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笔谈

编者按: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ꎮ 这是欧洲一体化史上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ꎮ 公投缘何发生? 导致英国退欧的原因是什么? 究竟会对英

国、欧盟乃至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 本刊邀请了中英两国一些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对

这一事件进行深入解读ꎬ以引发学界对于欧盟前途命运的关注及思考ꎮ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

写在前面

黄　 平

(«欧洲研究»主编)

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出乎所有精英阶层的意料ꎬ此次公投成为冷战后和新世纪以

来国际关系及欧洲一体化中的重大事件ꎮ 毕竟英国不仅是欧洲的经济大国ꎬ也是军事

上的有核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ꎮ

其实ꎬ不论英国退欧的过程如何ꎬ公投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英国社会的撕裂ꎮ 其

背后的问题是:原有体制是否失灵? 英国一直是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ꎬ居然要走到

全民公投的地步ꎬ是否说明问题已经不是哪项具体政策ꎬ甚至也不是哪个党执政ꎬ而是

精英与大众之间出现了巨大裂痕ꎮ 观察英国社会危机的原因和背景ꎬ恐怕要追溯到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ꎬ乃至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ꎮ

这次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银行缩水、货币贬值、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ꎬ还有整个西

方世界的两极化和不平等愈益严重ꎮ 在欧洲ꎬ英国的脱欧公投ꎬ还有正在升温的疑欧

主义ꎬ都是极化和不平等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深刻体现ꎮ 皮凯蒂在«２１ 世纪资本论»一

书中ꎬ清晰地展示了精英与大众在收入、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分化和撕裂ꎮ

与此同时ꎬ英国退欧公投也反映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某种逆全球化趋势ꎬ也即



２０ 世纪末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的反冲ꎬ其中包括人们对移民的反感和反弹ꎮ 英国脱欧

公投背后很重要的一大因素是移民ꎬ这些“移民”并非来自北非或中东ꎬ而是由于欧盟

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新欧洲”移民ꎮ 但是在英国社会既有的社会福利制度

之下ꎬ这些来自“新欧洲”的新移民ꎬ会使得英国普通人感到工作岗位减少了、社会福

利减少了、社会秩序更糟了、环境卫生更差了ꎮ 这种心理的演化导致对移民的排斥和

反全球化的诉求ꎮ

从世界层面来看ꎬ英国退欧公投将带来一系列冲击和影响ꎮ 首先ꎬ从英国本身来

说ꎬ退欧对整个经济、社会和外交形成巨大冲击ꎮ 人们也许要重新看待英国的地位和

英镑的作用ꎬ对其金融、经济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将对英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ꎮ 而且ꎬ英

国如果退欧ꎬ对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冲击都不小ꎬ而下一步英国在欧洲

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也会受到很大影响ꎮ 如果欧盟中“德法英”三大力量失去英国

的平衡作用ꎬ那么欧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次ꎬ从欧盟角度来看ꎬ英国退欧公投事件是否会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放缓? 欧

盟本来是世界区域一体化的样板ꎬ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最重要的主权国家部分让

渡的体制安排ꎬ对于其他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ꎬ可以说是全球

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鉴于英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ꎬ其脱欧使得欧盟这个区

域一体化先行者受挫ꎬ欧盟本身也受到很大冲击ꎮ 不仅如此ꎬ下一步全球发展中也会

出现更大的问题:世界是继续走全球化之路ꎬ还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乃至彼此为敌?

一旦各国又进入一个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乃至彼此为敌的时代ꎬ那就不止是对经济、金

融、贸易、投资、就业、增长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很大阻碍的问题了ꎮ

再次ꎬ英欧关系向何处去? 目前英国只是公投了要脱欧ꎬ但还没有脱欧ꎮ 脱欧是

否启动ꎬ英国议会是否批准ꎬ何时开始谈判ꎬ谈判需要多长时间ꎬ都还是未知数ꎮ 是否

可以说ꎬ英国与欧洲大陆原来貌合神离ꎬ今后是形脱神不脱?

最后ꎬ英美特殊关系是否因此更加强化? 美国对英国退欧的态度也很复杂ꎬ美国肯

定希望英国留在欧盟ꎬ没有英国的欧盟对美国并不利ꎮ 以前英国一方面是欧盟国家ꎬ另

一方面是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ꎬ如果只剩一方面ꎬ那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ꎮ

对于英国脱欧公投ꎬ我们要进行深度观察和思考ꎮ 公投事件反映出的社会危机不

仅在英国ꎬ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都有所呈现ꎮ 当前的世界形势也许可以用四种“主

义”或者“思潮”来形容:

第一ꎬ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抬头ꎮ 美国和西方各国自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以来都是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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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ꎬ各国纷纷出台保护主义措施ꎮ

第二ꎬ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苗头ꎮ 比如ꎬ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和法国的“勒庞现

象”ꎮ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苗头ꎬ也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ꎮ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伴随

着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ꎬ应该予以关注和警惕ꎮ

第三ꎬ社会上的排外主义出现ꎮ 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相应ꎬ社

会情绪上表现为民众的排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ꎮ 这种社会心态ꎬ是偶然的还是对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应ꎬ也应该高度关注ꎮ

第四ꎬ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极端主义ꎬ目前正在欧洲等地蔓延ꎬ越来越多的恐怖

主义事件只是一种表现而已ꎮ

这四种“思潮”、“主义”的抬头、交叉和重叠ꎬ使得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严重ꎬ在这

些不确定性的背后ꎬ各国需要共同携手加以防范的ꎬ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社会

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管理失职和体制失灵ꎮ

实际上ꎬ在这些“失”的背后ꎬ原有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建ꎬ各类同盟－伙伴关系正在

重组ꎬ原有的游戏规则正在重塑ꎬ世界秩序也正在重构ꎮ 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全球层

面的大转变、大调整ꎮ 中国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互尊、互利、互让的更加平等的国际关

系ꎬ共建、共赢、共享的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理念ꎬ更显出它的意义与生命力ꎮ

英国退欧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影响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ꎬ欧盟一直经受着多重危机和挑战ꎬ关于欧盟发展前景的讨论也未曾中断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ꎬ欧盟的前途命运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ꎮ

(一)英国脱欧削弱了欧盟应对危机的能力

如果从 １９５２ 年煤钢共同体算起ꎬ欧盟至今已走过了 ６４ 年联合历程ꎻ如果从 １９５７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算起ꎬ到明年也有 ６０ 年了ꎮ ６０ 年来ꎬ欧洲一体化在深度和广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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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展ꎬ欧洲实现了一体化创始者们最大的梦想———和平ꎮ 而英国脱

欧是欧洲一体化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和倒退ꎮ

从目前来看ꎬ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最大影响在于使得欧盟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其面临

的危机ꎬ而欧盟也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将不振、社会不稳、政治不安定的困境之中ꎮ 首

先ꎬ欧盟经济复苏严重受阻ꎮ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打击之后ꎬ欧盟国家

经济原本已经步入缓慢复苏轨道ꎮ ２０１５ 年ꎬ欧元区经济增速为 １.６％ꎬ欧盟为 １.９％ꎮ①

欧盟经济增长的回升态势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继续保持ꎮ 据欧盟统计局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发

布的报告ꎬ欧元区 １９ 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环比增长 ０. ６％ꎬ同比增长

１.７％ꎮ欧盟 ２８ 国 ＧＤＰ 环比增长 ０.５％ꎬ同比增长 １.８％ꎮ 欧盟前五大经济体德国、英

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 ＧＤＰ 均实现环比增长ꎮ② 欧盟 ２０１６ 年第二季度经济表

现尽管目前还没有统计数字ꎬ但普遍认为仍保持了平稳增长势头ꎮ③ 但英国脱欧公投

给英国和欧盟经济均产生了严重打击ꎮ 欧盟委员会在其第一份关于英国脱欧的经济

影响评估报告中认为ꎬ２０１６ 年英国经济增速将由原先预测的 １.８％大幅下降到 １.３％－

１.６％ꎬ而明年将可能陷入衰退ꎬ即－０.３％ꎮ 欧盟委员会预测ꎬ欧元区 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增速

为 １.５％－１.６％ꎬ但 ２０１７ 年将降至 １.３％－１.５％ꎮ④ 几乎在同一时间ꎬ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ꎮ⑤ 欧盟经济之所以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ꎬ除与英欧关系的不

确定性有关外ꎬ也与“欧洲投资计划”即“容克计划”受到的冲击有关ꎮ 近年来欧盟经

济复苏既受益于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ꎬ也受益于“欧洲投资计划”ꎮ 而英国是欧

洲战略投资基金的主要出资方ꎮ

其次ꎬ英国公投脱欧令欧盟以“更加欧洲化”来应对危机的想法变得更加不切实

际ꎮ 近年来ꎬ围绕如何摆脱危机和走出困境ꎬ欧盟内部存在很大的争议ꎮ 以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为代表的“联邦派”主张ꎬ欧盟有必要通过更多的一体化措施来克服危机ꎬ

包括在欧债危机方面ꎬ加强欧元区一体化ꎬ解决制度缺陷问题ꎻ在难民危机方面ꎬ形成

欧盟统一的难民政策ꎬ增加欧盟机构边境管制权力ꎻ在应对恐怖袭击方面ꎬ将成员国情

报交流机制化等ꎮ 另一派可称为“务实派”ꎬ主要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为代表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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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欧盟预计今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将分别增长 １.６％和 １.９％”ꎬ新华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５－
１１ / ０６ / ｃ＿１２８３９８２８５.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４ 日访问ꎮ

“财经观察:缓慢复苏的欧洲经济或将‘刹车’” ꎬ新华社布鲁塞尔 ７ 月 ６ 日专电 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６－０７ / ０７ / ｃ＿１１１９１８０４２４.ｈｔｍ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４ 日访问ꎮ

同上ꎮ
路透社布鲁塞尔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电ꎮ
“ ＩＭＦ Ｃｕ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ｆｏｒ ＵＫ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ｒｅｘｉｔ Ｖｏｔ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ｍｓ / ｓ / ０ / ３４ｅａｆｆ０２－４ｃｆａ－１１ｅ６

－８８ｃ５－ｄｂ８３ｅ９８ａ５９０ａ.ｈｔｍｌ＃ａｘｚｚ４Ｉｏｒｎｘ０１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



为任何推动新一体化的想法都是不合时宜的ꎬ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反对ꎮ 这一派在英国

脱欧后明显占据了上风ꎮ 按照“联邦派”的“更加欧洲化”的设想ꎬ成员国需要交出“更

多主权”、赋予欧盟更大的权力ꎮ 要做到这一点ꎬ必须签署新的欧盟条约或修改现有

条约ꎮ 但新条约或修改条约只有得到各成员国议会批准或公投通过才能生效ꎮ 由于

近年来欧盟成员国内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ꎬ各国政治家一直对签署新条约

的想法十分谨慎ꎮ 而英国脱欧对“联邦派”而言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ꎮ 图斯克在英国

公投后ꎬ再度强调了他的立场:“由于执迷于推动迅速而彻底的一体化进程ꎬ我们未能

注意到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并未分享我们的亲欧情结”ꎮ① 这等于宣布“更加欧洲化”

的主张已被束之高阁了ꎮ

再次ꎬ英国公投脱欧打破了欧盟内部长期形成的力量平衡格局ꎬ不利于成员国合

力应对危机ꎮ 近年来欧盟面临的各种挑战均对其凝聚力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旷日持久

的欧债危机扩大了欧盟内部的所谓“南北矛盾”ꎬ即以希腊等重债国家为代表的南部

国家与以德国等债权国家为代表的北部国家之间的矛盾ꎬ而来势汹涌的难民潮凸显了

欧盟内部的所谓“东西矛盾”ꎬ即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难民问题上的重大分

歧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欧债危机以来法国影响力的不断下降ꎬ二战后形成的“法德轴心”

逐渐名存实亡ꎮ 在如何救助希腊、是否制裁俄罗斯ꎬ以及如何应对难民危机等重大问

题上ꎬ德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ꎮ 长期以来ꎬ欧盟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法德共同倡导

下做出的ꎮ 可以说ꎬ没有欧盟内部特别是大国之间相互利益的平衡ꎬ也就没有欧盟的

发展ꎮ 当年柏林墙倒塌后ꎬ英国和法国一开始并不愿意看到德国统一的原因即是害怕

德国在欧盟内一家独大ꎮ 科尔总理最终通过放弃德国马克才换取了英法的支持ꎮ 英

国脱欧将意味着德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ꎬ而欧盟内大国间力量如何达到新的平衡将

成为欧盟的突出问题ꎮ

(二)维护一体化成果是欧盟的底线

尽管英国脱欧沉重打击了欧盟ꎬ一体化陷入停滞ꎬ但维护欧盟现有一体化成果符

合所有成员国的根本利益ꎬ欧盟不会解体ꎮ 首先ꎬ英国脱欧并非生存危机ꎮ 一方面ꎬ英

国虽是欧盟大国ꎬ但与法国、德国不同ꎬ它不是欧盟核心成员ꎮ 英国曾一直是欧洲联合

的旁观者ꎬ加入欧盟后也没有成为完全成员国ꎮ 欧盟一体化取得的两个最大成果———

申根协定和统一货币ꎬ英国均置身其外ꎮ 倘若法国和德国脱欧ꎬ对于欧盟来说才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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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之灾ꎮ 另一方面ꎬ英国脱欧没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ꎮ 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脱

欧风险一度很高ꎬ而希腊一旦脱欧将很可能引发欧元区分崩离析ꎬ当时欧盟面临的是

真正的生存危机ꎮ 英国脱欧后ꎬ法国、荷兰等国极右主义政党也曾呼吁在本国举行类

似的公投ꎮ 但从目前来看ꎬ没有一个欧盟国家政府会效仿英国进行脱欧公投ꎮ 即使举

行ꎬ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这五个最重要的国家ꎬ多数民众也会反对脱

欧ꎮ 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ꎬ法国舆论研究所于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７ 月 ６ 日进行的一项民意

调查显示ꎬ支持留在欧盟的德国民众为 ８１％ꎬ比上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份的调查增加了 １９

个百分点ꎮ 在法国ꎬ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为 ６７％ꎻ意大利为 ５９％ꎬ西班牙为 ８１％ꎮ① 由

此可见ꎬ英国脱欧不会引发欧盟“分家潮”ꎮ

其次ꎬ民粹和极端主义崛起ꎬ以及难民危机、恐怖威胁等挑战尽管解决不易ꎬ但不

会给欧盟造成致命伤害ꎮ 欧洲各国极端主义政党和势力尽管名称五花八门ꎬ但其主张

颇有共同之处ꎬ包括反精英、反体制、反移民、反欧盟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等ꎮ 显然ꎬ民粹

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欧盟来说是一支破坏性力量ꎮ 但是ꎬ尽管有一些成员国的极端主义

