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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法国身份
政治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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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刺激了新民族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和传播ꎮ 面对

全球化的经济影响以及穆斯林移民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ꎬ法国身份政治的焦点由少数群

体的身份政治转为主流社会的身份政治ꎮ 难民危机和新冠疫情加剧了法国主流群体与

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对抗ꎬ白人的身份政治得以强化ꎮ 法国主流群体对可能失去文化

和身份优势感到焦虑和担忧ꎬ是形成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关键因素ꎮ 社会运动成为主

流群体表达其身份政治的方式ꎮ 本文试图描绘在难民危机后、法国大选的背景下ꎬ法国

主流社会的身份政治现状ꎮ 研究发现ꎬ“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

主义”是法国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主要类型ꎮ “反觉醒”运动、“黄背心”运动和“认同”

运动分别是政治精英、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ꎬ以及极端组织身份政治的表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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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全球化增加了社会流动性ꎬ优化了资源配置ꎬ从而给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创造了空间ꎮ 然而ꎬ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一定

程度的质疑ꎬ欧美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ꎮ 由于“普遍主义”未能处

理好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ꎬ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对权利诉求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ꎮ 随

着穆斯林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一系列与穆斯林移民后代相关的恐袭事件的发生ꎬ法国主

流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反感和对伊斯兰主义的恐惧陡增ꎮ 难民危机后ꎬ对穆斯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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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后代的排斥情绪笼罩着整个法国ꎮ 难民危机被欧洲人看作“欧洲的‘９１１ 事

件’”ꎬ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境况ꎮ① 欧美白人社会的恐惧和焦虑刺激新民族主

义(Ｎｅ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出现ꎮ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的发生ꎬ将新民族主义

推向高潮ꎮ 特朗普利用白人群体的焦虑ꎬ以“白人至上主义”征服了选民ꎮ ２０２２ 年法

国大选ꎬ以小勒庞为首的右翼政党国民联盟(ＲＮ)和极右翼代表泽穆尔(Éｒｉｃ Ｚｅｍ￣

ｍｏｕｒ)及其再征服党(Ｒｅｃｏｎｑｕêｔｅ)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较高支持率ꎬ引起人们对新民族

主义的再次关注ꎮ

新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身份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ꎮ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Ｅｒｉｋ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和福山分别指出ꎬ“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承认”ꎬ②即个体渴望自身的价值

得到承认ꎮ 身份政治(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则是寻求“承认”的斗争的集合ꎬ③是被身份权

利建构的各种社会关系ꎬ借此一个身份群体得以获得比另一身份群体更具优势的地

位ꎮ④该词可以解释当代世界大部分的政治斗争ꎮ⑤现代性的身份政治可分为两种:第

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政治ꎬ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西方民权运动ꎬ是少数群体或

边缘群体与歧视他们的主流群体斗争的产物ꎬ其目的是消除不平等ꎮ 在法国ꎬ社群主

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和多元文化主义被视为少数族群的身份政治ꎮ 身份政治是把

“双刃剑”ꎬ一旦少数族群追求过度的平等诉求ꎬ主流群体将感知生存威胁ꎬ带来后者

原本的优势地位渐失ꎬ使得主流群体寻求承认甚至“高人一等”的需求得到强化ꎮ 至

此ꎬ第二种身份政治出现ꎬ即白人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ꎮ 它始于“９１１ 事件”之后ꎬ是

一种新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ꎮ 在不同政治环境中ꎬ这种身份政治拥有不同的镜像ꎮ

学界对新民族主义的关注在难民危机后明显增多ꎬ主要围绕新民族主义的概念界

定、缘起、特征和分类进行讨论ꎮ 人类学家金里奇(Ａｎｄｒｅ Ｇｉｎｇｒｉｃｈ)和班克斯(Ｍａｒｃｕｓ

Ｂａｎｋｓ)对新民族主义做了界定ꎬ认为它是在冷战后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再现ꎬ

并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欧洲的新民族主义ꎮ⑥ 伯格曼(Ｅｒｉｋｕｒ Ｂｅｒｇｍａｎｎ)将新民族主

义划分为三大浪潮:第一个浪潮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之后ꎬ目的是反对政

府和精英ꎻ“９１１”恐怖袭击是第二次浪潮的典型事件ꎻ第三次浪潮始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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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ꎬ在难民危机后加剧并延续至今ꎮ①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伯格曼提出疫情或将是第

四波新民族主义浪潮的开始ꎮ② 法国学者巴迪(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Ｂａｄｉｅ)对新民族主义予以分

析ꎬ指出新民族主义以反移民、疑欧主义为主要特征ꎮ③中国学者周少青分析了 ２１ 世

纪新民族主义的缘起、特点和趋势ꎬ并将其归类为极右翼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分

离型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民族主义四种ꎮ④

尽管已有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分析了新民族主义现象ꎬ具体到欧洲某一

国家ꎬ如法国的新民族主义的类型化及其身份政治的研究仍显不足ꎮ 鉴于此ꎬ法国哪

些社会力量支持新民族主义? 通过何种方式表达? 他们为什么转向新民族主义式身

份政治? 围绕上述问题ꎬ本文将以法国主流群体为研究对象ꎬ基于对法国新民族主义

的类型化研究ꎬ尝试分析难民危机后新民族主义视角下法国身份政治的现状ꎮ

二　 新民族主义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无论是勒南(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在«国族是什么?»一书中对“国族”的定义ꎬ还是安德

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ꎬ抑或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和霍布斯

鲍姆(Ｅｒｉｃ Ｊ.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对“民族主义”内涵的解析ꎬ都属于传统意义上民族主义的范

畴ꎮ 在国家层面ꎬ民族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为了实现独立和团结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政

策ꎻ在族群层面ꎬ民族主义可被视为通过共同记忆、符号激发族群内部归属感的一系列

叙事ꎮ⑤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ꎬ其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金里奇和班克斯指出ꎬ新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再次兴起的一种极

端形式ꎬ以表达特定人群对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反抗ꎮ 区域分离主义和右翼极端主

义是新民族主义的两大“变体”ꎮ⑥有学者认为ꎬ新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部分ꎬ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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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民粹主义阵营ꎮ① 就功能而言ꎬ它重新激发了不平等和种族主义ꎻ从目标看ꎬ它鼓

励封闭、限制和退缩ꎬ主张打击移民和关闭边境ꎬ认为全球化是移民“入侵”的借口ꎬ是

一种具有种族色彩的身份认同ꎮ②此外ꎬ新民族主义在政党选举中得到重视ꎬ(极)右翼

政党开始利用它塑造政治影响力ꎮ 社会学家埃格(Ｍａｕｒｅｅｎ Ｅｇｅｒ)和瓦尔迪兹(Ｓａｒａｈ

Ｖａｌｄｅｚ)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对政党的描述ꎬ认为当代激进右翼政党应该被更好地概念

化为新民族主义者ꎮ 极右政党与新民族主义政党的概念也常常被学者互换使用ꎮ③

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定义不同ꎬ新民族主义具有以下“新”特点:第一ꎬ兴起的背景

