧盟，英国走了剩下

26个国家。要建立一种新的方式，就是德国和北欧一些比

较富裕的国家来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比如波兰，你设想的

是波兰是这样的组织形式的一部分吗？

托马斯教授：关于波兰这个国家还是比较难以判断

的，因为受一定的美国影响，这个结果也是很难说的。目

前，波兰以及其他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的加入到

新的欧盟发展结构当中，因为这些国家也有着自己的长远

打算。欧洲的发展一定会有新的机构，这种新的机构会有

其他的国家来加入。

3. 欧盟和中国周王朝的比较 
周玉树教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个回顾。从距

今3100年前到2200年前，中国也有像现在欧盟这样形式的

周王朝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分为很多 的国家，比如说齐

国、鲁国、赵国、燕国、韩国、魏国、秦国、楚国等等。

但是上面有个天子，天子在管理国家。周王朝和欧盟的发

展有着相似之处。

托马斯教授：欧盟的发展是想让各个国家的权利集

中，在集中的过程中发展。所以呢，欧盟是以 国家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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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身份存在的。

周玉树教授：公元前221年，中国出了一个秦始皇，终

于统一了中国，在中国统一了货 ，统一了度量衡，统一

了道路。现如今到了欧盟，欧盟有欧元，一个国家呢其他

国家也可以去。对比两种文明，不难看出，中国两千多年

前的做法如今欧盟在效仿。从秦始皇统治之后很长一段时

期的中国，社会形 是大一统的 建国家，基本都是以大

一统的形式出现的。欧盟的历史则是一直呈现分裂状 ，

不同国家占领不同地区。这两种文明是在相互学习，欧盟

学习中国把不同地区集中

管理的经验，两百多年以来中国也一直在学习欧洲，

学习欧洲的文化和经济，我们一直都在相互学习。前一段

时间我跟研究生 赵还在研究，不知托马斯教授是否愿意

同我们一起研究欧盟的管理模式和中国周王朝的管理模式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托马斯教授：感谢周院长的盛情邀请，但是周院长对

于欧洲的理解比较深入，我还理解不到这样的程度。在我

的认知层面，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发 中对于秦朝没有什么

概念。我认为中国是善于学习的国家，但是欧洲并非如

此， 始的时候没有学习，现在也没有学习。如果想对欧

洲的历史进行了解的话，千万不要向欧洲的官员了解，倒

不如专门找一些学术研究的人。这些官员对于历史的研究

不如学术研究人员，他们仅对政党的研究较深，对于教育

方面和历史方面还不太了解。

 

4. 留学生提问人民币、新闻管控、难民等问题
交流期间的自由提问环节，鸿德学院巴基斯坦留学生

代表向周院长与托马斯教授提出自己的疑惑。 

留学生代表一:未来十年当中，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国，

中国经济毫无疑问会在未来十年内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

发展很快，所以中国的货 很有可能在国际 场上取代

美元成为国际通用的货 ，那么对此欧洲是如何看待的？

欧洲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货 取代国际 场上美元的地位，

对此您的看法是？

托马斯教授:看的出来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已经 始明显

放缓，中国的发展由以前极速的上升模式转变到平稳的模

式，如果按照这种正常的、健康的模式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来看，也许十年或是二十年，中国的经济无疑会成为世界

多极当中重要的一极，但是中国也不能发展的特别强大，

如果中国特别强大的话，大国有些自己的想法，其他地区

国家未必会同意中国的这种大国的构思。因此，中国在发

展的时候还要 虑到如何和周边的国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大

国建立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发展迅速对于欧洲

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比如我个人理解的是经济危机对欧洲

人影响非常大，每个人都忙于生计，生活节奏趋快，而媒

体上对于中国的报道却往往都是由美国操控，对中国的很

多报道都是负面报道。比如说，在大量报道当中他们 到

中国的公司购买了美国的公司 业，报道认为中国购买美

国 业公司是一种不 好意的行为。如果中国购买了大量

欧洲的 业，比如说中国公司购买了德国的公司，那么这

些公司的未来发展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本国甚至是整个欧洲

的经济。如果中国发展经济不 虑欧洲这些国家的感受，

单方面 虑自身是很危险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助长欧洲的

腐败问题，虽然有利于中国公司在欧洲发展，但是腐败必

然会给欧洲发展带来长远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欧洲发

展任务比较艰巨。

留学生代表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把自己的产品卖到

欧洲的国家，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却发现很多媒体

是进不到中国，比如谷歌网络、Facebook，还有视频网

站：YouTube等，在中国如果有这些网站，我相信会更

好的推动中国 业的发展，但是目前这些媒体都被屏蔽。

对此周院长您是怎样理解的？

周玉树教授: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大国。大国管理是

比较难的，国家 放是 要掌握度的。像Facebook等媒

体好多都是由美国人控制的，包括前一段的斯诺登事件中

爆料德国总统手机被美国监听，巴西总统等都被监听。这

些媒体都是双 剑，中国情况比较复杂，中国专心发展经

济也怕被监听控制，所以对这种意识形 控制比较严格。

留学生代表三:利比亚难民问题，美国、欧洲是基于对

利比亚战略因素 虑，对利比亚进行制裁，从而产生了大

量难民，这些难民已经对欧洲造成影响，对此欧洲国家各

持不同 度，以德国为例，对难民持接纳 度，接纳部分

难民，并且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德国经济发展。而一些欧洲

国家则认为难民带来了大量问题，比如暴力现象造成的社

会安全问题等。那么我就在想，既然会造成这些社会问

题，德国却仍在接纳这些难民，我想问托马斯教授德国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

托马斯教授:在难民问题上有这样一个理解，对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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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是由一些旧的殖民帝国发展的新时期下的殖民体

现，如美国、英国、法国，他们打击利比亚建立新的欧洲

秩序想借此控制更多的殖民地，建立一种新的殖民体系。

欧洲大门一旦打 大量难民就会进来，对于德国来说，德

国默克 是民众的代 人，但更多情况下却是美国政府的

提线木偶，是代替美国政府来讲话，所以更多讲的是华盛

顿方面的声音而不是柏林地区的声音。德国是个科学技术

高度发展的国家，有着很多高科技公司，大量难民涌入一

方面虽然可以帮助这些公司运作，但要清楚的是难民当中

三分之二的人是文盲，他们连自己的语 都读不懂，他们

除了维持生计之外，无法想象他们的工作，这只能制造大

量垃圾，而这些后果都必须由社会承担。一些社会人士认

为大量难民会带来收入而且从人道角度讲应该去接受他

们，持这样观点的人往往是政府税收人员，他们想从税收

角度来提高对难民的税收。从整体来看，难民带来的问题

是严峻的，甚至会造成社会颠覆，所以难民带来的利远远

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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