政党进入了议会ꎬ甚至入阁ꎬ但离主导和左右政府的决策还相差甚远ꎮ 事实上ꎬ中左、

中右政党仍然是欧盟国家的主流政党ꎮ 就难民危机和恐怖威胁而言ꎬ欧盟意识到这将

是其需要长期面对的两大难题ꎬ同时也正努力采取措施应对ꎮ 欧盟及其成员国很清楚

要有效应对难民危机ꎬ需要在难民的源头(中东、北非地区)、难民途经地区和国家(尤

其是土耳其)ꎬ以及欧盟内部三个方向上努力ꎮ 但依靠欧盟自身是无法应对中东乱局

的ꎮ 目前ꎬ欧盟的外交重点集中在土耳其ꎮ 因为大量的叙利亚、阿富汗难民是取道土

耳其来到欧洲的ꎬ土耳其如果采取合作态度则既有利于控制赴欧难民数量ꎬ也有利于

欧盟有序接纳难民ꎬ因而土耳其被视为掌握着欧洲解决难民危机的钥匙ꎮ 在德国的努

力下ꎬ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相关合作协议ꎬ明显缓解了欧盟的压力ꎮ 但土耳其发生未

遂政变后欧土关系有所紧张ꎬ双方合作蒙上了阴影ꎮ 在应对恐怖袭击方面ꎬ欧盟同样

面临巨大挑战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法国巴黎连环恐袭事件开始ꎬ欧洲国家已明显成为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攻击目标ꎮ 而法国尼斯惨案以及德国短期内发生的数起袭击

表明ꎬ“独狼式”攻击已成为恐怖袭击者常用的手法ꎮ 实施恐怖袭击者主要为从“伊斯

兰国”回流的欧洲各国“圣战分子”ꎬ以及未到“伊斯兰国”但被“洗脑”的极端化分子ꎮ

目前ꎬ欧盟国家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将会长期存在ꎮ② 为此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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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安全力量的建设ꎮ 德国呼吁在欧盟层面上尽快实现反恐情报数据的联网ꎬ并在

国内降低遣返避难申请者的门槛ꎬ建立发现难民极端化倾向的“预警系统”ꎬ以及组织

德国警察和军队联合演练反恐行动等计划ꎮ①

再次ꎬ“联邦派”的“更加欧洲化”的主张行不通ꎬ并不意味着欧盟将不会前行和发

展ꎮ 政府间合作、套餐式合作将成为未来数年内欧盟成员国合作的重要模式ꎮ 为了防

止成员国之间出现“团团伙伙”ꎬ欧盟曾一直避免公开倡议建立“双速欧洲”或“多速欧

洲”ꎬ也避免公开支持建立“核心欧洲”ꎮ 但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增多ꎬ相互利益协调难

度日益增大ꎬ在英国脱欧前所有成员国齐步前进已经越来越困难ꎮ 今后欧盟成员国的

合作将很可能绕开签署新条约而更加依赖政府间合作的方式ꎬ同时ꎬ不排除一些国家

组成“前锋队”ꎬ先行一步ꎮ

(三)中欧关系展望

近年来ꎬ随着美俄、欧俄、中美矛盾增大ꎬ大国博弈日益加剧ꎮ 中欧合作顺利发展

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的亮点ꎮ 由于中欧之间不存在突出的战略竞争或地缘政治

竞争ꎬ欧盟将中国崛起视为发展机遇ꎬ中国则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ꎬ中欧关系的这一发

展趋势将会继续保持ꎮ 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ꎬ由于中欧在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

存在很大差异ꎬ双方关系的发展也会面临各种挑战ꎮ 英国脱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ꎬ

主要来自英国在欧盟单一市场中地位的不确定性ꎮ 双方正式谈判估计要到 ２０１７ 年初

才会开始ꎬ谈判则至少需要两年时间ꎮ 尽管目前关于英欧关系有各种模式可以借鉴ꎬ

但由于英国和欧盟相对于彼此的重要性ꎬ二者关系很可能形成专门为英国量身定制的

英国模式ꎮ 鉴于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ꎬ而英国也被许多中国企业视为通往欧盟

单一市场的门户ꎬ同时英国伦敦金融城又是仅次于香港地区的人民币离岸中心ꎬ英欧

关系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到中英、中欧经贸关系ꎮ 英国脱欧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盟

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影响到中欧经贸关系ꎬ中国对欧出口将可能下降ꎮ

欧盟经济持续低速增长ꎬ将进一步助长其贸易保护主义ꎮ 这一点也需要引起中国

高度重视ꎮ 根据 ２００１ 年欧盟与中国签署的世贸组织协定ꎬ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１５ 年过渡期结束之后ꎬ欧盟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ꎬ并在对中国

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终止目前所采用的“替代国”做法ꎮ 然而ꎬ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欧

洲议会通过决议ꎬ明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ꎮ 欧洲议会的这一决议虽不具备法

律效力ꎬ但其释放的信号十分清楚ꎮ 不过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委员会的态度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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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按照欧盟的决策程序ꎬ先由欧盟委员会提出意见ꎬ然后才交由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

会审批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在记者会上首次正式表示ꎬ欧

盟将可能被迫修改现有反倾销政策ꎬ以应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ꎮ① 目前ꎬ欧盟将

其贸易对象分为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两类ꎬ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倾销计算方法ꎮ 今后

欧盟可能将不再给各国贴上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标签ꎬ但只要认定某个国家或行

业存在产能过剩或政府干预扭曲市场ꎬ就会依据国际价格确定是否属于倾销ꎮ 显然ꎬ

欧盟委员会试图利用新方法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ꎬ既绕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ꎬ又

保留其与现有反倾销力度相当的“保护手段”ꎮ②

与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同样重要的ꎬ是其当前对中欧经济关系的看

法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最新对华政策文件ꎮ 这份以«欧盟对华新

战略要素»为题并已得到欧盟各国外长批准的文件ꎬ一方面表达了与中国加强合作尤

其是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ꎬ另一方面异常高调地强调了双方相互合作的所谓“对等

性”和“公平性”ꎮ 从该文件给欧盟提出的八条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建议中可见一斑:第

一ꎬ“抓住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机遇ꎬ强化对华关系”ꎻ第二ꎬ“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保持

与中国改革的接触ꎬ以在中欧关系的经济、贸易、投资、社会、环境及其他领域取得互利

结果”ꎻ第三ꎬ“在所有合作领域实现对等性和公平竞争”ꎻ第四ꎬ“推动尽早完成双边投

资协定谈判”ꎻ第五ꎬ“大力推进中欧之间的基础设施、贸易、数字和人员的连接ꎬ这种

连接应基于公开的规则ꎬ并惠及所有沿线国家”ꎻ第六ꎬ“根据中欧对联合国和二十国

集团的责任ꎬ为全球公共产品、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安全做贡献”ꎻ第七ꎬ“推动在中国国

内和国际上尊重法治和人权”ꎻ第八ꎬ“与中国打交道时ꎬ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欧盟的团

结和有效性”ꎮ③ 欧盟的这份新对华政策文件不仅在上述建议中特别强调了对等性和

公平性ꎬ而且还将对等原则列为欧盟与中国发展关系时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ꎮ 鉴于欧

盟如此重视和强调所谓对等性问题ꎬ再考虑到其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态度ꎬ

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有可能呈现增多趋势ꎮ 对此ꎬ中欧双方有必要高度重视ꎬ并努力采

取积极措施进行有效管控和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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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退欧公投的政治影响

林德山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英国退欧公投的过程及其结果显示了当今英国社会的分化ꎮ 如何弥合因本次公

投而加剧的社会分化ꎬ成为脱欧公投后英国政府及主要政党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ꎮ 从

欧洲层面上说ꎬ遏制民粹主义浪潮、防止英国脱欧公投的消极影响的蔓延将是欧洲面

临的最大政治挑战ꎮ

(一)英国围绕公投的社会分化

围绕着公投ꎬ脱欧和留欧阵营间的斗争在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不同力量之间激

烈进行ꎬ到公投最后一刻几近白热化ꎮ 公投前夕的民调显示留欧派略占优势ꎬ但结果

却是ꎬ全国 ７２.２％的选民参加了投票ꎬ５１.９％支持脱欧ꎬ４８.１％选择留欧ꎮ 对投票结果

进一步细分则不难发现ꎬ它从不同层面凸显了英国社会的分化趋向ꎮ 从地区结构来

看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多数民众支持脱欧(分别为 ５３.４％和 ５２.５％)ꎬ而民族主义问题

突出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多数民众支持留欧(支持留欧的分别为 ６２％和 ５５.８％)ꎮ①

虽然英格兰民众多数主张脱欧ꎬ但与欧洲经济贸易关系密切、移民较多的伦敦地区却

又是支持留欧力量最集中的地区ꎮ 在支持留欧人数最多的 １０ 个地区中ꎬ伦敦占了 ７

个ꎮ 从人口结构来看ꎬ４５ 岁以上的多数支持脱欧ꎬ且年龄越大ꎬ支持脱欧的人数比例

就越高ꎬ而 ４５ 岁以下的多数支持留欧ꎬ且年龄越小ꎬ支持留欧的比例就越大ꎬ留欧支持

率最高的年龄段是 １８－２４ 岁ꎬ为 ７３％ꎮ② 此外ꎬ围绕脱欧公投的论战本身也显示出精

英与民众的对立趋势ꎮ 事实上ꎬ围绕该问题的社会分化除了显示出欧洲一体化本身对

不同地区和群体的不同影响外ꎬ也表明人们对过去几十年英国社会发展的不满趋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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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ꎮ

(二)脱欧公投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脱欧公投持久的政治影响要待英国与欧盟之间就具体的脱欧谈判完成之后才能

做出更为清晰的判断ꎮ 从短期来看ꎬ脱欧公投带给英国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弥合因

此而产生的政治和社会裂痕ꎮ 这一挑战不只是对执政的保守党而言ꎬ对其他政治力量

同样如此ꎮ

(１)脱欧公投后的英国政党竞争

公投结果出来后ꎬ英国两大党即执政的保守党和反对党工党的表现可谓出乎意

料ꎮ 本来处境艰难的保守党在经历短暂的党内角逐后迅速实现了党领导的更替并稳

定了局势ꎬ而本欲借此有所作为的工党却陷入了严重的党内危机ꎮ

卡梅伦发起这场公投ꎬ多少带点政治赌博的意味ꎮ 不过ꎬ当后来保守党内部脱欧

派和留欧派公开分化且激烈对峙之时ꎬ主张留欧的卡梅伦已经无法控制局势ꎮ 公投的

结果不出意外地首先以卡梅伦的辞职为代价ꎮ 此时ꎬ保守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此

背景下ꎬ谁将出任保守党领袖并作为新的首相领导保守党政府完成过渡? 在公投之

前ꎬ人们担心的是脱欧派主导英国政治ꎮ 人们对此有一种恐惧感ꎬ因为它可能不仅仅

意味着保守党的分裂ꎬ甚至意味着英国的解体ꎮ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恐惧感驱使保守党

在公投结果出来、卡梅伦宣布辞职之后做出了理性的选择ꎮ 经历了围绕脱欧和留欧的

激烈政治博弈之后ꎬ保守党党内以及英国国内的裂痕已经显露ꎮ 在此背景下ꎬ保守党

最需要的是团结和统一ꎬ英国更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ꎮ 这是一个难题ꎬ如果

按人们设想的在卡梅伦辞职后由脱欧派主导党和政府ꎬ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ꎮ 幸运

的是保守党内的理性力量主导了该党ꎮ 这一点在特蕾莎梅在党领袖的第一轮选举

中脱颖而出时即已显示ꎮ 而且后来的进程也比人们最初预想的要好ꎬ由于竞争对手的

相继退出ꎬ保守党没有等到 ９ 月份的党内最后选举ꎬ特蕾莎梅在卡梅伦辞职后顺利

接任保守党领袖和出任政府首相ꎬ温和派主导了保守党ꎮ 目前来看ꎬ保守党暂时渡过

了危机ꎮ 特蕾莎梅出任后的表现也可圈可点ꎬ保守党以及社会对其寄予厚望ꎬ她也

被视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的另一位保守党女强人ꎮ 接下来ꎬ保守党政府面临的最重要

问题是如何履行其承诺ꎬ在争取英国最大利益完成脱欧谈判进程的同时ꎬ避免英国经

济的急剧动荡ꎬ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脱欧带来的最棘手的政治问题ꎬ即苏格兰和

北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ꎮ 不过ꎬ总的来说ꎬ从脱欧结果出来至今ꎬ保守党显示了它作为

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应对危机上的成熟和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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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ꎬ英国工党在脱欧公投前后的表现却令人担忧ꎮ 本来ꎬ脱欧结果出来后ꎬ

其政治上的最大受益者应是作为反对党的工党ꎮ 工党最初是主张公投的ꎬ但在卡梅伦

明确承诺如果大选成功将在 ２０１７ 年前举行公投的背景下ꎬ时任工党领袖的埃德米

利班德表示ꎬ如果工党当选估计不会举行公投ꎬ因为它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英

国经济ꎬ尽管会保留在欧盟作出进一步的权力上移时英国有决定进入或退出的权利ꎮ

因此ꎬ公投的结果及其所引起的动荡似乎更有利于工党ꎮ 公投后工党也声称ꎬ它是唯

一能重新团结英国的政党ꎮ 但公投后工党的实际表现却令人失望ꎬ工党陷入了内部的

激烈斗争之中ꎬ而工党领袖科尔宾似乎成了工党内部矛盾的焦点ꎮ

表面上ꎬ科尔宾在此次公投中态度暧昧是其招致工党内部指责的主要原因ꎮ 工党

是主张留欧的ꎮ 但由于卡梅伦明确支持留欧ꎬ科尔宾不愿此次公投演化为对保守党政

府的一种背书ꎮ 因此ꎬ科尔宾虽然在公开态度上支持留欧ꎬ但表示理解脱欧的人为什

么要脱欧ꎮ 因此在公投前脱欧阵营与留欧阵营激烈对峙且形势胶着的背景下ꎬ支持留

欧的工党给人的印象是动员不力ꎮ 事实上科尔宾本人也承认ꎬ他对留在欧盟的热情也

只有七分ꎮ 为此ꎬ科尔宾遭到党内的指责ꎮ 前首相和工党领袖布莱尔曾公开批评科尔

宾在公投过程中的作为ꎬ认为他对留欧立场表现得极为冷淡ꎬ未能动员选民“去理解

这不是一次抗议投票”ꎮ①埃德米利班德在六月初也警告说ꎬ脱欧公投的结果未定ꎬ

他督促工党的支持者不要把它当做一次抗议保守党的投票ꎮ②米利班德还表示ꎬ英格

兰东北部支持脱欧是因为对一系列长期确定的事务的怀疑ꎬ不只是对移民问题ꎬ也包

括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怀疑ꎮ 而公投的结果也显示ꎬ一些工党中心地带的选民选择了脱