不同ꎬ新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ꎬ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具体反应ꎮ 第二ꎬ就动

机而言ꎬ新民族主义更侧重右翼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叙事ꎮ 它被用来描述右翼政党

的崛起、族群偏好、对待移民问题的保守主义立场等ꎮ④ 第三ꎬ在功能层面ꎬ传统民族

主义顺应历史潮流ꎬ对建构民族国家具有积极作用ꎮ 而新民族主义则是将民族主义与

民粹主义融合ꎬ对多数民族国家具有破坏性ꎬ对外表现为反全球化和反全球治理ꎬ不利

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ꎬ对内则威胁国族建构ꎬ不利于各族群的融合ꎮ 第四ꎬ在传播方式

方面ꎬ新民族主义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播ꎬ使大众不自觉地

成为传播主体ꎮ 新民族主义者通过媒体和政治修辞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寻求契合点ꎬ

以获得符号资本ꎮ⑤学者普遍认为ꎬ欧洲多国出现的新民族主义现象都与新民族主义

政党的表演技巧和社交媒体有关ꎮ⑥ 基于上述特点ꎬ本文讨论的新民族主义是指诞生

于 ２１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ꎬ由多种变体组成、具有激进右翼色彩的一种政治现象、意识

形态和身份政治ꎮ

首先ꎬ新民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是 ２１ 世纪一种重要的新政治现象ꎮ 它是一种退

缩和恐惧的表现ꎬ具体体现为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等ꎮ 巴迪认为ꎬ新民

族主义对内表现为对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恐惧和排斥ꎬ对外表现为传统大国对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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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怨恨ꎮ①目前西方国家出现的新民族主义现象主要有两种ꎬ分别是美国的以“白

人至上”为主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欧洲的(极)右翼民粹主义ꎮ 例如ꎬ２０１６ 年ꎬ«经济

学人»曾用“新民族主义”作为标题描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ꎮ

其次ꎬ新民族主义是一种旨在动员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ꎮ 右翼民粹主义、排外主

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以及疑欧主义等均是新民族主义在不同环境下的变体ꎮ 结合

法国的政治环境ꎬ新民族主义由三大变体共同组成ꎬ分别是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

主义(见图 １)ꎮ

图 １　 法国新民族主义示意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本土主义(Ｎａｔｉｖｉｓ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ꎬ主要表现为反对“他者”ꎬ将移民视为对

国家的威胁ꎬ以及保护本地人ꎮ② 穆德(Ｃａｓ Ｍｕｄｄｅ)指出ꎬ本土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同义

词ꎬ因为若没有移民和少数族群ꎬ本土出生和民族两个概念是可以等同的ꎮ③正如美国

学者海厄姆(Ｊｏｈｎ Ｈｉｇｈａｍ)所指出的:“本土主义是基于异质性ꎬ从而反对国内少数群

体ꎮ”④因此ꎬ本土主义认为ꎬ国家应该由本土族群居住ꎬ非本土元素将对国族同质性构

成威胁ꎬ这是一种对本土人口占比下降的反应ꎮ 此外ꎬ本土主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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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ꎬ如文化本土主义是对本土主流文化的维护ꎬ反对多元文化主义ꎻ宗教本土主义

在法国表现为反伊斯兰教倾向ꎻ族群性的本土主义则表现为反移民运动ꎮ

民粹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ꎬ通常被划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

右翼民粹主义ꎮ 穆德将民粹主义分为包容性民粹主义(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和排斥性民

粹主义(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ꎬ①后者通常指右翼民粹主义ꎮ 排外主义(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被认

为是对“他者”“局外人”“移民”以及一切外来者的仇视或恐惧ꎮ②如果说种族主义是

源自血统和生物特性的差异ꎬ那么排外主义则是源自对“他者”或“外来者”的恐惧ꎮ③

“恐非”(Ａｆｒｏｐｈｏｂｉａ)是在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后开始流行的标签ꎬ表达了对非洲裔移民

的仇恨ꎮ 与之相类比ꎬ“恐华”(Ｓｉｎｏｐｈｏｂｉａ)标签在疫情之后也日益受到关注ꎮ

激进主义(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意指反对霸权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或在特定背景下有权势

的人、组织和机构等ꎮ④ “激进”(ｒａｄｉｃａｌ)一词于 １８２３ 年首次作为法语词汇被纳入词

典ꎬ意为“政府机制激进改革的支持者”ꎮ⑤激进政党本质上是反体制的ꎮ⑥激进主义具

有多样性和不稳定性ꎬ在不同政治场域表现不同ꎮ 激进主义在法国的表现通常混合了

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ꎮ 种族主义促使情感种族化或助长种族歧视的倾向ꎮ 白人至上

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ꎬ主张白人族群优越于其他族群ꎬ通常与歧视非白人、“他

者”相关ꎮ

最后ꎬ新民族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ꎮ 近年来ꎬ法国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诉诸新民

族主义ꎬ社会运动是其表达方式ꎮ 鉴于新民族主义在法国的三大变体ꎬ作为身份政治

的新民族主义同样可分为三种类型: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ꎮ

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属于政治精英阶层的身份政治ꎬ以维护法国价值观和本土文化为

目的ꎬ主张忽视少数群体的族群身份ꎻ右翼民粹主义是主流社会底层民众和工人阶级

的身份政治ꎬ主要表现在因反抗社会不公平而发起或参与的排外主义运动ꎻ种族主义

是白人极端组织的身份政治ꎬ表现在追求族群和文化的同质性ꎬ对“他者”歧视或排斥

的种族主义运动ꎮ

３１１　 新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法国身份政治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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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精英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记忆

法国人对民族主义的记忆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ꎮ 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催生

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ꎬ民族主义在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迅速传播ꎮ 如果说“民

族”是由历史记忆、神话、血统、语言、文化以及象征构成ꎬ那么«马赛曲»、“三色旗”

“六边形”“凡尔赛宫”“巴士底狱”以及“贞德”对法国人国民意识的唤醒具有积极作

用ꎮ 拉维斯(Ｅｒｎｅｓｔ Ｌａｖｉｓｓｅ)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Ｍａｒｃｅｌ Ｐｒｏｕｓｔ)的«追忆似水年

华»分别塑造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中的法兰西记忆ꎮ 诺拉(Ｐｉｅｒｒｅ Ｎｏｒａ)认为ꎬ向历

史寻找记忆ꎬ必然涉及身份认同ꎮ①

亨廷顿指出ꎬ身份的来源主要有归属性、文化性、疆域性、政治性、经济性以及社会

性几个方面ꎻ由于语言、宗教、历史或地理位置的差异ꎬ人们区分与自己不同的人ꎬ并与

自己人建构认同感ꎬ从而形成“国民性”ꎮ② 西耶斯(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ｅｐｈ Ｓｉｅｙèｓ)曾赋予

“第三等级”法兰西国族的身份ꎮ 时隔近一个世纪ꎬ勒南将国族身份的概念扩展至全

体公民ꎮ 从勒南对法兰西国族定义为“日复一日的公民投票”以及法国 １９５８ 年宪法

可以发现ꎬ公民平等和世俗主义原则是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法兰西公民国族观的核

心ꎮ 然而ꎬ对已入籍的移民遵循公民平等原则ꎬ招致本土法国人的不满情绪ꎮ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短缺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大量移民从北非、土耳其、