欧ꎮ 公投结果一出ꎬ工党内部就有人要求科尔宾辞职ꎮ 影子内阁外交大臣希拉里本

(Ｈｉｌａｒｙ Ｂｅｎｎ)因为公开反对科尔宾的党领袖地位而被后者解除影子内阁大臣职务ꎮ

此举引发了工党内部更激烈的反抗ꎮ 工党影子内阁 １１ 名成员辞职ꎮ 工党议会党团随

后发起对科尔宾的不信任案ꎬ结果 ２３０ 位工党议员中有 １７２ 位反对科尔宾ꎬ仅有 ４０ 位

支持ꎮ③ 此举没有法律效力ꎬ只是希望借此迫使科尔宾自动辞职ꎬ但科尔宾拒不辞职ꎮ

毋庸讳言ꎬ科尔宾是目前工党内部矛盾的焦点ꎮ 但严格地说ꎬ并不只是因为他在

此次公投中的表现ꎬ而是因为他的存在———即他作为工党领袖这一事实本身ꎮ ２０１５

年大选工党失利、米利班德辞去党领袖职务后ꎬ在新的党领袖选举中ꎬ作为激进左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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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科尔宾出人意料地当选为党领袖ꎮ 工党由一个激进左派人物领导ꎬ这在长期奉行

实用主义路线的英国工党的百年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一幕ꎮ 工党内部虽然始终存在着

左右翼之间的斗争ꎬ但在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的主导下ꎬ两派之间能够长期维持一种平

衡ꎮ 其关键在于:虽然党内左派始终存在并对党的意识形态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ꎬ①但无论是作为执政党还是作为反对党ꎬ工党的主要政策决定权是控制在坚持实

用主义的议会党团手中ꎬ后者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党领袖的产生ꎮ 这种平衡关系偶

尔也被打破ꎬ但其代价极为惨重ꎮ １９７９ 年大选失利后ꎬ来自左派的福特出任党领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 年)ꎬ以托尼本为代表的极左力量主导了党的政策ꎬ其结果是党的分

裂②和 １９８３ 年大选的惨败ꎮ 科尔宾作为激进左派参加 ２０１５ 年党领袖竞选时ꎬ几乎只

是勉强获得所需要的议员提名支持ꎬ其中有些支持者并不是为了支持他ꎬ而只是为了

能够在党领袖选举中发出不同的声音ꎮ 但他却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党领袖

选举ꎮ 这一方面是因为党内对于从布莱尔到米利班德的整个改革进程的失望ꎬ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党领袖选举程序改革ꎮ 普通党员的一人一票权使得几乎得不到议会党团

支持的科尔宾能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党领袖选举ꎬ并得到了大多数工会以及普通党员

的支持ꎮ

也就是说ꎬ科尔宾是在不被绝大多数工党精英支持但却赢得众多普通党员支持的

前提下当选工党领袖的ꎮ 而他在出任党领袖后的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工党精英与普

通民众背离的趋势:科尔宾的激进政治主张为工党赢得了大量新追随者ꎬ工党党员人

数从 ２０１５ 年大选时的 ２０ 万发展到了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时超过 ５０ 万ꎻ但在党的精英力量看

来ꎬ科尔宾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是不合时宜的ꎬ如其激进反核主张、反对打击叙利亚伊斯

兰恐怖组织等ꎮ 科尔宾在此次公投中的表现更令人不满ꎮ 总之ꎬ对于以执政为首要目

的、坚持实用主义的党内精英来说ꎬ科尔宾代表了一种有违主流政治的趋势ꎬ他已经成

为引发党内冲突的问题根源ꎮ 公投之后ꎬ影子内阁一半成员辞职ꎬ他们直言工党在科

尔宾的领导之下无法团结起来ꎬ也无法赢得人们对工党的信任ꎮ③目前ꎬ围绕着党领袖

的选举ꎬ工党陷入内部危机之中ꎮ 议会党团希望通过参加党领袖选举必须得到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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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员支持这一规定来使科尔宾失去资格ꎬ但科尔宾坚持他作为在职党领袖自动具

有竞选资格ꎮ

总之ꎬ脱欧公投并不是工党分化的原因ꎬ它只是加剧了这种分化ꎮ 而分化实际上

从布莱尔时期的“第三条道路”改革即已开始ꎮ 它围绕改革进程中的现代化派、传统

派和其他温和改革派之间展开ꎮ 科尔宾当选党领袖这一事实显示了工党底层对现代

化派和温和改革派的不满ꎮ 但从现代社会的变化趋向来看ꎬ回到传统左翼并不是工党

的出路ꎮ 在经历接连的失败之后ꎬ工党更需要一种团结ꎮ 而迄今为止ꎬ科尔宾领导下

的工党不仅未能显示弥合国家层面的社会裂痕的能力ꎬ甚至也无法弥合党内的裂痕ꎮ

脱欧公投驱使工党再次就党领袖问题做出选择ꎬ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工党的未来和下

一次大选ꎮ 工党前就业与养老事务发言人欧文史密斯(Ｏｗｅｎ Ｓｍｉｔｈ)已公开挑战科

尔宾ꎮ 但根据目前的形势ꎬ除非科尔宾自动辞职ꎬ否则在工党既有的党领袖选举规则

下ꎬ史密斯未必能撼动得到工党普通党员支持的科尔宾的党领袖地位ꎮ 因此ꎬ工党即

便不因此而分裂ꎬ也只能是通过新的选举失败来另寻变革的契机ꎮ 前首相卡梅伦在公

投后的议会辩论中表示ꎬ科尔宾的存在对国家不是好事ꎬ但对保守党却是幸事ꎮ 此话

前半句未必正确ꎬ但后半句的确代表了保守党的心声ꎮ①

除上述两大政党外ꎬ目前的全国第三大党、苏格兰第一大党苏格兰民族党也可能

会成为影响未来的重要变数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由于苏格兰绝大多数选民选择

了留欧ꎬ苏格兰民族党能否像它所寻求的那样在英国退出欧盟的同时保留苏格兰在欧

盟的地位ꎻ如果不能ꎬ它是否会推动苏格兰新的独立公投ꎮ

不过ꎬ对于英国的主流政党来说ꎬ脱欧或许会有一个意外的结果ꎬ即随着脱欧问题

的尘埃落定ꎬ那些脱欧政治力量———包括英国独立党以及各党内部的脱欧派———的影

响会逐步消退ꎮ 这意味着脱欧支持力量会有一个重新选择政治归属的问题ꎮ 特蕾莎

梅表示ꎬ不想让本届政府带上“脱欧”的标签ꎬ而应借此推进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

的改革ꎮ 她的意图显然还不仅是维护团结ꎬ也在于显示保守党作为一个国民政党的政

治意义ꎮ 此外ꎬ对于那些备受脱欧问题打击的力量ꎬ如自由民主党来说ꎬ这或许意味着

新的机会ꎮ

(２)脱欧引发的政治权力重构

除了围绕脱欧问题的政党竞争外ꎬ脱欧还将引发英国新的政治权力重构ꎮ 目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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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已经明确拒绝就脱欧问题举行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ꎮ 这意味着英国脱欧

的方向已不可改变ꎮ 过去归属于欧盟层次的一些权力事务面临着被重新分配的问题ꎮ

一些曾经被转让的国家权力要重新回到国家层面ꎮ 英国议会已经公布了一系列分析

报告ꎬ评估脱欧对养老金、金融服务、地方政府、能源等领域的影响ꎮ 一些在既有的欧

盟框架下进行的项目继续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ꎬ一些欧盟的能源、环保法律要求已经

通过国家的二次立法转化为地方公共管理的政策目标等ꎬ它们面临着是否需要调整或

如何维持的问题ꎮ

但回归国家层面并不简单意味着回归中央政府ꎮ 事实上ꎬ脱欧带来的直接政治后

果就是国家不同层次的权力重构ꎮ 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新的权力下放改革ꎬ以及

如何处理脱欧后一些地区的新的民族主义诉求ꎮ

权力下放改革从上个世纪末即已开始ꎬ分别经历了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ꎬ一些

重要的改革成果的影响已经显现ꎬ如苏格兰议会权力扩大等ꎮ 脱欧引发的直接问题是

地方和中央权力的重新分配ꎮ 事实上ꎬ伦敦市长萨迪克卡恩(Ｓａｄｉｑ Ｋｈａｎ)在公投之

前就要求进一步下放权力ꎬ包括财政权力ꎮ 公投结果出来后ꎬ地方政府协会(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表示ꎬ脱欧后的权力并不是从欧盟回到英国中央政府ꎬ而应下

放给地方政府ꎮ① 脱欧公投已经显示了地区之间的裂痕ꎮ 在此背景下ꎬ新的权力下放

将是避免这种裂痕扩大的必要选择ꎮ 目前ꎬ直接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保

守党政府调整而带来的运作方式的改变ꎮ 过去五年来ꎬ在该问题上英国政府遵循了一

种被称为“白厅礼物模式”(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 ｇｉｆｔ ｍｏｄｅｌ)的方式ꎮ 地方领导人与乔治奥斯本

(Ｇｅｏｒｇｅ Ｏｓｂｏｒｎｅꎬ卡梅伦政府的财政大臣)谈判ꎬ如果奥斯本认可地方的意见ꎬ他会将

该意见纳入一个新的权力一揽子计划ꎮ 但在脱欧公投之后ꎬ这种方式不大可能行之有

效ꎻ二是地方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改革ꎮ 在苏格兰、威尔士的地方议会权力已经扩大的

背景下ꎬ新的权力下放会进一步延伸到市政层面ꎮ 公投结果出来后ꎬ相关评论即指出ꎬ

这对两党都提出了挑战ꎬ迫使它们自下而上地推进更为多元的地方政党体制ꎬ以适应

人民更贴近权力的需要ꎬ其中包括在市政选举中引入比例代表制ꎮ② 如果这种改革开

始推进ꎬ那将意味着自下而上地改变英国的两党制结构ꎮ

此次脱欧公投直接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与欧盟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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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的关系ꎮ 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选民支持留欧ꎬ而且由于上述早已存在的民族主

义问题ꎬ这将是本届保守党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ꎮ 苏格兰以绝对多数支持留欧ꎮ 因

此ꎬ人们对退欧公投结果的一个反应即是苏格兰是否会启动第二次独立公投ꎮ 公投结

果出来后ꎬ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领袖斯特金(Ｎｉｃｏｌａ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立即表示ꎬ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ꎬ这是不可接受的ꎬ并表示苏格兰政府打算启动另一项苏格兰独立

公投的法律程序ꎮ 苏格兰工党则开始咨询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有没有留在英国并同时

保留欧盟成员资格的可能ꎮ 目前来看ꎬ这种结果很渺茫ꎮ 与此类似的还有北爱尔兰和

英国的海外领地直布罗陀ꎬ后者 ９５％的选民支持留在欧盟ꎮ 该领地在 ２００２ 年的公投

中曾拒绝加入西班牙ꎮ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ꎬ西班牙人立即提出了类似的要求ꎬ认为西

班牙离拥有直布罗陀主权更近了一步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ꎬ欧盟对于北爱尔兰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ꎬ因而英国脱欧的

结果会在北爱尔兰引发更深层的政治问题ꎮ 这一点ꎬ早在公投之前就已初现端倪ꎬ

«新政治家»在公投日前夕发文对此进行了分析ꎮ 自 １９７３ 年以来ꎬ欧盟的存在对于北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ꎮ 加入欧共体并与爱尔兰共和国同为欧盟 /欧

共体成员国ꎬ这一现实缓和了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必须在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统治

之间做出选择的极端情绪ꎮ 如果英国脱欧ꎬ对于这些民族主义者来说ꎬ就意味着需要

一种政治甚至边界的重建ꎮ①因此ꎬ对于公投结果ꎬ新芬党政治家、北爱尔兰第一副大

臣马丁麦吉尼斯(Ｍａｒｔｉｎ ＭｃＧｕｉｎｎｅｓｓ)认为其影响“深远”ꎬ并认为北爱尔兰现在需要

就统一举行投票ꎮ②最近他又在网上发表评论ꎬ认为英国政府的决定是反民主的ꎬ违背

了北爱尔兰人民的意愿ꎮ 他强调ꎬ北爱尔兰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ꎬ且应该从整个

爱尔兰范围的角度考虑重建爱尔兰的问题ꎮ 麦吉尼斯认为需要从更广的范围考虑爱

尔兰的政治选择ꎮ③

(三)英国脱欧公投引发欧洲民粹主义浪潮?

英国的脱欧结果对欧洲的政治打击是不言而喻的ꎮ 对于目前正受困于经济危机、

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欧盟国家来说ꎬ最担心的是英国的脱欧会引发连锁反应ꎬ

担心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力量会借此在各国效仿英国ꎬ掀起一轮脱欧浪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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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ꎬ早在卡梅伦宣布英国公投决定之时ꎬ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就已经发出了警告ꎬ担心英国公投引发民粹主义的浪潮ꎬ担心欧洲其他

国家的政治家会为了国内的“自私目的”而诉诸这种模式ꎮ①他虽然没有具体指哪个国

家ꎬ但人们认为ꎬ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存在这种可能ꎮ 公投之后ꎬ德国«明镜»周刊

(ｄｅｒ Ｓｐｉｅｇｅｌ)也提醒人们警惕一种极为简单化的趋向ꎬ认为这种诉诸非理性的方式威

胁着民主ꎮ 西班牙«国家报» ( Ｅｌ Ｐａｉｓ)也发表评论说ꎬ民粹主义不只是在英国ꎬ也在

欧洲大陆蔓延ꎮ 民粹主义正在撕裂欧洲ꎮ 民粹主义政党利用人们对欧盟的指责而获

得了发展ꎮ 其他国家的一些媒体也表示ꎬ担心一些国家会追随英国的做法ꎬ认为英国

公投结果表明ꎬ那些“被排斥者”的不满情绪上升ꎬ它驱动了诸如美国的特朗普以及意

大利的民粹主义五星运动力量的上升ꎮ②

欧洲各国的一些民粹主义力量的确在借英国公投大造舆论ꎮ 英国脱欧结果公布

后ꎬ欧洲民粹主义和疑欧政党纷纷表示这是“自由”的胜利ꎬ要求各国在本国发起对欧

盟成员资格的公投ꎮ 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表示这是“自

由的胜利”ꎬ并要求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举行同样的公投ꎬ其呼吁得到了荷兰、丹麦、瑞

典和意大利等国极右政党的回应ꎮ③

不过ꎬ也正因为如此ꎬ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短期内会促使其他欧盟成员国政府团

结起来ꎮ 公投后欧盟首脑会议对英国的强硬态度也显示了这一点ꎮ 这意味着在未来

欧盟与英国的谈判中ꎬ在稳定欧洲经济、避免剧烈动荡的大前提下ꎬ欧盟不大会做太多

的让步ꎮ 但从长远来看ꎬ英国的脱欧给欧盟敲响了警钟ꎬ促使它进行必要的改革ꎮ 毕

竟ꎬ众多欧洲国家的疑欧力量支持者ꎬ不是反对欧盟本身ꎬ而是其机制ꎮ 如果欧盟没有

进一步的改革ꎬ在特定情形下ꎬ与英国脱欧类似的情形有可能会再次发生ꎮ 英国公投

之后ꎬ德国«南德意志报» (Ｓｕｅ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立即发文表示ꎬ欧盟需要“彻底的检

讨”ꎮ 欧盟其他国家应该从英国脱欧公投中吸取教训ꎬ对其欧洲政策进行最根本的反

思ꎮ 德国«每日镜报»(ｄｅｒ Ｔａｇｅｓｓｐｉｅｇｅｌ )也认同这一观点ꎬ并认为欧盟目前处于“或改

革或毁灭”的处境ꎮ 同时该报还警告说ꎬ欧洲强烈主张融合的政治精英的修补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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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裂口”ꎮ 欧盟需要“更加开放ꎬ更加透明”ꎬ更为关注福

利ꎮ①

总之ꎬ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有些是基于制度安排可以直接消除的ꎬ有些则是难以

直接计算的ꎬ在政治领域即是如此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它取决于英国以及欧盟自身的后

续选择或反应ꎮ

英国退欧和欧洲的前途

丁　 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教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从 ２０１３ 年至今一直纷扰英国、欧盟乃至全世界的英国退欧公

投终于以 ５１.９％对 ４８.１％、退欧民众略占上风的结果而使“英国退欧”成真ꎬ不仅令全

球金融界惊呼出现“黑天鹅”事件ꎬ也让媒体和公众舆论大跌眼镜ꎮ 而此后三百万英

国人联名要求再次公投的呼声ꎬ又让世人对英国民众对退欧公投的随意性和公投结果

的非理性提出质疑ꎮ 笔者以为ꎬ英国退欧作为一件对英国和欧盟、欧洲一体化具有深

刻影响的事件ꎬ值得我们冷静和理性地对公投结果的主要成因、衍生的结果以及对英

国、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未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估ꎮ

(一)英国退欧绝非偶然ꎬ背后蕴含着一系列历史和现实交织、内外缠绕的深刻

成因

第一ꎬ“光荣孤立”的禀性使然ꎮ 长期孤悬海外的岛国地理位置使英国对欧政策

形成了以“均势政治”为原则的“光荣孤立”特征ꎬ并在 １９ 世纪由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

发扬光大ꎬ利用大陆主要国家间的矛盾ꎬ纵横捭阂ꎬ置身于欧洲大陆国家的纷争之外ꎬ

牟取最大利益ꎮ 这背后其实有着不同的历史积淀以及经济、法律体制、民族心理等烙

印ꎮ 尽管时过境迁ꎬ 英国后来被迫结盟ꎬ但民众的“光荣孤立”心态和思维习惯依旧ꎬ

并成为退欧的天然民间土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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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基于实用主义参加欧洲一体化以及邦联主义的主导思维导致英国“疑欧”

成为传统ꎬ疑欧思潮不断发酵ꎮ 尽管二战后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出于国力衰弱和遏

制苏联等考量ꎬ最早提出了欧洲联合的设想ꎬ但英国外交的基本政策还是英美特殊关

系、英联邦ꎬ而后才是欧洲国家的三环外交ꎮ 英国自己组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ꎬ对峙法

德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ꎬ在历尽曲折后基于本国利益如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影响和自

身的贸易需求等的考量ꎬ最终于 １９７３ 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ꎮ 但其出发点更多的是

着眼于经济和贸易等实用主义角度ꎬ可谓“斤斤计较”ꎮ 其最看重的一体化目标就是

欧洲大市场ꎮ 因此ꎬ从本质上而言ꎬ英国在一体化进程中始终秉持以国家为主要单位、

基于共同利益组成联盟的邦联主义理念ꎮ 尽管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在执政时期从

各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公正理念出发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个时期的政策和领

域或首肯、或反对ꎬ但总体是反对进一步向欧盟转交主权的ꎮ 因此ꎬ英国与欧共体 /欧

盟之间龃龉不断:加入伊始ꎬ英国于 １９７５ 年就是否留在欧共体进行首次公投ꎬ尽管顺

利过关ꎬ但疑欧的阴影并未消除ꎻ撒切尔时期则纠缠于共同农业政策和预算摊款份额

问题ꎬ反对统一的«欧洲社会宪章»等ꎻ尽管布莱尔在执政时期改弦更张ꎬ基于工党相

似的理念而对«欧洲社会宪章»网开一面ꎬ对«阿姆斯特丹条约»等作了妥协ꎬ但仍拒绝

加入欧元区ꎻ卡梅伦时期则反对签署财政契约ꎬ反对联邦主义者容克就任欧委会主席

等ꎮ 凡此种种ꎬ表明疑欧情结和传统一直笼罩英伦ꎬ不时发酵ꎮ

第三ꎬ现实问题的困扰和催逼ꎮ 退欧之所以获得大量英国民众支持并最终成真ꎬ

与一系列现实问题和挑战密不可分ꎮ 归纳起来ꎬ有三个方面:一是移民问题ꎮ 英国民

众认为ꎬ作为欧盟一员ꎬ囿于人员自由流动的欧盟基本原则ꎬ英国无法行使边控主权以

控制和阻止大量来自中东欧的移民的涌入ꎬ导致实际流入数量超过了当初英国政治家

们宣称的移民迁入数的数十倍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 年间ꎬ涌入的移民人数达到 ３３０

万人ꎬ其中大部分来自新成员国ꎮ 他们被指责大量消耗了英国的社会福利如免费医疗

等福利资源ꎬ同时抢占了就业岗位等ꎮ 但实际上ꎬ这些年轻的移民填补了英国就业结

构的断层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龄化的挑战ꎮ 其缴纳的税款和社保费用ꎬ与享受的

福利相抵ꎬ实际财政净贡献达到 ３４％ꎻ二是英国向欧盟预算缴纳的费用不合理ꎮ 民众

认为ꎬ英国一直是净贡献国ꎬ不符合英国的利益ꎬ也不公平ꎮ 如 ２０１５ 年ꎬ英国缴纳的费

用达到 １７８ 亿英镑ꎬ扣除返还ꎬ净贡献达到 ８６ 亿英镑ꎻ①三是民众对欧委会等欧盟的

相关原则规定如人员自由流动、过度的主权让渡、不民主的决策机制尤其是其“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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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尸位素餐似的做派十分不满ꎬ不仅反对再向布鲁塞尔让渡主权ꎬ甚至呼吁要回

包括边界控制权等在内的相关主权ꎮ 有关欧洲一体化和英国主权相关的事务也一再

成为民众抱怨的焦点ꎮ 相当数量的民众认为ꎬ正是未加入经货联盟才使英国在此次金

融危机中自主使用货币、财政政策ꎬ采取量宽政策等刺激措施ꎬ使英国经济较快克服危

机ꎬ重回增长之路ꎬ危机以来英国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欧元区国家ꎮ 面对日益严峻

的难民危机ꎬ英国民众也反对欧盟应对危机的分摊配额等制度安排ꎬ主张维护控制边

境的主权ꎮ 此外ꎬ因为金融服务业在本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ꎬ

英国民众强烈抵制欧盟金融监管ꎬ对征收金融交易税等举措极为反感等ꎮ

第四ꎬ政治家的刻意操弄ꎮ 在启动和公投造势中ꎬ英国各党派的政治领导人ꎬ尤其

是前首相卡梅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ꎮ 不可否认ꎬ退欧在英国的民意基础与欧洲大陆

欧盟国家不可同日而语ꎮ 但毫无疑问ꎬ支持留欧的卡梅伦为了平息党内退欧和留欧派

的纷争以确保 ２０１５ 年保守党赢得大选甚或单独组阁、尤其是自己能够蝉联相位ꎬ承诺

２０１５ 年一旦胜选便进行退欧公投无疑是一个非理性的大豪赌ꎮ 在公投中ꎬ保守党留

欧派仅片面地以经济数据描绘退欧灾难ꎬ对主张退欧的选民所关注的移民等问题解惑

不力ꎻ以科尔宾为首的工党尽管支持留欧ꎬ但党心涣散ꎬ无所作为ꎻ而法拉奇领衔的英

国独立党和以鲍里斯为代表的保守党内退欧派则大肆利用难民、移民和主权等问题误

导、威吓民众ꎬ绝口不提退欧代价和真正退欧后的处理方案ꎮ 从事后情形可见ꎬ英国政

治领导人和精英阶层ꎬ无论留欧派还是疑欧派ꎬ均是既无思想准备ꎬ更无缜密应对计

划ꎬ卡梅伦如释重负般地离去、法拉奇公投后的闪辞、科尔宾和工党同僚的互相攻犴、

保守党内脱欧派戈夫与约翰逊等互相内讧ꎬ均是对此绝好的注脚ꎮ 似乎也从侧面证

明ꎬ脱欧远不是我们印象中精明圆滑的不列颠人主动筹划的结果和英国人有意识地通

过脱欧来达到另辟蹊径、改弦更张ꎮ

(二)退欧公投体现并加剧了英国社会的撕裂

相关数据显示ꎬ退欧公投参与率达到 ７２.２％ꎬ超过了上届英国大选ꎬ这说明公投得

到了民众的高度关注和全面参与ꎮ 公投选票的分布ꎬ展示了英国社会在这一重大议题

上ꎬ包括英国未来走向上的巨大分歧ꎬ出现了典型的个体理性导致了群体无理性的结

果ꎮ

从参加投票的主张退欧、留欧人群的年龄来看ꎬ呈现出明显的分野:愈年轻者愈愿

意留欧ꎮ 各年龄段的留欧和退欧比例对此作了完美的佐证:７１％ ∶ ２９％(１８－２４ 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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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 ４６％(２５－４９ 岁)ꎻ４０％ ∶ ６０％(５０－６４ 岁)ꎻ３６％ ∶ ６４％(６５ 岁以上)ꎮ① 据说在这

次未能获得投票资格的 １６－１８ 岁人群中ꎬ支持留欧的青少年比例更是高达 ７２％ꎮ 根

据英媒的统计和预测ꎬ对于那些主张留欧但必须生活在退欧结果造成的社会环境中的

投票者而言ꎬ如果按上述年龄段分类ꎬ最长还要生活近 ６９ 年、５２ 年、３１ 年和 １６ 年ꎮ 由

此出现了主张留欧的青年一代对青睐退欧的年老一代的抱怨:再活十几年的老一代葬

送了未来一代的机会ꎮ 而这种随年龄高低呈现出的明显的规律性选择ꎬ恰恰反映了不

同年龄段的英国民众的理性选择ꎮ 因为投票选择留欧也即是选择和欧洲大陆之间的

更大的互动性、流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ꎬ这正符合全球化、一体化和互联网背景下

成长起来、从伊拉斯谟游学计划中受益、赞同“我能、我可以”口号、相对更喜好风险的

年青一代的生活理念和个性追求ꎮ 相对而言ꎬ４９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则对未来有限的人

生时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厌恶ꎬ对昔日大英帝国、英联邦以及英镑充满美好回忆ꎮ

就公投中相对更加赞同和反对留欧的地区分布而言ꎬ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大伦敦

地区民众更偏向于留欧ꎬ而除大伦敦地区以外的英格兰地区则普遍青睐退欧ꎮ 这一局

面的背后原因是ꎬ一直闹独立的苏格兰更需要欧盟ꎬ北爱尔兰也有相同的考量ꎮ 而以

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伦敦地区ꎬ是英国最为国际化、最开放的地区ꎬ聚集着大批受惠于

一体化、从事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行业人员等ꎬ自然希望留欧ꎮ

从政治倾向来看ꎬ 公投中英国政坛的政治图谱也清晰地呈现了巨大的分野ꎬ“留

欧”和“脱欧”之比:保守党(３９ ∶ ６１)、工党(６５ ∶ ３５)、自民党(６８ ∶ ３２)、英国独立党

(５ ∶ ９５)、绿党(８０ ∶ ２０)ꎮ② 可见除了英国独立党ꎬ保守党内部退欧呼声最高ꎮ

从青睐和厌恶退欧、留欧的社会阶层来看ꎬ公投的结果显示ꎬ越是社会精英、高收

入者ꎬ越是与外界交流互动广泛的产业界ꎬ主张留欧的比例就越大ꎮ 如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中主张留欧、脱欧之比为 ６８ ∶ ３２ꎻ在只受过普通中等教育及以下人群中该比例则

为 ３０ ∶ ７０ꎮ③ 金融界、商业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等竭力呼吁留欧即是明证ꎮ 退欧公投

这一事件反映出英国社会阶层和人群的巨大分野ꎮ

退欧公投的结果ꎬ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英国相当部分民众(尤其是中下层)对近

几十年来全球化和欧债危机以来政府以紧缩为主基调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造成的

社会分化结果的不满ꎻ同时ꎬ也反映了“反一体化”和“反精英”思潮近年来不断潜滋暗

长ꎬ不容小觑ꎬ更不应忽视ꎮ 二战后ꎬ尤其是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以金融要素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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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特征、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衍生金融品资产证券化为再分配方式的经济

全球化ꎬ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更加暴露出其狰狞的一面ꎬ致使社会财富的配置越来越

集中于资本所有者和雇主ꎬ雇员、工会、传统中左翼政党日益弱化ꎮ 在英国ꎬ从工党布

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到保守党卡梅伦的紧缩政策ꎬ使中下社会阶层的利益受损日益

明显ꎬ且无法完全通过体制作出反馈ꎬ造成更多民众通过在公投、大选中一人一票的方

式与官方和正统立场相左来表示不满ꎮ 在英国ꎬ目前占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各自 ２０％

家庭的财富差距已经高达 １１７ 倍ꎮ① 最富裕的 １０％人口拥有 ４５％的财富ꎬ而相对贫困

的 ５０％人群的财富只有 １０％ꎮ 从 １９７５ 年公投时 ６７％主张留欧下降到此次 ４８.１％ꎬ反

映的不仅仅是英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热情的消退ꎬ更是目前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内部

民主赤字日益扩大ꎬ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疑欧和信任危机齐聚带来的各国“去一体

化”思潮泛滥ꎬ要求收回主权的民粹主义高涨ꎻ为民粹主义和民主形式绑架的欧洲精

英和从欧盟到各国政治领导人对危机的无所作为、得过且过ꎬ使其日益丧失对公众的

影响力和可信度ꎬ在为民粹主义准备温床的同时也造就了眼下盛行的反精英和“塔西

佗陷阱”ꎬ从而阻碍了一体化的进一步前行ꎮ

(三)如何处理英国退欧ꎬ考验英、欧双方政治家的智慧ꎬ也关系到一体化的未来

走向

处理英国退欧事件ꎬ对欧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ꎮ 欧盟如今陷入两难境地:一

方面ꎬ为了挽留英国ꎬ欧盟已经对英国作了相当多的让步ꎬ主要体现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卡