印度等地涌入欧洲ꎬ③强化了欧洲社会的异质性ꎬ身份认同面临挑战ꎮ 正如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所认为的ꎬ法国在空间上接纳了移民ꎬ却将移民排除在精神世界之

外ꎮ 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曾一度成为移民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ꎮ 以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阵营表示ꎬ公众应该维护少数族群

及其历史文化遗产ꎬ认可其宗教信仰ꎬ保留其文化特殊性ꎮ④施纳佩 (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Ｓｃｈｎａｐｐｅｒ)则对社群主义进行了批判ꎬ认为社群主义不适合法国ꎬ不利于对外来移民

的整合ꎮ⑤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都强化了少数族群的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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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构统一的法兰西国族认同ꎮ 无论是法国方面的公民平等原则ꎬ还是少数族群追求

的差别待遇ꎬ都导致本土法国人的身份优越感渐失ꎮ 源自本土主义的“排他”是新民

族主义出现的动机之一ꎮ

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和法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ꎮ ２０１５ 年发生

的«查理周刊»大屠杀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社会ꎮ 随后掀起的打击穆斯林移民的示威

运动ꎬ导致穆斯林融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ꎬ反而加深了法国大众与少数群体之间

的裂痕ꎮ 更有甚者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教师帕蒂被残忍斩首的事件引起法国的广泛关注ꎮ

上述恐怖主义行为在本土法国人眼中ꎬ可以与“觉醒主义”( ｌｅ ｗｏｋｉｓｍｅ)画等号ꎮ 在他

们看来ꎬ“觉醒主义”是保护穆斯林少数族群的代名词ꎬ被视为对国家认同和族群团结

的威胁ꎬ正是由于对少数群体的过度倾向性政策才为恐怖主义行为埋下隐患ꎮ

实际上ꎬ“觉醒”(ｗｏｋｅ)一词最初源自美国非裔的反种族主义运动ꎬ是“唤醒”(ａ￣

ｗａｋｅ)的俚语表达ꎬ意为对歧视保持清醒ꎮ① “觉醒主义”上升至美国主流意识ꎬ是在

２０２０ 年警察暴力执法导致弗洛伊德死亡后ꎬ美国民众发起的一场“黑人的命也是命”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的示威抗议活动ꎮ 如果说 ２０２０ 年美国呼吁种族平等和“觉醒”ꎬ

那么在 ２０２１ 年的欧洲ꎬ情况则出现了反转ꎮ “不要向我们宣扬保护少数族裔”是法国

人在接收到“觉醒主义”的本能反应ꎮ ② 然而ꎬ法国民众对“觉醒”一词的含义知之甚

少ꎮ 民调机构 Ｉｆｏｐ 的报告显示ꎬ１４％的受访者听说过该词ꎬ其中只有 ６％的受访者可以

说出“觉醒”的含义ꎮ③高学历人群、企业和公司的领导层ꎬ以及居住在巴黎的人知道这

一概念的居多ꎻ而在低学历、失业群体以及居住于郊区的人群中ꎬ从未听过这一概念的

人占多数ꎮ④

法国政治精英发起的“反觉醒”运动ꎬ是其本土主义—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表达ꎮ

一方面ꎬ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和军人纷纷公开表示反对“觉醒主义”ꎮ 从马克龙到勒

庞ꎬ再到泽穆尔ꎬ“反觉醒主义”成为他们的竞选口号之一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的一次演讲中ꎬ

马克龙指出ꎬ这些来自美国的“觉醒”理论正在引发法国身份的解构、助长分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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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５９５８４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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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ｉｆｏｐ.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１７９３６－Ｒéｓｕｌｔａｔｓ.ｐｄｆ.

Ｉｂｉｄ.



煽动伊斯兰极端思想以及侵蚀国家团结ꎮ①勒庞曾在推特上发布“觉醒主义正在法国

渗透”ꎮ② 泽穆尔认为“觉醒主义”助长了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ꎮ 此外ꎬ数百上千名军

人给马克龙写信ꎬ将法国正在走向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或社群主

义ꎮ③

另一方面ꎬ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凯(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 Ｂｌａｎｑｕｅｒ)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和国

实验室”(Ｌ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的智库ꎬ其目的是阻止“觉醒主义”ꎬ维护法国

价值观ꎮ④ 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ꎬ“法国和它的年轻人必须逃离这种意识形

态”ꎬ并补充ꎬ“法兰西共和国是‘觉醒主义’的反面”ꎮ⑤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该智库在巴黎

举行了一个名为“为了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普遍主义共和国”的会议ꎬ以巩固和宣传

法国的普遍主义价值观ꎮ⑥

为什么法国政治精英要发起“反觉醒”运动? 政治学者英格利哈特(Ｒｏｎａｌｄ Ｆ. Ｉｎ￣

ｇｌｅｈａｒｔ)在分析英国脱欧时所说的话很好地诠释了一部分原因ꎬ“英国人感觉自身已沦

为主流社会的陌生人ꎬ曾经的主导权和优越地位也日渐衰落”ꎮ⑦在法国亦如此ꎬ保护

少数群体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ꎬ主流群体的优越感日渐衰弱ꎬ社群主义疑似重新登

上历史舞台ꎬ导致法国主流群体的担忧和恐惧ꎮ 由于法国遵循普遍主义原则ꎬ强调族

群和文化的差异性将威胁共和国的平等与团结ꎬ因此ꎬ基于优越感的丧失和对普遍主

义价值观的追求ꎬ政治精英呼吁维护世俗主义原则ꎬ禁止以族裔、宗教或文化等名义为

移民所在族群争取更多的权利ꎮ 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ꎬ“觉醒”是褒义词ꎬ代表对

种族主义的反抗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ꎬ但在法国人眼中ꎬ它是对普遍主义价值观

的挑衅ꎮ

另外ꎬ法国的“反觉醒”运动也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法国渗透的反抗ꎬ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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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异质性”的一种排斥ꎬ实则是排外主义ꎮ 布朗凯曾指出ꎬ美国向法国输出一种文

化病毒ꎬ对法国社会构成威胁ꎬ需要对美国的知识模式“开战”ꎮ①这种病毒指的就是

“觉醒主义”ꎮ 法国«世界报»也曾刊登一封百名学者签署的联名信ꎬ表达了对布朗凯

的支持ꎬ并谴责“从北美校园迁徙过来的理论”ꎬ②即“觉醒主义”ꎮ 这种文化上的“排

外心理”超越了“生物上的排外”ꎮ 早期法国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英美文化的入

侵ꎬ率先提出了“文化例外论”( ｌ’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ꎬ而“反觉醒”运动则是法国“文

化例外论”在 ２１ 世纪的具体体现ꎮ

简而言之ꎬ虽然法国政府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提供帮助ꎬ但它认为本国是一个由平

等公民组成的“普遍主义”共和国ꎬ因而忽视社会成员的族群身份ꎬ要求每个公民都融

入法兰西价值观ꎮ 然而ꎬ普遍主义与现实族群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张力ꎮ 这种张力不仅