梅伦从布鲁塞尔带回的清单中ꎬ既包括了移民福利方面的让步ꎬ也涵盖了给予英国金

融业的特惠ꎬ还回应了英国对进一步上缴主权的担心ꎮ 如此迁就ꎬ仍无法挽回英国民

众的退欧之心ꎬ那么ꎬ如果欧盟不就此在对英谈判中给予惩罚ꎬ则无法以儆效尤ꎬ尤其

是在当下各国民粹主义肆虐、疑欧风潮风起云涌之时ꎬ定会变相鼓励各国持极端立场

和民粹主义政党、群体(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国家领导人(如匈牙利

首相欧尔班等)ꎬ争相以民意为幌子ꎬ以退欧或就某一欧盟政策取舍要挟欧盟ꎬ进而主

张各自国家的特殊要求ꎬ把一体化变成一张可随心所欲任意挑选的“菜单”ꎮ 但另一

方面ꎬ考虑到英国在政治上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北约在欧洲最重要的成员和支柱国

家ꎬ以及作为目前欧盟第二大经济体自加入欧洲一体化 ４３ 年来与欧盟形成的千丝万

缕的密切联系ꎬ如要决绝地彻底分开ꎬ无疑会陷于“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尴尬境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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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经济联系视角来看ꎬ２０１５ 年ꎬ占英国 ４３.７％的出口和 ５３％的进口来自对欧贸易ꎻ①

英方对欧盟的货物贸易赤字ꎬ意味着其进口需求为包括德国等在内的其他成员国提供

了大量的就业机会ꎻ而服务贸易上的盈余背后ꎬ则是作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以伦敦

金融城为代表的英国金融业利用自身的时区、法制、语言、金融人才、创新和历史优势

为欧盟成员国提供了大量不可替代的特色金融服务ꎬ相互间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完

整的产业链ꎬ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ꎮ 在直接投资上也是如此ꎬ在过去的十年中ꎬ

英国吸收来自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吸收外资的 ４７％－５３％ꎮ② 在就业上ꎬ综合数

届英国政府的数据ꎬ有 ３３０－３５０ 万英国就业岗位直接和间接依赖英国对欧盟国家的

货物和服务出口ꎮ 因此ꎬ在英欧双方精英对精英的谈判中一般不会出现双输或单输的

结果ꎬ这也意味着最终必然是双方的妥协ꎬ但这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又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ꎬ对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来说ꎬ临危受命ꎬ需要针对多重问题和目标同

时开弓ꎮ 如何弥合党内退欧与留欧派的分歧ꎬ安抚利益受损、满腹牢骚的中下层民众?

如何不让要求留欧又主张独立的苏格兰继续留在大不列颠? 如何与欧盟展开退欧谈

判并使英国利益极大化? 可谓事事棘手ꎮ 对内ꎬ放弃前任财长奥斯本主导的紧缩政

策ꎬ增加对中下层的福利投入ꎬ作出让每个英国人获益的承诺:“在我的领导下ꎬ英国

保守党本身将完全、彻底、坚定不移地为工作人群服务”ꎬ③让工会代表进入董事会等

主张ꎬ限制高管薪酬等“左倾”的政策无疑是对前任和保守党传统的反叛ꎮ 结果如何ꎬ

有待观察ꎬ但弥合社会阶层分裂之心昭然ꎮ 对欧盟ꎬ她充分利用«里斯本条约»第 ５０

条没有强制启动退欧谈判程序的漏洞和欧盟及某些主要成员国投鼠忌器的顾虑ꎬ拖延

启动程序ꎬ据悉甚至可能推迟到 ２０１７ 年四月以后ꎮ 最令梅首相为难的应是如何保留

英国在统一大市场的地位ꎮ 比如在继续持有颇具象征性、对英国金融业举足轻重的欧

盟金融市场通行证(ｐａｓ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的前提下ꎬ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行使边界主

权和对人员流动的控制ꎬ也即选择挪威模式抑或瑞士模式、甚或其他模式的问题ꎮ 她

能成功? 还是中途退场? 是否继续推行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理念? 对非欧国家如美国、

中国等大国关系又该如何调整ꎬ均有待观察ꎮ 但回归中间路线似乎是其调整的第一

步ꎮ

对欧洲一体化事业和欧盟来说ꎬ英国民众的退欧选择不啻是“改革的叫醒铃”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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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欧洲一体化已经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一体化是前进还是后退ꎬ这是个问题”ꎮ

因为在英国退欧公投过程中ꎬ卡梅伦一直高调呼吁“欧盟必须改革”ꎬ这也是相当多的

欧盟国家及其民众所抱怨和期许的ꎮ 不满目前各种危机冲击下的欧洲一体化的现状

和民主赤字的扩大ꎬ尤其是布鲁塞尔官僚主义ꎬ要求改革相关决策机制和现行政策的

呼声日渐增高已是不争的事实ꎬ这从欧洲民意调查的“晴雨表”统计数字变化中可见

一斑ꎮ 相比 ２００８ 年ꎬ２０１６ 年欧盟民众对涉及欧盟问题的民调变化是:信任欧盟的人

群的比例从 ５０％下降到 ３３％ꎬ对欧盟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却从 １５％上升到 ２７％ꎬ对欧盟

未来表示悲观的比例却从 ２８％上升到 ４４％ꎮ① 在法国这样的欧洲一体化轴心国家ꎬ对

欧盟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已跌到了 ３８％ꎬ比英国还低 ６ 个百分点ꎬ令人震惊ꎮ②

这种疑欧情绪的爆发恰恰是欧洲目前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ꎬ充分体现

在近年来相互缠绕接连爆发的一连串危机和矛盾中: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移民问题、

恐怖袭击、疑欧退欧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等ꎮ 上述危机的发生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

从经济、社会视角来看ꎬ欧洲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欧洲社会创新乏

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ꎬ应对外来冲击与自我适应、复苏的能力弱化ꎬ由此导致的经济

停滞、福利削减引发民众不满ꎮ

从欧洲一体化视角来看ꎬ欧盟大规模东扩导致一体化扩张过快、成员国之间经济

水平、社会制度、认同心理等方面差异过大ꎬ趋同缓慢ꎬ一体化深化难以与之匹配ꎮ 同

时ꎬ尽管经济一体化已发展到单一货币、经货联盟阶段ꎬ但从现行设计和政策执行来

看ꎬ欧元区显然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ꎬ而且没有真正实现在动态中逐步趋向于实现一

个最优货币区的商品、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ꎮ 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

分离等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体制不完善、不到位ꎬ在欧债危机的不对称冲击下ꎬ

既撼动了现有的机制ꎬ也腐蚀了深化一体化的决心ꎻ难民危机的骤然加剧和恐怖袭击

的接连发生ꎬ不仅对作为欧盟第三支柱的司法、内务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而且威胁

到人员自由流动的基本原则和«申根协定»ꎬ以及第一支柱经济共同体的成果ꎮ

从思想和理念视角来看ꎬ有关欧洲一体化最终方向和目标的邦联和联邦之争仍未

达成共识ꎬ而眼下的情形是ꎬ邦联主义倾向有渐占上风的势头ꎮ “各人自扫门前雪ꎬ莫

管他家瓦上霜”的情形在难民危机中已经暴露无遗ꎬ疑欧情绪空前高涨ꎬ而英国退欧

无疑又增强了这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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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改革本身亦是一个棘手的难题ꎮ 一方面ꎬ逆水行舟ꎬ不进则退ꎮ 以欧委

会主席容克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主张强势推进一体化深化ꎮ 另一方面ꎬ欧债危机使各

国经济复苏乏力、通货紧缩ꎬ金融全球化导致各国内部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下阶层

利益受损ꎬ致使反全球化、一体化和反精英思潮潜滋暗长ꎻ难民危机和恐袭又使不安全

感骤升、民粹主义盛行ꎬ极端政党、群体和势力大行其道ꎮ 在当前危机迭出、诉求各异ꎬ

矛盾突出、离心倾向空前严重、共识异常缺乏ꎬ决策中欧盟层面影响弱化、成员国势力

强化的背景下ꎬ要收拢队伍、继续上交主权ꎬ深化一体化可谓难上加难ꎻ加上欧盟一向

崇尚多元民主ꎬ而近来成员国屡屡祭出全民公投这一所谓直接民主利器对抗相关深化

的努力ꎻ眼下ꎬ难民分摊问题旧账未了ꎬ土耳其政变后欧盟与埃尔多安政权之间新酿的

龃龉不断ꎮ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旨在推进一体化深化的«五总管报告:完成欧盟经济与货币

联盟» (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的被搁置ꎬ以及英国退欧后欧盟内部出现的要求容克辞职的呼声均说明了当下

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推进一体化的难度之大ꎮ 且明年欧盟主要国家德国、法国大

选在即ꎬ稳住局面ꎬ不让英国退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似乎是最为紧要的选择ꎮ 作

为妥协ꎬ外界的观察则谓:欧盟已启动了“权力回归”ꎬ①将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权归还给

各成员国政府等ꎮ 这也可以从最近欧盟对持续赤字的西班牙、葡萄牙网开一面的不予

惩罚的妥协之举中看出端倪ꎮ 凡此种种ꎬ极度考验主张深化一体化的领导人的智慧和

政治技巧ꎬ这意味着有时候需要以退为进ꎬ但是否会造成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英国脱欧对欧盟经济的影响ꎬ从短期来看ꎬ对内主要体现为脱欧成为经济上的

“黑天鹅”事件ꎮ 其一ꎬ对欧洲股市、欧元汇价等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和下跌ꎻ公投以后ꎬ

欧洲股市大跌ꎬ剧烈震荡ꎬ从 ６ 月 ２３ 日到 ２７ 日ꎬ英国富时 １００、法国 ＣＡＣ４０、德国 ＤＡＸ

分别下跌 ５.６％、１０.８％、７.２％ꎻ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也有所下跌ꎬ从 ６ 月 ２３ 日到 ７ 月 ２５

日汇价开始回升ꎬ共下跌了 ４.３７％ꎮ② 其二ꎬ恶化和加重了相关欧洲银行业已存在的

系统风险ꎮ 随着脱欧冲击导致相关经济后势预期的走低ꎬ原先问题重重的意大利、西

班牙等欧洲银行的系统风险日益加重ꎬ在最近的压力测试中ꎬ１２ 家银行被曝出问题严

重ꎮ 其中意大利西雅那银行坏账率高达 ４０％ꎬ而整个意大利银行业坏账高达 ３６００ 亿

欧元ꎬ占欧元区的三分之一ꎮ③ 而对这些银行的抒困和解救又引出了银行联盟的功能

和欧盟与成员国政府对援救方法的争议ꎮ 其三ꎬ致使欧洲民众和投资者的消费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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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预期下降ꎬ被迫下调增长预期ꎬ欧盟继续或者扩大实施低息和量化宽松的货币

政策ꎻ此外ꎬ为应对脱欧公投结果造成的投资和消费预期的下滑ꎬ英国在 ８ 月初宣布了

７ 年来首次降息和实施扩大至 ４３５０ 亿英镑规模的量宽政策ꎬ随后可能还有财政举措

配套ꎮ 对此ꎬ欧盟相关政策也必须协同ꎮ 且英国脱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ꎬ也会影响

«欧洲战略投资计划»的实施ꎬ因为英国是该计划的主要出资国和推动者ꎮ

就对外影响而言ꎬ英国脱欧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全球股指急挫ꎬ美元、日

元等货币和黄金等的保值性升值ꎻ也使得相关国际机构纷纷下调 ２０１６ 年全球和相关

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ꎬ令美联储等被迫推迟加息政策的实施ꎻ也对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开始

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造成冲击ꎬ有可能成为令该协议

年内无法正式签署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ꎮ 因为英国在其中一直起到经济方

面的推动作用ꎮ 另外ꎬ英国脱欧使得欧盟无暇他顾ꎬ有可能会使欧盟和相关核心成员

国ꎬ不敢违逆民意以及相关国家的反对ꎬ强行达成相关协议ꎮ

从长期来看ꎬ判断英国脱欧对欧盟经济影响的主要关键点在于正式启动脱欧的时

间、脱欧的方式以及对脱欧后双边经济关系的界定ꎮ 笼统而言ꎬ一旦脱欧实现ꎬ作为第

二大经济体的英国的离开ꎬ会使欧盟经济规模总量下降ꎬ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下降ꎻ

同时ꎬ由于英国金融业在欧盟整个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极为重要ꎬ可能导致欧盟金融

业布局重组ꎮ 欧盟必须忍受这种结构变化的痛楚ꎬ当然其内部金融监管也可因此得到

增强ꎻ另外ꎬ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经济体ꎬ一贯倡导自由贸易和投资ꎬ随着其

离开ꎬ欧盟的贸易投资政策是否会趋向保守? 当然ꎬ英国如不再承担欧盟预算的分摊ꎬ

则意味着其他国家如德国等需要填补这个缺口ꎮ 具体到当下ꎬ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由

于英国和欧盟的未来经济关系范式未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ꎮ 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消

费和投资需求下降ꎬ加剧目前欧盟已经不胜其苦的通货紧缩ꎬ使本已微弱的经济增长

进一步减速ꎬ同时相应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可能会萎缩、金融资金的利用率下降ꎬ避险成

本上升ꎮ 脱欧进程启动越晚ꎬ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就愈大ꎻ所以ꎬ判断英

国脱欧对欧盟经济造成的影响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脱欧谈判进程正式开启后双边

新型政治、经济等关系的界定ꎬ如到底是挪威、瑞士、土耳其还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模式中的一种ꎬ抑或是全新的英国模式? 其结果会有较大差异ꎮ 目前任何过度的预测

和解读都缺乏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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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对英国退欧公投及其影响的立场∗

郑春荣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 /欧盟研究所教授)

随着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５１.９％的英国选民在公投中支持脱欧ꎬ英国有很大可能会退

出欧盟ꎬ而这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ꎮ 英国脱欧无疑将带来一系列深远影

响ꎬ其中包括欧盟内力量格局的变化ꎬ总体上德国在缩小的欧盟内的领导地位会更加凸

显ꎬ其他成员国会越发期待德国能够将欧盟 ２７ 国团结在一起ꎮ① 当前ꎬ德国需要克服两

个困境:在应对英国脱欧方面ꎬ德国需要在强硬与务实之间找到平衡点ꎬ一方面需要让英

国为脱欧付出代价ꎬ震慑其他成员国不去效仿ꎻ另一方面ꎬ欧盟各国包括德国仍然希望和

需要与脱欧后的英国保持一种紧密而又友好的合作关系ꎮ 在作为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回

应而实施的欧盟未来改革方面ꎬ德国需要在主张“更多欧洲”(Ｍｏ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和“更少欧

洲”(Ｌｅ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的力量之间ꎬ以及在不同的优先行动领域乃至方向的诉求之间进行协