导致少数群体的维权运动ꎬ而且威胁法国共和主义价值观ꎮ 以保护主流价值观和文化

为目的的“反觉醒”运动ꎬ实质上是法国政治精英阶层的身份政治ꎬ属于“本土主义—

民族主义”类型ꎮ

四　 底层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表征

在德国学者米勒(Ｊａｎ－Ｗｅｒｎｅｒ Ｍüｌｌｅｒ)眼中ꎬ“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种道德化

形式的反多元主义ꎬ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ꎮ③ 民粹主义的概念一直存有争议ꎬ

其主要特征是反建制、反精英、反官僚、仇富、排外等ꎬ任何一个特征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ꎮ 法国主流社会底层的身份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到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ꎮ 工人阶级

和底层民众的身份政治属于右翼民粹主义类型ꎬ“黄背心”运动是他们的表现形式ꎮ

起源于燃油税的“黄背心”运动ꎬ主张之一是捍卫失落的福利国家ꎬ是法国底层社

会最普遍的绝望和呐喊ꎮ 如同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在其著作«世界的苦难»中

观察到民众因工资及住房而感到社会歧视、对不平等现象的不满ꎬ“黄背心”运动是底

层社会对不公平现象做出的反抗ꎮ 与传统抗议活动相比ꎬ“黄背心”运动具有拒绝传

统的利益集团、抵制传统媒体的特点ꎬ是难民危机后底层民众对精英政治、代议制民主

的失望和不信任ꎬ是其直接参与政治的一次尝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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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源自对社会经济的不满ꎬ但在呐喊和反抗声中ꎬ“想象中的移民”却成为“黄

背心”主力军用来攻击“外来者”的借口ꎮ “黄背心”运动吸纳了右翼民粹主义者ꎬ包裹

着反犹主义思想ꎮ 法国哲学家列维(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ｅｎｒｉ Ｌéｖｙ)指出ꎬ虽然这场运动本质上

并非以反犹为目的ꎬ但实际上反犹主义已经成为运动的中心ꎮ①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ꎬ有记

录的反犹行动和威胁次数持续增加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发生的反犹行动和威胁是自 ２０１４

年(８５１ 起)以来最多的ꎮ②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Ｃａｓｔａｎｅｒ)称ꎬ２０１８ 年法

国境内发生的反犹案件数量比 ２０１７ 年暴增 ７４％ꎮ③“黄背心”运动中的反犹行为引起

了学界和政界的重视ꎮ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ＥＨＥＳＳ)教授杜克勒特(Ｖｉｎｃｅｎｔ Ｄｕｃ￣

ｌｅｒｔ)指出ꎬ“２０１８ 年首次‘黄背心’运动中ꎬ我们目睹了法国对犹太人仇恨的再次抬

头”ꎬ④他呼吁ꎬ“警惕暴力成为滋长反犹主义的温床”ꎬ并表示“反犹主义不可容忍ꎬ需

避免让德雷福斯事件重演”ꎮ⑤ ２０１８ 年ꎬ马克龙再次强调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ꎮ 然

而ꎬ反犹情绪并未消除ꎬ２０１９ 年的反犹行为比上一年增加了 ２７％ꎮ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身

穿黄马甲的示威者在巴黎对法国哲学家芬克尔克劳特(Ａｌａｉｎ Ｆｉｎｋｉｅｌｋｒａｕｔ)进行丑陋的

反犹太谩骂ꎬ话语包括“肮脏的犹太人”和“法国是我们的”ꎬ⑦这给“黄背心”运动的反

犹特点留下了新的证据ꎬ也是一系列反犹事件中影响最广泛的一起ꎮ

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排外主义还发生在有色群体中ꎮ 在一次抗议中ꎬ“黄背

心”抗议者强迫一名黑人妇女下车ꎬ并当着她孩子的面侮辱:“滚回你的国家去”ꎻ自称

黄马甲成员、极右翼政客勒加卢(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Ｌｅ Ｇａｌｌｏｕ)指出:“正在受苦的是法国白

人”ꎮ⑧ ２０１８ 年ꎬ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ＣＮＣＤＨ)的年度报告揭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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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Ｔｒａｃｙ Ｍａｎｉｃｏｌｌꎬ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ｓｔｓ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ａｓ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ｌｏｕ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ꎬ”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ｒａｎｃｅ２４.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２１９－ｆｒａｎｃｅ－ｙｅｌｌｏｗ－ｖｅｓｔ－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 ｉｎｓｕｌｔｓ－
ｃｌｏｕｄ－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ｉｎｋｉｅｌｋｒａｕ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ａｃｉｓｍꎬ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ｔｉ－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ＳＴＵＤ / ２０２２ / ７３０３０４ / ＩＰＯＬ＿ＳＴＵ(２０２２)
７３０３０４＿ＥＮ.ｐｄｆ.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Ｖａｌａｄａｒｅｓꎬ“Ｗｈｙ 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Ａｎ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ｒａｎｃｅ２４.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２１３－ｆｒａｎｃｅ－ｓｕｒｇｅ－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ｊｅｗｓ－ｈａｔｅ－ｓｐｅｅｃｈ－ｙｅｌｌｏｗ－ｖｅｓｔｓ－ ｆａｒ－
ｒｉｇｈｔ.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Ｄｕｃｌｅｒｔꎬ “Ｌａ ｌｕｔ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ａｎｔｉｓéｍｉｔｉｓｍｅꎬ ｕｎｅ ｔâｃｈｅ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ꎬ” Ｅｓｐｒｉｔ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ｐｒｉｔ.ｐｒｅｓｓｅ.ｆｒ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ｓ / ｖｉｎｃｅｎｔ－ｄｕｃｌｅｒｔ / ｌｅ－ｂａｃｉｌｌｅ－ｄｅ－ｌａ－ｐｅｓｔｅ－ｎｅ－ｍｅｕｒｔ－ｊａｍａｉｓ－４３５６０.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Ｄｕｃｌｅｒｔꎬ “Ａｎｔｉｓéｍｉｔ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ｅｓ ｌｅçｏｎｓ ｄｅ 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ꎬ” Ｌｉｂé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 / ｄｅｂａｔｓ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９ /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ｅ－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ｌｅｓ－ｌｅｃｏｎｓ－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１７１０３６８ /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Ｄｒｏｐｓ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ｍ /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ｓｔ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 / －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ｄｒｏｐｓ－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
ｉｓｍ－ｉｎ－ｆｒａｎｃｅ.

Ｔｒａｃｙ Ｍａｎｉｃｏｌｌꎬ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ｓｔｓ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ａｓ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ｌｏｕ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ｈｙ Ａｒｅ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Ｓｏ Ｗｈｉ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ｆｒｅｅ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ｗｈｙ－ａｒ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ｙｅｌｌｏｗ－ｖｅｓｔ－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ｓｏ－ｗｈｉｔｅ.



现:一方面非洲移民后裔是被接受程度最高的少数族群ꎬ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最受歧视

的群体ꎮ 例如ꎬ在法国ꎬ非洲裔移民找到居住地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 ３２％ꎮ① 随着时

间的推移ꎬ“黄背心”运动已经演变为对任何事物表达愤怒的象征ꎬ从反犹到仇视有色

人种、穆斯林群体以及其他少数族裔ꎮ 在“黄背心”运动中ꎬ移民及其后代极易成为被

攻击的对象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一项研究ꎬ少数族裔面临更严厉的判决ꎬ移民占法国服刑

人员的 ３０％ꎬ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６％ꎮ②法律专家切凯特(Ｒａｆｉｋ Ｃｈｅｋ￣

ｋａｔ)称:“一个阿拉伯裔朋友因参加马赛的‘黄背心’抗议活动而被判数日监禁ꎮ”③因

此ꎬ尽管同样面临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难以获得的福利ꎬ少数族裔一直不愿加入“黄背

心”运动ꎮ 社会学家勒布拉斯(Ｈｅｒｖｅ Ｌｅ Ｂｒａｓ)的一项研究同样验证了这一现象ꎬ“黄

背心”抗议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ꎬ而那里少有少数族裔ꎮ④ 由此可见ꎬ“黄背心”运

动是一场白人主导的社会运动ꎬ根本动力是白人工薪阶层和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

反抗ꎬ排外主义是其特征之一ꎮ 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是

排外主义的思想根源ꎮ

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之所以成为“黄背心”运动的主力军ꎬ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ꎬ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对处于衰退中的经济而言是雪上加霜ꎬ导致底

层民众和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下降ꎬ失业率高居不下ꎬ其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ꎮ 法

国失业率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０.３６％ꎬ２０１８ 年略微下降至 ８.８１％ꎮ⑤经济的困窘将法国底

层白人和工人阶级的优越感彻底击碎ꎬ使其陷入极大的焦虑和担忧情绪中ꎮ

另一方面ꎬ虽然“黄背心”运动并无政党领导ꎬ但右翼民粹政党炮制出“移民威胁”

的阴谋论ꎬ将社会不公平问题转嫁给移民的言论和行为ꎬ激起民众对“他者”的恐惧ꎬ

从而加入排外主义阵营ꎮ 据民调机构 Ｉｐｓｏｓ 的一项调查ꎬ自称“黄背心”的人比法国普

通民众更有可能支持阴谋论ꎮ⑥ 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大肆宣传移民是失业、犯罪率增加

以及威胁法国国家性的“原罪”ꎬ来赢得选票和政治利益ꎮ 从政治机遇理论视角看ꎬ蒂

９１１　 新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法国身份政治镜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ａｃｉｓｍꎬ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ｔｉ－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

Ｆａｂｉｅｎ Ｊｏｂａｒｄꎬ Ｐｏｌｉｃｅꎬ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ｃｉａｌｅｓꎬ” ｉｎ Éｒｉｃ Ｆａｓｓ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ｅｄｓ.ꎬ Ｄｅ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à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ａｃｉａｌｅ ? 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ｅｒ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ꎬ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２１１－２２９.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ｈｙ Ａｒｅ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ｓｏ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ｒｅｎｔｉｎ Ｂéｌａｒｄꎬ “Ｇｉｌｅｔｓ ｊａｕｎｅｓ: ｕｎ ｄéｍｏｇｒａｐ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ｌ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Ｆｒａｎｃｅｉｎｆｏꎬ 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ｒａｎｃｅ３－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ａｎｃｅｔｖｉｎｆｏ. ｆｒ / ｂｒｅｔａｇｎｅ / ｇｉｌｅｔｓ－ｊａｕｎｅ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ｃｏｎ￣
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１５８０４７５.ｈｔｍ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Ｔｏｔａｌ (％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ＩＬ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
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ＵＥＭ.ＴＯＴＬ.ＺＳ? ｅｎｄ＝ ２０１８＆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２０＆ｓｔａｒｔ ＝ ２００７.

该比例分别为 ４１％和 ２１％ꎮ 参见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ｓｔｓ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ａｓ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ｌｏｕ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ꎬ”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ꎮ



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将“威胁”作为影响社会动员的一个独立变量ꎬ认为一旦威胁出现ꎬ抗
议者就被动员起来ꎮ① 右翼民粹政党的行为正是利用“移民威胁论”唤起了底层的共

鸣ꎬ使其对移民持负面看法ꎬ认为移民是使得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不公平的主要因素ꎬ
且持该看法的人数呈上升趋势ꎮ 法国是世界上对移民持负面看法占比最高的国家之

一ꎬ２０１６ 年 Ｉｐｓｏｓ 民调数据显示ꎬ５７％的法国人认为移民“太多了”ꎮ② ２０２２ 年ꎬ法国高

等视听委员会(Ｃｏｎｓｅｉｌ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ｌ’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ｅｌꎬＣＳＡ)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ꎬ６５％的法

国人认为目前移民数量太多ꎻ其中ꎬ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和再征服党的支持者对这一看

法持支持态度的比例高达 １００％ꎮ③ “黄背心”运动中的排外主义行为也恰好验证了这

一趋势ꎮ
右翼政党之所以能轻易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ꎬ除了经济危机造成的生活困

窘之外ꎬ还离不开他们的“政党归属”ꎮ 由于他们是勒庞阵营的主要支持者ꎬ长期存在

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偏好ꎬ加之右翼政党的社会动员ꎬ进一步固化该群体的支

持立场ꎮ 从勒庞选民结构可以发现ꎬ综合比较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法国大选ꎬ工人阶

级、雇员、低学历、低收入以及边远地区群体是该阵营的坚定支持者ꎮ 具体而言ꎬ从选

民所在社会阶层看ꎬ在第二轮选举中ꎬ２０１７ 年勒庞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５６％)
和雇员(４６％)ꎻ④ ２０２２ 年勒庞支持者主力军依然是工人阶级(６７％)和雇员(５７％)ꎮ⑤

相比之下ꎬ马克龙在 ２０１７ 年赢得了来自管理层(８２％)、中产阶级(６７％)和退休人群

(７４％)的支持ꎬ⑥并于 ２０２２ 年延续了这三大阶层ꎬ分别占比 ７７％、５９％和 ６８％ꎮ⑦ 从受

教育程度看ꎬ支持勒庞的选民多为低学历人群(Ｂａｃ 及以下学历)ꎬ⑧且 ２０２２ 年大选中

的低学历人群队伍更壮大ꎻ马克龙的支持者则多为高学历(Ｂａｃ＋３ 及以上)ꎮ 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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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看ꎬ勒庞的支持者多为低收入人群ꎬ马克龙的支持者则是高收入群体ꎮ ２０１７ 年第

二轮投票显示ꎬ家庭月收入在 １２５０ 欧元以下的勒庞支持者占 ４５％ꎬ是其支持者中占比

最多的一类群体ꎬ①２０２２ 年该比例上升至 ５６％ꎻ②马克龙支持者中ꎬ收入在 ３０００ 欧元

以上的有 ７５％ꎬ③２０２２ 年略降至 ６５％ꎮ④值得注意的是ꎬ法国全职员工的最低月薪约为

１６４５ 欧元ꎮ⑤

总之ꎬ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ꎬ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不平等ꎮ