调ꎮ② 为此ꎬ我们有必要分析和考察ꎬ德国迄今在克服这两个困境方面的立场与方案ꎬ以

及在这一过程中是在何种行动框架内尝试发挥其领导力的ꎮ

(一)德国应对英国脱欧公投的立场

英国脱欧将给欧盟带来显著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ꎮ 英国的人口数量在欧

盟内居第三位ꎬ它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ꎬ而且和法国一样ꎬ是欧盟内拥有核武器和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ꎬ具备丰富的外交与军事资源以及全球行动能力ꎮ

因此ꎬ英国退出欧盟将削弱欧盟的对外行动能力ꎮ 对德国而言ꎬ单是从经济角度看ꎬ英

国脱欧将会给德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ꎮ 当然ꎬ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未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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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或者英国与德国之间建立的贸易关系ꎮ 英国是德国第五大贸易伙伴ꎬ双边贸易

额中的大部分(７０％)源于德国对英国的出口ꎬ从数量上看ꎬ英国是德国的第三大出口

市场ꎮ①

有鉴于此ꎬ设法让英国留在欧盟内ꎬ是德国的重要关切ꎮ 为此ꎬ德国在欧盟与英国

首相卡梅伦有关英国留欧条件的谈判中进行了积极斡旋ꎬ②最终使卡梅伦以“谈判胜

利者”的姿态宣布 ６ 月 ２３ 日举行公投ꎮ 之所以这么说ꎬ是因为在欧盟与英国最后达成

的妥协中ꎬ有一些内容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难以接受的ꎬ③包括英国彻底告别建立一个

“日益紧密联盟”的一体化目标ꎬ以及引入针对社会福利倾销的“紧急刹车”ꎮ 据此ꎬ当

英国的福利体制承受特殊压力的时候ꎬ英国政府可以在未来 ７ 年里削减来自欧盟其他

成员国劳动力(主要是来自东欧的工作移民)的社会给付ꎮ④ 但是ꎬ令默克尔感到欣慰

的是ꎬ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原则尤其是人员的自由迁徙未受到质疑ꎮ

原以为基本满足了英国的特殊要求ꎬ就能避免英国脱欧ꎬ但英国最终的公投结果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ꎮ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英国公投结束后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政府声明

中表示: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大裂口(Ｅｉｎｓｃｈｎｉｔｔ)”ꎬ但她

同时警告人们不要从英国脱欧中得出迅速而又简单的结论ꎮ⑤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

勒则认为ꎬ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是欧洲的“唤醒铃”ꎮ

为了尽快消除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ꎬ无论是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

德ꎬ还是欧盟的主要领导人ꎬ都敦促英国尽快启动退欧程序ꎮ 欧洲议会也在 ６ 月 ２８ 日

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份决议ꎬ敦促欧盟迅速与英国展开退欧谈判ꎮ 至于与英国

进行谈判的条件ꎬ默克尔 ２８ 日在联邦议院所做的政府声明中明确指出:在英国按照

«欧盟条约»第 ５０ 条———值得一提的是ꎬ这个退出条款当年恰恰是在英国的强烈要求

下ꎬ才首次引入«里斯本条约»的———提出退欧申请前ꎬ不会与英国进行任何正式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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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谈判或预先会谈ꎮ 而且ꎬ默克尔警告说ꎬ退欧谈判不能按照“挑拣” ( ｃｈｅｒｒｙ

ｐｉｃｋｉｎｇ)原则进行ꎻ谁若是退出欧盟大家庭ꎬ不能指望所有义务取消ꎬ而特权却继续保

留ꎮ 例如ꎬ谁如果想要获准进入欧洲内部市场ꎬ那么也必须相应地接受欧盟的四项基

本自由和其他规则与义务ꎮ① 此前一天ꎬ即 ６ 月 ２７ 日ꎬ默克尔邀请欧洲理事会主席图

斯克、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意大利总理伦齐到柏林进行磋商ꎬ并就欧盟在应对英国脱欧

问题上所应采取的上述立场达成了一致ꎮ

在 ２８ 日举行的欧盟 ２８ 国峰会上ꎬ英国首相卡梅伦通报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ꎮ

次日ꎬ欧盟 ２７ 国举行非正式会议ꎬ这次会议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ꎬ因为这是欧盟 ２７ 国

首次举行“内部会议”ꎮ② 在会议声明中ꎬ２７ 国领导人要求英国退欧有序进行ꎬ并敦促

英国尽快根据«欧盟条约»第 ５０ 条启动退欧程序ꎮ③ 他们重申ꎬ在英国正式提交退欧

声明前ꎬ不会与它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ꎮ 另外ꎬ他们明确指出ꎬ与英国未来签

订的退欧协定必须基于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均衡ꎬ尤其是英国若想进入欧洲内部市场ꎬ

就必须接受欧盟的四大自由ꎬ包括人员的自由迁徙ꎮ 这些表态与默克尔此前在联邦议

院声明中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ꎮ

然而ꎬ和欧盟 ２７ 国的立场不同ꎬ英国方面显然并不急于启动正式的退欧程序ꎬ在

７ 月 １３ 日特蕾莎梅担任英国首相后ꎬ这一立场变得更为明确ꎮ ７ 月 ２０ 日ꎬ与她的前

任卡梅伦 ２０１０ 年首次当选首相时国外访问第一站选择法国不同ꎬ梅的外交首秀有意

选择了德国ꎮ 在柏林期间ꎬ她强调ꎬ由于英国必须首先明确自己通过脱欧想要实现的

目标ꎬ因此退欧会谈不会在 ２０１７ 年前开始ꎮ 默克尔也认识到ꎬ催促英国迅速做出退欧

声明并不现实ꎬ因此ꎬ在退欧时间表上有所松动ꎮ 但她表示ꎬ不希望英国与欧盟之间的

关系无限期处于这种悬浮状态ꎻ并再次明确ꎬ只有在英国做出正式退出声明后ꎬ才会启

动关于未来欧盟与英国关系的谈判ꎮ

但恰恰在未来欧盟与英国关系的构建上ꎬ欧盟与英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ꎮ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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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条约»第 ５０ 条ꎬ英国必须首先正式告知欧洲理事会ꎬ它想要终结其欧盟成员国身份ꎮ 在英国

提出申请后ꎬ欧洲理事会确定退欧谈判的指导方针ꎮ 欧盟委员会负责在谈判中落实这些指导方针ꎮ 退欧谈判最
长为期两年ꎬ经欧盟 ２７ 国一致同意ꎬ这个期限还可延长ꎮ 只要谈判还在进行ꎬ英国就还是欧盟成员国ꎬ拥有完全
的权利与义务ꎮ 在退欧谈判中ꎬ最后达成包含具体退出细节的退欧协定ꎬ还将作出有关欧盟与英国未来关系的程
序及内容上的规定ꎮ 关于退欧程序的详细分析ꎬ参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Ｌｉｐｐｅｒ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ａｉ Ｏｎｄａｒｚａꎬ “Ｄｅｒ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ｌｓ Ｎ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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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首相梅原属留欧派ꎬ但她在就任前就强调ꎬ退欧就是退欧ꎬ她要将退欧变成一项

“成就”ꎮ 换言之ꎬ梅想要为英国谈判获得最佳条件ꎮ 她本人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ꎬ就

以移民政策上的强硬路线而令人瞩目ꎬ主张对欧盟公民的迁徙自由加以限制ꎮ 梅在柏

林访问期间也再次表示ꎬ英国将会限制移民ꎬ因为这也是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民传递出

的一个信息ꎬ但英国仍然想要不受阻碍地进入欧洲内部市场ꎮ 所谓的“挪威模式”或

“瑞士模式”ꎬ在英国看来并不具有吸引力ꎬ因为在这两种模式下ꎬ英国都将被要求接

受欧盟的相关立法ꎬ包括人员的迁徙自由ꎬ却又不能参与欧盟的有关决定ꎮ 因此ꎬ英国

将会致力于与欧盟谈判达成某种完全崭新的合作形式ꎮ①

英国的这种“挑拣”企图是默克尔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无法接受的ꎮ 德国非常清

楚ꎬ与英国的退欧谈判处理不好ꎬ会导致欧盟进一步碎片化乃至分裂ꎮ 默克尔在德国

电视二台的夏季采访中表示ꎬ欧盟的四项基本自由包括人员流动的自由很重要ꎬ这是

欧盟的优势ꎬ所以她在这一问题上不会妥协ꎮ② 在英国脱欧公投后ꎬ德国主要政治家

和欧盟担心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ꎬ导致欧盟其他国家也举行脱欧公投ꎮ 事实上ꎬ荷

兰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Ｇｅｅｒｔ Ｗｉｌｄｅｒｓ)、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都已

分别提出未来要在荷兰与法国举行像英国这样的脱欧全民公投ꎻ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则宣布要就欧盟的难民配额举行全民公投ꎬ其目的显然是利用国内民意来抵制欧盟层

面的决定ꎮ③ 有鉴于此ꎬ默克尔认识到ꎬ必须在英国的特权要求上持强硬立场ꎬ如果她

轻易让步或让步过多ꎬ不仅会在欧盟其他国家引发传染风险ꎬ而且会使她在国内面临

更大反对声音ꎮ 如何不让英国“挑拣”ꎬ着实考验默克尔的智慧ꎬ④毕竟ꎬ德国和欧盟仍

然希望与英国保持友好而又紧密的关系ꎮ 因此ꎬ正如默克尔在她与梅共同举行的记者

招待会上所表示的ꎬ英国与欧盟之间将会有“谈判策略之间的竞争”ꎮ⑤ 换言之ꎬ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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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为英国与欧盟之间将要开展的艰苦谈判做好了心理准备ꎮ①

(二)德国在欧盟未来改革问题上的立场

由于近年来欧盟遭受了多重危机的冲击ꎬ欧盟内的疑欧和民粹主义思潮与力量在

不断上升ꎬ英国脱欧公投及其结果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ꎬ②这就需要欧盟通过改革来

对欧盟民众的呼声做出回应ꎮ

在 ６ 月 ２９ 日的欧盟 ２７ 国非正式会议上ꎬ各国首脑赞成对欧盟进行改革ꎬ但不对

条约作出复杂的修改ꎮ 欧盟 ２７ 国还决定开启一个政治反思期ꎬ并将在 ９ 月 １６ 日在斯

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再次举行非正式会议ꎬ延续有关欧盟未来的讨论ꎮ

在本次非正式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ꎬ欧盟 ２７ 国已经勾画了欧盟未来改革的几个

重点领域ꎬ其中包括:保障安全、就业和增长ꎬ以及给予年轻人更美好的未来ꎮ③ 事实

上ꎬ如前所述ꎬ在 ６ 月 ２７ 日ꎬ默克尔就邀请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法国总统奥朗德与

意大利总理伦齐———在英国公投选择脱欧后ꎬ德国有意邀请意大利加入到传统的德法

联盟中来———到柏林商议如何应对英国脱欧的影响ꎬ其中就已经为欧盟非正式会议确

定的重点行动领域定了调ꎮ 在联合声明中ꎬ德、法、意三国领导人认为ꎬ欧盟应致力于

消除欧盟公民的忧虑ꎬ专注于当前的挑战ꎬ并建议三个深化欧盟共同行动的优先领域:

一是内部与外部安全ꎬ包括增强对欧盟外部边境的保护以及欧盟周边地区(尤其是地

中海地区、非洲和近东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ꎬ以及在欧盟各国城市中应对社会

排斥ꎮ 他们也表示要挖掘欧洲共同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潜力ꎻ二是强大的经济和

强有力的社会团结ꎬ具体包括促进增长和投资ꎬ增强欧盟的全球竞争力ꎬ创建工作岗

位ꎬ尤其是降低年轻人的失业率ꎬ并强化欧盟的社会与经济模式ꎻ三是针对青年人的雄

心勃勃的计划ꎬ具体包括青年就业倡议行动以及针对大学生、学徒和年轻从业人员的

伊拉斯谟项目ꎮ 根据三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ꎬ欧盟 ９ 月非正式会议将确定具体的项

目ꎬ并在未来 ６ 个月内加以落实ꎬ这也是考虑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欧盟将迎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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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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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 ６０ 周年ꎮ①

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行动更为迅速ꎬ在英国脱欧公投后仅两天ꎬ在他的召集

下ꎬ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创始成员国(德、法、意、荷、比、卢)的外交部长

就在柏林磋商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及其应对ꎮ② 在会议上ꎬ施泰因迈尔和法国外交部

长艾罗提出了他们事先拟定的一份文件ꎮ 在柏林会议后ꎬ施泰因迈尔前往波罗的海国

家ꎬ并和艾罗一同前往布拉格ꎬ以便告知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这个

德法计划ꎮ 显然ꎬ两位外交部长事先对英国公投可能选择脱欧做好了准备ꎮ 在六位外

交部长的共同声明中ꎬ他们表示ꎬ欧盟的行动应更多地关注欧盟当前的挑战:如保障内

部和外部安全ꎻ建立应对移民和难民潮的稳定的共同体框架ꎻ通过促进各国经济体的

趋同来推动欧洲经济发展ꎻ实现可持续的增长ꎬ创建工作岗位以及在完成欧洲货币联

盟上取得进展ꎮ③ 这份共同声明的内容相对简明扼要ꎬ而德、法外交部长提出的«不确

定世界里的强大欧洲»文件中所包含的建议则具体得多ꎮ 在此文件中ꎬ两位外交部长

明确表示ꎬ要采取进一步向欧洲政治联盟迈进的步骤ꎬ具体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设定

欧洲安全议程ꎻ制定欧洲共同的避难、难民与移民政策ꎻ促进增长以及完成经济与货币

联盟ꎮ 其中在欧洲安全议程方面的建议最为详细ꎬ他们表示ꎬ德国和法国应共同推动

欧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全球行为体ꎬ为此建议共同分析欧盟各国的战略环境以

及对欧洲安全利益的共同理解ꎬ在此基础上确定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战略优先项ꎻ

欧盟应建立持久的民事－军事规划与指挥能力ꎬ设立常设的海上行动联合部队ꎬ并在

其他关键领域培养欧盟自己的行动能力ꎮ 他们还准备推进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行动的共同融资ꎬ并建议为防务能力领域引入一个“欧洲学期”ꎬ以提高各国防务规划

过程的协调ꎮ 两位外交部长还要求欧洲理事会每年作为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会议ꎬ以

便就欧盟的内外安全问题以及防务问题进行磋商ꎮ④ 此外ꎬ德法外交部长的共同文件

１３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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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隐含的一个未直接言明的宗旨是ꎬ为了应对欧盟各成员国在进一步一体化上的“不

同的雄心与水平”———这一点在六位外交部长的共同声明中也强调了ꎬ他们主张一些

有意愿的成员国可以在诸如防务、欧洲避难、难民与移民政策以及有约束力的难民分

配机制的引入、共同财政能力(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建设等方面先行一步ꎮ 换言之ꎬ他们主

张通过“核心欧洲”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向前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德国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和同为社民党人的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共同

发布了一份名为«重建欧洲»的文件ꎬ提出了 １０ 个改革领域ꎮ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ꎬ他

们要求在未来将欧盟委员会改组为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ꎬ受欧洲议会以及由成员国组