«世界报»报道ꎬ法国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收入和赋税的不公平直接影响民众的购买

力ꎮ⑥ 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是这一社会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ꎬ因此也是最强烈的反抗

者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勒庞在 ２０２２ 年法国大选再次失利ꎬ并不能说明工人阶级和底层民

众的身份政治不再是右翼民粹主义ꎬ也不能成为新民族主义被抵制的象征ꎮ 相反ꎬ右

翼民粹主义的幽灵正在继续笼罩着法国和欧洲ꎮ 首先ꎬ法国大选结果显示ꎬ自 ２０１２ 年

首次参选以来ꎬ勒庞及其国民联盟的支持率持续攀升ꎬ到 ２０２２ 年甚至增长 ７.３％ꎬ⑦尽

管这其中有勒庞去极端化、聚焦“购买力”议题的功劳ꎮ ２０２２ 年ꎬ马克龙虽然赢得了大

选ꎬ但第二轮的弃权率创 １９６９ 年以来新高ꎮ⑧ 根据内政部公布的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大选的

弃权率占 ２８.０１％ꎬ 比两周前的第一轮(２６.３１％)高出 １.７ 个百分点ꎬ比 ２０１７ 年高出

２ ７６ 个百分点ꎮ⑨其次ꎬ从支持者所在城市的分布可以发现ꎬ位于法国东北和东南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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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多为勒庞的支持者(见图 ２)ꎮ①而在历史上ꎬ法国的东北部曾短暂归属于德国ꎮ

社会学家西美尔(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的空间社会学理论指出:“特殊社会空间会改变集体

情感ꎬ也会改变大众对社会问题的认知”ꎮ② 因此ꎬ法国的边境城市是否会持续成为滋

生右翼民粹主义甚至分离主义的温床ꎬ需要持续关注ꎮ 最后ꎬ勒庞的竞选纲领依旧充

斥着排外主义内容ꎮ 对内ꎬ她坚持反移民的立场ꎬ反对家庭团聚的移民ꎬ取消出生属地

原则ꎬ提出对刚进入法国的外国人需居住五年后才能享受社会福利ꎬ以及驱逐非法移

民等ꎻ对外ꎬ勒庞原计划退出欧盟、欧元区甚至北约ꎬ但因俄乌冲突的爆发ꎬ其被迫放弃

这些主张ꎬ但她提出必须将法国主权和国家法律置于欧洲规则之上ꎮ③

图 ２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总统选举第二轮结果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２ 年

资料来源: Ｏｕｅｓｔ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 ｆｏ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ｕｉｓ ｃｉｎｑ ａｎｓ: ｖｏｉｃｉ ｌａ ｃａｒｔｅ ｄｕ ｓｅｃ￣

ｏｎｄ ｔ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ｒé à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ｕｅｓｔ－ｆｒａｎｃｅ.ｆｒ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 / ｍａｒｉｎｅ－ｌｅ－ｐｅｎ－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ｅ－ｆｏｒｔ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ｕｉｓ－ｃｉｎｑ－ａｎｓ－ｖｏｉｃｉ－ｌａ－ｃａｒｔｅ－ｄｕ－ｓｅｃｏｎｄ－ｔ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ａ－２０１７－３ｃｄｃｅｄ８ａ－ｃ３ｆｄ－１１ｅｃ－

９８６ｅ－ａｆｂ５９ｅｃ７３ｃａｃꎮ

注:浅色为马克龙支持者ꎬ深色为勒庞支持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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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极端组织的种族主义叙事

“大取代”一词源自 ２０１１ 年法国作家加缪(Ｒｅｎａｕｄ Ｃａｍｕｓ)的作品«大取代»ꎬ其将

法国穆斯林及其文化对法国人和法兰西文化的威胁联系起来ꎮ 法国民族主义之父巴

雷斯(Ｍａｕｒｉｃｅ Ｂａｒｒèｓ)指出ꎬ法国的名字可以保留下来ꎬ然而法国的文化特色和法兰西

民族的纯洁性将被摧毁ꎮ① 塔吉耶夫(Ｐｉｅｒｒｅ－Ａｎｄｒé Ｔａｇｕｉｅｆｆ)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种族

主义”:一种是建立在对差异性的恐惧上ꎬ因此对“他者”族群采取清除或抹杀措施ꎻ另

一种是建立在对族群混合的恐惧上ꎬ因此认为种族之间保持差异是首要原则ꎮ② “大

取代”混合了两者ꎬ既强调对移民的排斥和清除ꎬ又重视保持族群间的差异性以确保

“白人至上”的优越感ꎮ 荷兰右翼政党领导人威尔德斯(Ｇｅｅｒｔ Ｗｉｌｄｅｒｓ)２０１７ 年在推特

上写道:“我们的人口正在被取代ꎮ”③在欧洲ꎬ“大取代”(Ｇｒａｎｄ Ｒ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主要是

指ꎬ欧洲的白人人口正在被非欧洲人口取代ꎬ尤其是被来自北非、中东以及撒哈拉以南

的穆斯林人口所取代ꎮ④这是一种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阴谋论ꎮ⑤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虽然法国约有 ６８０ 万移民ꎬ但只占总人口的 １０.２％ꎮ⑥尽管数据证明法国社会并未

出现“大取代”所宣传的种族取代现象ꎬ但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ꎬ超过 ６０％的

法国人相信“大取代”是真实存在的ꎮ⑦它之所以被广泛相信ꎬ根源是新民族主义滋生

了类似的恐惧ꎮ

在全球竞争加剧、少数群体追求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ꎬ部分白人主流群体的经

济地位持续下滑ꎬ身份认同遭遇危机ꎬ刺激了白人主流社会对其自身意识的关注ꎮ 难

民危机后ꎬ法国主流群体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ꎮ 正如福山所言:“身份政治本身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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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问题ꎬ它是对不公正必然和自然的反应ꎬ只有在身份被以特定方式诠释或维护

的时候才成为问题”ꎮ①在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ꎬ法国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出现极

端化和激进化趋势ꎬ推动了以种族主义为特征的“身份认同一代” (Ｇéｎé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ａｉｒｅ)组织的成立ꎮ

“身份认同一代”组织是由约 ３０００ 名成员组成的反移民的极右翼组织ꎬ追求“同

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ａｒｉａｎ)ꎮ② 由于“大取代”是其核心意识形态ꎬ在种族和文化上都追求同

质性ꎬ“身份认同一代”提倡捍卫欧洲白人的身份和文化、维护法国文化同质性ꎬ反对

“伊斯兰化”ꎬ主张“再移民”(ｒ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ꎮ 事实上ꎬ“再移民”是对所有具有移民背