成的第二院的监督ꎬ目的是使欧盟层面的政治问责变得更加透明ꎮ 他们还要求实施经

济政策变革ꎬ在欧元区内外增加«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增长元素ꎬ形成共同体的经济增

长攻势ꎬ要允许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拥有更大的灵活性ꎬ以便能为失业者的给付

和增加投资提高支出ꎮ 用他们的话来说ꎬ就是建立“经济申根区”ꎬ也就是要在核心领

域(如数字经济和能源)实现最高程度的一体化ꎮ 与此同时ꎬ他们也主张一些愿意进

一步一体化的国家可以先行一步ꎮ 另外ꎬ他们要求将欧盟的外交政策共同体化ꎬ在内

部安全方面ꎬ甚至认为中期可以建立欧洲层面的联邦情报局(ＦＢＩ)ꎮ 而且ꎬ文件要求

建立欧洲共同的避难与移民政策ꎮ 最后ꎬ加布里尔和舒尔茨反对由政府间会议来决定

欧洲的重建ꎬ而是要求对此进行公开而又广泛的讨论ꎮ① 总体上ꎬ他们要求欧盟实施

政策大转向ꎮ 加布里尔还为此专门访问了希腊ꎬ在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会谈中提出

要为欧盟危机国家提供更多增长动力ꎮ

但是ꎬ德国社民党人的上述建议ꎬ遭到了联盟党人士ꎬ例如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

的批评ꎮ 朔伊布勒反对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提出的、用额外的国家投资来推动欧洲经

济增长的要求ꎬ提醒社民党不要为增加负债确立错误的方向ꎬ并坚持他一贯主张的财

政纪律和紧缩政策ꎮ 对于施泰因迈尔邀请六个创始国商议ꎬ他指出ꎬ这会使未参加的

国家感到不安ꎬ并进一步扩大新老欧洲之间的分裂ꎮ 但是ꎬ这位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捍

卫者如今主张务实应对英国退欧ꎮ 他表示ꎬ现在不是提出远大愿景的时候ꎬ而是要在

解决欧洲问题上“快速和务实”ꎻ已经决定的措施ꎬ例如难民政策或欧盟外部边境的保

障ꎬ必须得到落实ꎮ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ꎬ他认为欧盟机构的行动过于迟缓ꎬ因此ꎬ在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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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规模以及重新考虑欧盟预算资金的配置ꎮ



不得已的情况下ꎬ承担领导责任的一些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在欧盟机构以外先行一

步ꎻ①社民党人批评朔伊布勒削弱欧盟机构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ꎮ② 不过ꎬ朔伊布勒的

建议中也包含了建设“核心欧洲”的思想ꎬ这个主张和社民党的要求相吻合ꎮ 例如ꎬ朔

伊布勒特别提及ꎬ鉴于欧洲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以及“伊斯兰国”的威胁ꎬ欧盟需要制定

共同的防务与军备政策ꎬ如果必要的话ꎬ个别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可以率先向前迈

进ꎮ③

以上分析表明ꎬ虽然默克尔已经为欧盟未来改革确定了步调和优先行动领域ꎬ并

通过与法国和意大利的联手使之成为欧盟 ２７ 国的共同方案ꎮ 但是事实上ꎬ在欧盟内

部ꎬ对于欧盟未来改革的方向存在不同的呼声ꎬ这同时也反映在德国执政联盟内部的

争论中ꎮ 当然ꎬ这一争论也可视为德国 ２０１７ 年大选竞选活动开始的前奏ꎮ 总体上ꎬ一

方面ꎬ社民党主张进行大变革ꎬ在诸多领域实现“更多欧洲”ꎬ他们所提的不少建议都

需要进行条约修订ꎻ而默克尔、朔伊布勒及其所代表的联盟党主张务实的改革ꎬ排除了

修改条约的可能性ꎮ 另一方面ꎬ社民党希望通过利用此次改革的机会最终实现«稳定

与增长公约»提出的更多的灵活性ꎬ以便使陷入危机的欧盟国家能增加投资ꎻ而默克

尔和朔伊布勒虽然也支持采取措施促进增长和投资ꎬ但显然并不会放弃迄今坚持的以

紧缩为导向的政策主基调ꎮ

尽管联盟党和社民党在欧盟未来改革的立场上存在以上分歧ꎬ但是它们在一些领

域也存在明显的共识ꎮ 例如ꎬ它们都认为ꎬ欧盟带来的成果需要更好地让欧盟民众感

受到ꎬ而且ꎬ它们都要求欧盟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成员国只能共同解决的问题上ꎮ 另外ꎬ

值得关注的是ꎬ上述立场都支持欧盟增强其共同的安全与防务政策ꎬ这显然与欧盟当

前内外威胁日益加剧的处境有关ꎮ 如今ꎬ这一政策领域的推进还拥有了新的“机会之

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欧盟峰会上发布欧盟«全

球战略»ꎬ其中就提出要使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更有反应能力ꎬ其中也提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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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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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欧洲”的方案最早是朔伊布勒 １９９４ 年在所谓的“朔伊布勒－拉莫斯文件” ( Ｓｃｈäｕｂｌｅ－Ｌａｍｅｒｓ－Ｐａ￣
ｐｉｅｒ)中提出的ꎬ与现在的建议的区别在于ꎬ当时朔伊布勒主张欧盟机构参与到这个先行的核心集团中去ꎮ Ｓｅｅ
Ｊｕｌｉａｎ Ｈｅｉｓｓｌｅｒꎬ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ｃｈäｕｂｌｅｓ Ｉｄｅｅ ｍｉｔ Ｓｐｒｅｎｇｐｏｔｅｎｚｉａｌ”ꎬ ｔａｇｅｓｓｃｈａｕ. ｄｅꎬ ０４.０７.２０１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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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领域结构化合作的可能性ꎻ①德国联邦政府 ７ 月发布的新版«安全政策白皮书»甚至

将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务联盟”作为远期目标ꎬ②而且ꎬ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进

一步一体化也符合德国希望增强其全球角色的目标ꎮ③ 然而ꎬ英国退欧在削弱欧盟外

交与军事实力的同时ꎬ是否能倒逼欧盟一些国家在共同安全与防务领域先行一步ꎬ依

然取决于德法之间的联盟ꎮ④

(三)小步走向一个“成功的欧洲”?

德国总理默克尔非常清楚ꎬ面对英国的脱欧危险ꎬ欧盟内会出现许多部分相互对

立的建议:有人会认为ꎬ现在正是大步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良机ꎬ要求把更多的主权让渡

到欧盟层面ꎻ但也有人从英国脱欧公投中得出的教训是ꎬ应把权限归还给成员国ꎬ并尽

可能使欧盟从成员国事务中脱身出来ꎮ 鉴于欧盟内的离心力在增长ꎬ默克尔反对任何

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离心力的建议ꎬ因为这会给欧洲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ꎬ使欧盟进一

步分裂ꎮ 为此ꎬ她于 ６ 月 ２８ 日在联邦议院所做的政府声明中要求实现的既不是“更多

欧洲”ꎬ也不是“更少欧洲”ꎬ而是一个“成功的欧洲”ꎬ目的是让欧盟公民具体感知到ꎬ

欧盟是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的ꎮ⑤

问题的关键在于ꎬ如何能实现这样一个“成功的欧洲”ꎮ 短期内ꎬ欧盟预计会被与

英国之间的“离婚条件”谈判所羁绊ꎬ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ꎮ 英国退欧ꎬ可能会刺激其

他成员国向欧盟“勒索”特殊条件或政策的“选择例外”(ｏｐｔ－ｏｕｔ)ꎬ但大多数欧盟国家

因为自身体量太小而缺乏与德国和欧盟叫板的实力ꎮ 无论如何ꎬ为了消除欧盟进一步

分裂的危险ꎬ以及保持自身的可信度ꎬ默克尔在领导欧盟与英国谈判中ꎬ应该不会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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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在阻挠欧盟独立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建设ꎬ因此ꎬ有观点认为ꎬ英国退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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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自由流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ꎮ 但是ꎬ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仍然希望与退欧

后的英国保持一种紧密的伙伴关系ꎮ 因此ꎬ欧盟与英国都需要在完全进入欧洲内部市

场与限制外来移民这两个诉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ꎬ以便使双方都不至于失信于民ꎮ

英国脱欧公投及其结果迫使欧盟进行整固、反思与改革ꎮ 虽然欧盟内尤其是德国

执政联盟内的社民党具有大幅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来克服危机的强烈诉求ꎬ但是ꎬ这

在默克尔看来ꎬ反而会增强欧盟内的离心力ꎻ虽然“核心欧洲”的论调如今有很大市

场ꎬ但是ꎬ鉴于当前急需避免欧盟的进一步分裂ꎬ这一方案在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得到进

一步落实ꎮ 而且ꎬ考虑到 ２０１７ 年三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始国德国、法国与荷兰将举行

大选ꎬ因此ꎬ默克尔不主张欧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ꎬ而正如 ６ 月 ２９ 日的欧盟 ２７ 国非

正式会议声明所表明的ꎬ欧盟将选择小步走的方式ꎬ即通过务实的政策与措施ꎬ来重新

赢得欧盟民众的信任ꎮ

英国脱欧公投与“多速欧洲”的前景①

王展鹏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脱欧公投开创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成员国退出联盟的先例ꎬ英国与欧盟将被

迫开启成员国退出后维持与联盟政治、经济、社会联系的“多速欧洲”新模式ꎬ这对欧

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一)多重危机下的欧盟“多速欧洲”辩论

“多速欧洲”ꎬ 也称“双速欧洲”ꎬ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为克服成员国利益和

偏好的差异ꎬ允许部分国家选择性参加一体化的特定进程ꎬ或由核心国家先行在某一

领域启动深化一体化的政策、待条件成熟时其他国家参与其中的政策模式ꎮ 近年来ꎬ

５３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英国对华决策新发展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６ＢＧＪ０６９)
的阶段性成果ꎮ



学术界也使用“灵活性一体化”、“差异化一体化”等内涵更广的学术概念ꎬ①涵盖的内

容延伸到欧盟不同政策领域采取的多样化一体化路径、 挪威和瑞士等非成员国部分

参与一体化的实践ꎬ乃至成员国脱离欧盟后保持相对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安排

等ꎮ②

从欧洲一体化启动伊始ꎬ“多速欧洲”的理念就广泛体现于欧共体的实践中ꎮ 例

如ꎬ经济一体化先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即是欧共体的基本原则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一体

化发展相对迟缓ꎬ“多速欧洲”事实上成为欧共体内部化解分歧ꎬ从局部破解“欧洲硬

化症”的手段ꎮ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简称“马约”)在经济、政治与司法内务合作方

面采取的不同治理模式也体现了多速欧洲的理念ꎬ同时开创了在经济与货币联盟、社

会宪章等重要领域采取“多速欧洲”模式的先例ꎮ 马约后ꎬ“多速欧洲”模式在欧元区、

«申根协定»、东扩等政策领域广泛使用ꎮ «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和«里斯本

条约»也对一体化发展的灵活性原则和加强型合作做了明确界定ꎮ 虽然欧盟的差异

化发展事实上已成常态ꎬ但欧盟机构和一些成员国长期以来有意回避将“多速欧洲”

作为欧盟未来发展模式的讨论:它们既担心“多速欧洲”会削弱欧盟的团结ꎬ使欧盟中

心与边缘国家的地位固化ꎬ加大新老成员国间的鸿沟ꎬ也担心核心国家的深化合作导

致欧洲联邦的出现ꎮ③

近年来ꎬ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倒逼欧盟采取有效行动ꎬ防

止一体化的离心力加大甚至出现大倒退的局面ꎮ 在一些欧盟领导人看来ꎬ通过“多速

欧洲”推进一体化进程、加速有关改革是应对危机的出路ꎮ 普罗迪、容克都表示只有

走“多速欧洲”的道路ꎬ欧盟才能前进ꎮ 在欧盟未来仍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ꎬ在同

一方向上以相同的理念和速度前进并不现实ꎮ④默克尔也承认“今天的欧洲不是单速

欧洲”ꎬ欧盟的差异化发展有助于解决欧盟的竞争力问题ꎮ⑤

６３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ｅｘ Ｗａｒｌｅｉｇｈꎬ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ꎻ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Ｓｐａ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Ｆｅｗ Ｄａｔ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１９ꎬＮｏ.２ꎬ２０１２ꎻ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ｅ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ｏｒｄ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２２ꎬＮｏ.６ꎬ２０１５.

在政策层面ꎬ欧盟机构及成员国领导人往往用“多速欧洲”或“双速欧洲”的表述指代各种差异化一体化
政策ꎮ 为讨论方便ꎬ文中采用广义的“多速欧洲”这一政策含义更强的表述ꎮ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Ｐｉｒｉｓ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ｗｏ－ｓｐｅｅｄ Ｅ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４３－１４６.