景或非白人的欧洲居民应当被大规模驱逐出境的委婉说法ꎮ 这一组织在反移民的基

础上ꎬ更强调移民应该被遣返ꎬ呼吁保护法兰西文化以及在法国实行“国家优先”的政

治原则ꎮ③他们自认为在捍卫欧洲白人身份和文化ꎬ使之免受自由主义、全球化、移民ꎬ

以及伊斯兰主义的“威胁”ꎮ

该组织所倡导的“大取代”集中体现在对穆斯林人口的恐惧上ꎮ 该组织首次大规

模的“认同运动”发生在 ２０１２ 年ꎬ当时数十名运动人士占领了法国西部普瓦捷(Ｐｏｉｔ￣

ｉｅｒｓ)的一座清真寺ꎻ几天后ꎬ“身份认同一代”向多元文化主义“宣战”ꎬ并呼吁就穆斯

林移民问题进行全民公投ꎮ④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恐怖袭击助推了“身份认同一代”的

仇恨话语传播ꎬ他们认为ꎬ法国本土人与在法的穆斯林之间必有一战ꎻ２０１７ 年ꎬ他们发

起了一场激烈的媒体宣传活动ꎬ指责在地中海营救移民的志愿者是“人贩子”ꎮ⑤ ２０１８

年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名为“仇恨一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ｔｅ)的影像ꎬ记录了法国北部

城市里尔的穆斯林移民青年ꎬ遭遇“身份认同一代”的种族主义攻击行为ꎮ⑥ 同年ꎬ约

有 １００ 名该组织成员封锁了从意大利前往法国的移民通道ꎬ建立了一个“象征性的边

界”ꎮ⑦这一引人注目的行动被称为“阿尔卑斯任务”ꎬ其目的是“保卫欧洲”ꎬ使其免受

伊斯兰主义和“入侵者”的侵害ꎮ 由于“身份认同一代”存在煽动种族歧视、仇恨和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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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行为ꎬ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被法国内政部宣布解散ꎮ① 然而ꎬ被解散后他们仍然活跃ꎬ

穿着印有“Ｇéｎé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ａｉｒｅ”(身份认同一代)字样的蓝色背心在巴黎游行示威ꎬ倡

导“捍卫欧洲白人的身份和文化”ꎬ并谴责移民和伊斯兰化所带来的“大取代”危机ꎮ②

他们还在解散令颁布后迅速转战到里昂、图卢兹等外省城市ꎬ通过参加既有的本地组

织或新组建的团体开展活动ꎮ③

“身份认同一代”之所以实施大规模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运动ꎬ除其本身奉行“大

取代”的意识形态之外ꎬ法国多位右翼政党领导人为“大取代”背书ꎬ也为该极端组织

的种族主义行为提供合法性ꎮ 他们通过与极右翼政党和媒体的互动ꎬ推动“再移民”

的政治议程ꎮ 法国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Ｖａｌéｒｉｅ Ｐéｃｒｅｓｓｅ)和泽穆尔在公开演讲中多

次强调“大取代”ꎬ并将其融入竞选章程ꎮ

具体而言ꎬ佩克雷斯承诺要将“受损的”法国建设成为一个“新法国”ꎮ 她解释说ꎬ

法国的身份和凝聚力都将得到保护ꎬ④“没有国界就没有主权”ꎬ并表示不反对用带刺

铁丝将移民挡在欧洲之外ꎮ⑤佩克雷斯提出严格控制移民和移民配额ꎬ反对“觉醒主

义”ꎬ因为这严重威胁到法国人的身份认同ꎮ⑥她所推崇的反移民观点ꎬ迅速得到众多

原本没有种族主义价值取向的中间选民和极右翼组织的支持ꎮ 泽穆尔也支持“大取

代”ꎬ并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言辞ꎮ 他反对非法移民和伊斯兰教ꎬ反对外来文化、全球

化、女权主义等ꎮ 一方面ꎬ泽穆尔通过其著作宣传“大取代”ꎬ曾发出警告“法兰西正在

自杀”ꎬ“一个和不可分”(ｕｎｅ ｅｔ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的法兰西共和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文

化威胁ꎻ⑦在«法国的命运»一书中更是多次贬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ꎮ⑧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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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泽穆尔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宣传这一阴谋论ꎬ并将其纳入竞选纲领ꎬ“大取代”也

频繁出现在他的电视演讲和辩论中ꎮ 泽穆尔指出法国社会的安全问题大于购买力问

题ꎬ移民问题大于社会经济问题ꎮ①他在提交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文件时说道:“这是为

了拯救法国免受移民的伤害ꎮ”②泽穆尔计划在五年内驱逐 ２００ 万名外国人ꎬ并将“大

取代”作为其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ꎮ③其竞选纲领也剑指移民群体ꎬ如终止家庭团聚式

移民、废除出生属地原则、废除对非欧洲籍外国人的社会援助、遣返法国境内无身份的

外国人、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面纱、系统驱赶所有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等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的第一轮大选中ꎬ泽穆尔获得 ７％的支持率ꎬ位列第四ꎮ④ 支持他的选民认

为自己是激进的ꎬ约 ７６％的选民最关心移民问题ꎮ⑤ 虽然无缘第二轮选举ꎬ但其所在

“再征服党”的 ８８％支持者ꎬ在第二轮选举中投票给勒庞ꎮ⑥由此可见ꎬ“大取代”拥有

广泛的选民基础ꎬ为“再移民”的议程提供支持ꎮ 虽然泽穆尔的政策与勒庞的纲领存

在重叠之处ꎬ但前者更具激进色彩ꎬ其政治主张与“身份认同一代”的目标更为贴近ꎮ

实际上ꎬ在疫情之前ꎬ针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和攻击现象就已经存在ꎬ但疫情的暴发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ꎬ同时ꎬ对亚裔群体的偏见也随之加深ꎮ ２０２１ 年与种族主义有

关的罪行共 ６２７６ 起ꎬ比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６％ꎮ⑦同年ꎬ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攻击占 １０％ꎬ

反犹行为占 ２８％ꎬ针对其他族群的攻击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３％上升至 ６２％ꎮ⑧ ２０２１ 年记录

的反犹太行为中ꎬ有一半以上涉及人身攻击(５２％)ꎬ而不是财产攻击ꎮ⑨ 据«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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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ｅｒｉｅ Ｍａｚｕｉｒꎬ “Ｓｏｎｄａｇ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 ２０２２: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ｓ ｄｅ ｎｏｔｒｅ ｂａｒｏｍｅｔｒｅ 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ꎬ” Ｌｅｓ Ｅｃｈｏｓꎬ Ａ￣
ｐｒｉｌ １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ｓｅｃｈｏｓ.ｆｒ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ｓｏｎｄａｇｅｓ / ｓｏｎｄａｇ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２０２２－ｌ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ｓ－ｄｅ－ｐｒｅｓｉｔｒ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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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禁足后ꎬ法国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仇

视华人、报复华人的帖子ꎬ数十条信息呼吁社会针对亚洲社区实施暴力ꎬ并指责亚洲人

应对新冠疫情负全部责任ꎮ①在社交媒体上ꎬ“侮辱”“排斥”“可疑”成为高频搜索词ꎬ

并且随着疫情的恶化ꎬ对亚裔群体的歧视事件与日俱增ꎮ 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的报告

显示ꎬ自疫情暴发以来ꎬ法国社会对华人的偏见增加ꎬ持“华人社群隔离于法国人之

外”的观点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４％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６％ꎮ②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以来ꎬ有超过

３０％的亚裔称遭受种族主义行为ꎬ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曾被拒绝进入公共或私人场

所ꎮ③围绕新冠病毒的辩论充斥着虚假信息和假新闻ꎬ主流媒体成为传播假新闻的工

具ꎬ其威力远超社交媒体本身ꎮ 因为只有被主流媒体引用ꎬ扭曲的数据才完全可信ꎮ④

伯格曼认为ꎬ新冠疫情成为欧洲各国极右翼势力反亚裔、反华以及反移民的最好工具ꎬ

或导致第四波新民族主义浪潮ꎮ⑤一旦身份政治偏向激进主义ꎬ放大对族群和文化同

质性的追求ꎬ国族认同会受到更大程度的撕裂ꎬ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也会

进一步凸显ꎮ

六　 对法国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反思

难民危机导致欧洲右翼势力高涨ꎬ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推动政治环境右转ꎮ 法

国右翼政党不断壮大的同时ꎬ左翼政党日益碎片化ꎬ二者的变化催生了新民族主义的

生根发芽ꎮ ２０２２ 年的法国大选再次验证了新民族主义的发展ꎮ 身份政治起初是少数

群体对白人主流社会文化的反抗ꎬ而在新民族主义视域下ꎬ身份政治的载体是白人主

流群体ꎬ在法国分别来自政治精英、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ꎬ以及青年极端组织ꎮ 法国新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白人至上”的排外主义身份认同ꎮ 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

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法国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三种镜像ꎮ “反觉醒”运动、“黄背

心”运动以及“认同”运动都属于新民族主义运动ꎻ穆斯林群体、犹太群体和有色群体

是其主要的攻击对象ꎬ亚裔等其他少数群体也受到波及ꎮ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７２１　 新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法国身份政治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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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ＥＥ)和国家人口研究所(ＩＮＥＤ)公布的一项针对本国都市人口多样性的调查“轨
迹与起源 ２”(ＴｅＯ２)显示ꎬ移民及其直系后代遭受歧视的比例几乎是非移民的两倍ꎻ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人口受歧视的比例最高ꎬ尤其是其移民后代(４１％)ꎬ随后

依次是北非移民后代(３７％)、土耳其和中东移民的后代(３３％)以及亚洲移民的后代

(３１％)ꎮ① 法国主流社会身份政治转向新民族主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供求关系”
的视角或可提供新思路ꎮ

基于需求层面ꎬ法国面临“他者”多元文明的挑战ꎬ法兰西文化不仅受穆斯林文明

的威胁ꎬ还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侵蚀ꎬ加之长期经济衰退、购买力下降以及移民

所引发的人口结构转型ꎬ一系列因素共同挑战了法国白人群体的传统优越地位ꎬ使白

人社会各阶层在安全、就业方面遭受冲击ꎬ带来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ꎮ 正是这种危机

感和恐惧感驱使他们选择了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身份

政治ꎮ
通过观察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ꎬ可以发现ꎬ虽然对“多数”的保护是法国主流社会

的需求ꎬ但侧重点有所不同ꎮ 精英以普遍主义原则为核心ꎬ坚持保护法国价值观ꎬ反对

“觉醒主义”ꎮ 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围绕以勒庞为首的国民联盟ꎬ将反犹、反穆斯林作

为反移民的主要路线ꎮ 极端组织则以清除种族和文化中的“异质性”为目标ꎬ对“他
者”实施种族主义行为ꎮ 总之ꎬ法国的内外危机导致上述群体向新民族主义趋同ꎮ

基于供给层面ꎬ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张力、右翼政党的

政治修辞以及社交媒体的作用都成为推动法国社会力量向右转的主要因素ꎮ 首先ꎬ随
着社会异质性和多元化程度的提高ꎬ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ꎮ 自由主义

的出发点是普遍主义的理念ꎬ因此具有普遍主义的本质ꎻ而民主则追求特殊性ꎮ 面对

国家认同同质化的要求ꎬ少数族群的地位受到质疑ꎬ致使自由民主暴露了它的脆弱性ꎮ
二者之间的张力不仅解释了新民族主义兴起和蔓延的原因ꎬ还诠释了现代自由民主国

家的内在危机ꎮ
其次ꎬ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另一重要因素ꎮ 在法国ꎬ自由主义是普

遍主义的自由主义ꎬ符合法兰西价值观ꎻ而社群主义不仅强调个体的认同由其所在群

体决定ꎬ还要求群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ꎬ因而激发了主流社会多数群体的身份政治ꎮ
当法国社会出现“求异”压倒“求同”的局面时ꎬ新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便得到强化ꎮ

再者ꎬ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修辞推动民众反移民的情绪ꎬ加剧了法国社会的排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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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ꎮ 政治修辞的目的主要体现在对受众对象的说服上ꎮ 有学者将政治修辞定义为

“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ꎬ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ꎬ其目的是说

服受众ꎬ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ꎮ①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势力利用身份认

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ꎬ通过宣传移民对法国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威胁ꎬ激发中下层主流

社会力量的同质性族群意识ꎬ强化民众对移民的担忧和恐惧ꎬ从而推动主流社会的意

识形态和身份政治右转ꎮ

最后ꎬ社交媒体是新民族主义思潮下发挥政治修辞的主要渠道ꎮ “黄背心”运动

和“身份认同一代”组织都对传统媒体持排斥态度ꎬ认为被剪辑和选择后的新闻不具

有真实性ꎬ而社交媒体则能够及时、真实地反映诉求ꎮ 作为新民族主义的特点之一ꎬ社

交媒体利用互联网对大众进行直接传播ꎬ不仅在内容上实现情感的输出ꎬ还使个体成

为新民族主义的发声者和传播者ꎮ 在认知层面ꎬ社交媒体激发了民众的情感认知ꎬ而

情感被认为是恐慌的原动力ꎮ②随着高科技和网络的介入ꎬ新民族主义思潮更直接、快

捷地激发民众对右翼政党观点的认同ꎬ使之选择新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ꎮ

归根结底ꎬ身份问题实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ꎬ是现代性本身的特性所致ꎮ 现代性

的根本特征就是其暂时性ꎬ也就是说ꎬ现代社会既需要秩序ꎬ又不断破坏这个秩序ꎮ

“秩序”与“混乱”之间的抉择产生了现代性ꎮ③ 变动不居的特性正是源于对自由权利

的向往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主张的政治自由ꎬ恰好赋予人们不断挑战既定制度和秩

序的权利ꎻ④而这种对自由权利的向往则燃起了对身份认同的抗争ꎮ 全球化的负效应

催生了新民族主义现象ꎮ 法国的新民族主义是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叠加的

结果ꎬ其中ꎬ当激进主义与身份政治相遇ꎬ便出现政治极化ꎮ 法国政治右转和极化的真

正危机是国民身份的日渐衰弱和国族认同的日益分裂ꎮ

(作者简介:姜程淞ꎬ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ꎻ责任编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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