Ｓｅｅ Ｅｓｚｔｅｒ Ｚａｌａｎꎬ “Ｊｕｎｃｋｅｒ Ｆｏｒｅｓｅｅｓ Ｔｗｏ－ｓｐｅ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１３１１７２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ｅｖａｎ Ｖａｓａｇａｒꎬ “Ｏｓｂｏｒｎｅ’ｓ Ｔｗｏ－ｓｐｅ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ｌ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ｓ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ｉｎｔｌ / ｃｍｓ / ｓ / ０ / ｆ４８ｄａ０３４－８２４４－１１ｅ５－８０９５－ｅｄ１ａ３７ｄ１ｅ０９６.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二)英国“多速欧洲”政策实践的发展

英国在参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一直是“半心半意”的伙伴和疑欧主义传统最为深

厚的国家之一ꎮ 英国主流精英阶层虽主张英国留在欧盟内部ꎬ但往往热衷于塑造疑欧

乃至妖魔化欧盟的话语ꎬ宣传突出英国特性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ꎬ强调英国的岛国

特性及其民族优越感ꎮ 从撒切尔夫人的布鲁日演说到卡梅伦的布卢姆堡演讲都是如

此ꎮ 他们在“多速欧洲”发展问题上也呈现出矛盾心态ꎬ实际上扮演了“多速欧洲”事

实上的积极实践者和出于自身被边缘化的担忧而成为反对者的双重角色ꎮ 这些言行

不一的英国式实用主义ꎬ最终导致英国当前可能在放弃成员国资格的情况下仍不得不

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尴尬局面ꎬ沦为置身欧盟决策之外的被动参与者ꎮ

作为一体化的后来者同时又是欧共体 /欧盟大国的英国ꎬ加入欧共体后在维护自

身利益和偏好上采取了不妥协立场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撒切尔夫人在共同农业政策问

题上迫使欧共体向英国返还部分预算摊派款ꎮ 在此后的«马约»、«里斯本条约»等条

约谈判中ꎬ英国也多次对欧盟激进变革方案行使否决权ꎬ确保英国在欧元、社会宪章、

«欧盟基本权利公约»及«申根协定»等问题上保留例外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英国长期以来担心“多速欧洲”的发展ꎬ特别是欧元区合作的深化ꎬ会

导致非欧元区国家地位的边缘化ꎬ因此对“多速欧洲”持警惕立场ꎮ 欧债危机中ꎬ欧盟

不顾英国反对建立财政联盟、银行联盟的做法激发了英国疑欧主义的高涨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卡梅伦布卢姆堡演讲提出公投时间表后ꎬ英国政府仍希望以退欧相要挟ꎬ在欧盟现

有框架内与其他成员国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ꎬ以获取最大利益ꎮ 但这也导致了欧盟与

英国之间不信任加剧ꎬ英国在欧盟内部的边缘化与国内疑欧主义升级相互叠加、不断

强化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英欧就欧盟改革方案达成协议ꎬ寄希望于通过给予英国特殊待

遇ꎬ安抚疑欧派ꎮ 例如ꎬ在限制移民流动方面ꎬ允许英国设立紧急制动机制ꎻ将移民居

留权与就业挂钩ꎻ明确欧盟条约提及的“不断接近的联盟”原则不适用于英国ꎬ 同时设

立“应急保障”机制ꎬ保护英国工商业不会因英国的非欧元区成员国地位而受到“歧

视”ꎮ 虽然卡梅伦宣称该协定将确保英国可不再参与欧盟“不断接近的联盟”进程ꎬ不

再成为欧洲超级国家的一部分ꎬ①但从公投结果看ꎬ这一传统的“多速欧洲”解决方案

由于英国和欧洲内外部条件的变化ꎬ也由于英国政府公投时机选择和宣传不力等因素

的影响ꎬ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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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Ｋａｒｎｉｔｓｃｈｎｉｇꎬ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ａ Ｔｗｏ－ｓｐｅ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ａ－
ｔｗｏ－ｓｐｅ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ｄｅａｌ－ｂｒｉｔｉｓｈ－ｖｏｔｅｒ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ｏｐｅ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特蕾莎梅出任英国首相后ꎬ明确承诺将根据«里斯本条约»第 ５０

条启动退欧谈判ꎮ 可以预见ꎬ鉴于英国与欧盟业已形成的政治、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相

互依赖ꎬ英国政府将努力维持英欧之间以自贸区、关税同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

的欧洲统一大市场等经济、社会联系ꎬ同时探索英国在欧洲保留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新

的合作模式ꎮ

在英国可能借鉴的选项中ꎬ①较为可行的选择仍是挪威模式ꎬ即确保英国主要产

业获得欧盟统一大市场充分的准入资格ꎬ特别是确保资本的自由流动ꎬ避免退出欧盟

给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过度的冲击ꎬ但这也意味着英国仍将不得不接受欧盟人

员自由流动的原则ꎬ承担欧盟成员国的大部分预算分担款ꎮ② 在这一过程中ꎬ除公投

前«英欧协议»中欧盟已做出的让步外ꎬ英国在限制人员自由流动问题上获得进一步

特殊待遇的空间有限ꎮ 而英国与欧盟及其他国家在世贸组织框架下重新谈判优惠贸

易安排的选项对英国而言显然代价过大ꎮ

作为欧洲大国的英国ꎬ除经济联系外ꎬ仍需寻求在欧盟决策上保持一定影响力的

途径ꎬ因此ꎬ英国和欧盟之间能否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和诉求的“英国模式”成为未

来退欧谈判的焦点ꎮ 此外ꎬ英国继续参与经济一体化也会加剧有关欧盟决策的民主赤

字的争论ꎮ③ 英国的两难处境表明ꎬ面对民族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红

利的过程中如何有效保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实现二者间平衡的复杂命题ꎬ退欧这一简

单化的路径并不能为其提供清晰的答案ꎮ

(三)脱欧公投与“多速欧洲”的前景

当前ꎬ欧洲一体化的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ꎮ 此前ꎬ欧盟内部对英国公投后欧

洲一体化的短期走势有一些乐观估计ꎬ认为即便英国脱离欧盟ꎬ德、法两国也会迅速启

动条约修改进程ꎬ推进一体化的发展ꎬ其他成员国也不必再过度顾忌英国的立场ꎬ从而

为推进“多速欧洲”、深化合作创造了条件ꎮ

然而ꎬ从公投后一个多月的情况看ꎬ英国脱欧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超出了预期ꎬ

英国政府更迭及其采取的审慎谈判策略导致欧盟机构和德法等核心国家因应挑战的

政策迟迟未能出台ꎻ欧盟迅速行动、深化一体化发展的局面并未出现ꎮ 同时ꎬ关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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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国政府在公投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对挪威、瑞典、加拿大、土耳其等国与欧盟保持经济关系的模式进行
了比较ꎮ Ｓｅｅ Ｈ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英国有可能通过谈判退出一些政策领域(如共同农业政策)减少预算分摊款ꎬ但也面临如何补偿英国农
业生产者等替代方案的难题ꎮ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ｅ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ｏｒｄ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ｐ.７５７－７５８.



一体化前景的悲观看法升温ꎬ认为英国脱欧将产生示范效应ꎬ希腊、意大利、瑞典、丹麦

等深陷危机或疑欧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ꎬ甚至荷兰、法国等创始成员国都可能步英国

后尘ꎬ举行脱欧公投ꎬ欧盟解构的时代已然来临ꎮ 英国脱欧后的复杂局面对欧盟和成

员国领导人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ꎮ 欧盟内外普遍认为ꎬ近年来欧盟面对危机不

进不退的拖延政策已难以为继ꎬ亟须对英国脱欧造成的新危机做出回应ꎮ①

针对默克尔在危机后强调 ２７ 个成员国的团结、拒绝启动新的欧盟条约谈判的政

策ꎬ哈贝马斯等亲欧的知识分子认为ꎬ欧盟当前摆脱困境的出路仍在于核心国家采取

行动ꎬ加速一体化进程ꎬ挽救欧盟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实验ꎮ 欧洲议会议长舒尔

茨也认为ꎬ欧盟的危机在于一体化深化程度的不足ꎬ欧盟核心区国家使用共同货币ꎬ但

缺乏经济社会政策的协调是危机的症结所在ꎮ②

然而ꎬ在当前条件下ꎬ采取激进措施将危机转化为深化一体化的契机ꎬ③即便在欧

盟传统核心国家也存在诸多障碍ꎮ 在欧洲集体认同与一体化深化的关系问题上ꎬ欧洲

政治精英长期存在孰先孰后的争论ꎮ 英国公投后ꎬ民众对一体化怀疑程度加深ꎬ借助

激进一体化的成功赢得民众支持的难度加大ꎮ 首先ꎬ德法两国在应对欧盟危机的路线

图上有明显分歧ꎬ能否承担起重振一体化发动机的角色存在疑问ꎮ 法国主张欧元区组

成以政治为驱动力、以团结为原则的经货联盟ꎬ富国帮助穷国ꎬ借助政治共识推进一体

化发展ꎮ 德国则认为经货联盟应基于共同责任的原则ꎬ强调财政纪律和结构性改革ꎮ

其次ꎬ在成员国层面ꎬ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乏力ꎻ经济复苏较好的英国、爱尔兰、西班牙

等国的社会中下层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有限ꎬ两极分化加剧ꎮ 再次ꎬ疑欧主义泛滥ꎬ反全

球化、反一体化、反移民的民族主义极端政党迅速崛起ꎬ欧洲政治生态呈现复杂化的局

面ꎮ 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西班牙“我们能”党的支持率上升ꎮ 荷兰等老成员

国、波兰等中东欧新成员国的保守派政府也提出了加强边界管控、弱化欧盟委员会作

用、向成员国归还权力、甚至就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主张ꎮ ２０１７ 年德、法大选

也增加了欧盟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ꎮ

随着英国退欧的冲击与欧盟的固有危机的相互叠加、共振ꎬ可以预见ꎬ未来两到三

９３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

①

②

③

Ｄａｌｉｂｏｒ Ｒｏｈａｃ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５.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Ｒｅｓｉｇｎ Ｃｏ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Ｃｒｉｓｉｓ”ꎬ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ｓｈｅｕ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ｅｉｔ.ｄｅ / ｋｕｌｔｕｒ / ２０１６－０７ / ｊｕｅ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ｂｒｅｘｉｔ－ｅｕ－ｃｒｉｓ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 ꎬｌａｓ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Ｓｉｍｍｓ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ｉｇｈｔｙ Ｕｎ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８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９－６２.



年ꎬ“多速欧洲”或“差异化一体化”在欧盟寻求解决危机出路的过程中将扮演重要的

角色ꎬ但其表现形式很可能不是核心国家加速一体化的单一模式ꎬ而是在欧盟条约与

机构改革、关键政策领域、次区域合作、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等领域呈现多种形态的差异

化发展局面ꎮ

第一ꎬ英国退欧的基本路径明确后ꎬ欧盟 ２７ 国无法回避通过订立新条约或对现有

条约进行必要修改ꎬ调整制度框架、应对其治理的民主赤字问题ꎮ 考虑到当前成员国

利益与偏好的巨大差异ꎬ未来欧盟的条约和机构改革的整体制度安排将更多采用差异

化一体化、菜单式政策选项等路径ꎮ

第二ꎬ在英国掣肘减弱的情况下ꎬ欧盟在经济治理领域深化合作的成败对其能否

重建信心、凝聚共识至关重要ꎮ 欧元区有实现更紧密合作的现实需求ꎬ欧盟委员会已

推出容克投资计划、深化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完成共同市场建设等一揽子雄心勃勃

的计划ꎮ 然而ꎬ欧元区内部的多样性也是显而易见的ꎬ中心与边缘国家、债权国与债务

国之间的分歧犹存ꎬ量化宽松等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市场化改革无法长期解决欧盟的困

境ꎬ需要通过差异化发展的途径有针对性地化解矛盾ꎬ寻找多赢的平衡点ꎮ 此外ꎬ与完

成欧盟统一大市场建设息息相关的消除服务、能源、数字产品成员国间壁垒的工作也

需要在出台共同政策的同时ꎬ充分考虑各国的利益与偏好ꎬ乃至文化传统、管理规范和

技术操作层面更加具体、细微的差异ꎮ

第三ꎬ在共同安全与外交领域ꎬ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欧盟公布«全球战略»并征求意见ꎬ面

对地缘政治和移民、难民、反恐领域的新挑战ꎬ欧盟发挥规模优势满足成员国对安全公

共产品的需求是一体化深化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之一ꎬ欧盟组建共同军队、成员国共

享后勤补给设施等均被视为可选方案ꎮ① 但各成员国在解除对俄罗斯制裁、接受难民

配额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ꎬ以及欧盟内部中立国对组建欧盟军队可能的抵制都需要欧

盟安全战略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ꎮ 英国退欧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参与欧盟安全

合作及其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ꎮ

第四ꎬ英国退欧后ꎬ近年来兴起的欧盟内部次区域合作将呈现加强态势ꎬ可能导致

“欧洲国家之间启动关系重组”ꎮ② 在一体化原则面临挑战的情况下ꎬ德法等核心国家

与希腊、葡萄牙等边缘国家、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老欧洲与中东欧新成员国、西北

欧和南欧国家之间在利益、偏好乃至身份认同等层面都面临重新定位、博弈、妥协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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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复杂过程ꎮ

最后ꎬ在英国开创脱欧先例后ꎬ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多个欧盟成员国民族主

义政党要求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ꎬ并获得众多民众支持ꎮ 在此情况下ꎬ如何有效回应

不同成员国和不同阶层民众的诉求ꎬ成为防止英国脱欧传染和蔓延、避免欧盟走向解

体的关键ꎮ

(四)英国脱欧背景下 “多速欧洲”的思考

从英欧关系的复杂历史和逻辑来看ꎬ英国政府长期在享有一体化的利益、强调自

身特殊性和担心受到边缘化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ꎮ 这一政策最终因失去民众的支持ꎬ

走向脱欧这一极端形式ꎬ面临英国自我孤立和欧洲失去英国的双输境地ꎮ 这是英国

“多速欧洲”实践中的悖论ꎮ 如何在保护成员国国家主权、多样性的实践中ꎬ避免欧洲

一体化丧失发展的共识基础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亟须思考的命题ꎮ

英国脱欧虽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的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和近年来卡梅伦政府政策

失当使然ꎬ但同时也是欧盟面临的深刻合法性危机的反映ꎮ 欧洲一体化之初ꎬ其合法

性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确立起来的:其一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梦魇的基础上通过国家间的

联合实现长久和平ꎻ其二是通过一体化安排促进市场开放和经济增长ꎻ其三是通过福

利国家改造和克服激进民族主义挽救民族国家ꎮ① 这一观念逐渐为欧洲政治精英和

民众普遍接受ꎬ形成了所谓“宽容共识”ꎮ②

政治学家德施认为ꎬ历史上外部威胁(包括战争)促进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

国家凝聚力的增强ꎬ这一逻辑也适用于欧洲的超国家治理实验ꎮ③ 随着战争记忆的消

失ꎬ漫长的和平反而使欧盟和成员国内部的凝聚力下降ꎮ 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竞争

加剧ꎬ欧盟经济社会模式与一体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内在逻辑间的矛盾日益显现ꎬ一体

化的边际效应减弱ꎬ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降低ꎬ而欧盟和成员国政府未能对此做出有

效回应ꎮ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ꎬ在政治条件不具备情况下仓

促启动欧元是欧盟危机的根源ꎻ核心国家ꎬ特别是德国政治精英将自身的一体化发展

蓝图乃至政治经济利益强加给外围国家ꎬ在债务危机出现后仍未能吸取教训强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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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划一的紧缩政策ꎬ在成员国及社会各阶层间ꎬ加剧了不平等ꎬ加深了裂痕ꎮ① 而成

员国政府往往将欧盟当成自身实行的不受欢迎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替罪羊、中东欧成员

国移民的流入加剧老成员国中下层民众的担忧等因素ꎬ进一步动摇了欧盟经济社会模

式的基础ꎮ 成员国及其社会各阶层中的赢家和输者之间分化的加剧给民族主义、民粹

主义复活提供了条件ꎬ由此在欧洲出现了重回国家主义和“去一体化”的呼声ꎮ

冷战后欧洲精英阶层逐渐形成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的思维定势ꎬ在一

定程度上背离了一体化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渐进主义等“欧共体方法”的传统ꎮ 英

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欧盟及成员国政治精英超越现实条件的乐观估计和政策简

单化的反动ꎮ 针对英国脱欧后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多速欧洲”或差异化一体化发展

的局面ꎬ仅仅以欧盟内部团结或担忧其他成员国效仿为由加以回避可能于事无补ꎬ欧

盟应对英国脱欧及其他多重危机ꎬ亟须从自身合法性的重建、欧盟治理模式和机构改

革、成员国内部政策等方面回应民众ꎬ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诉求ꎮ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同

样不应低估互联网时代对欧洲国家间相互依赖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巨大需求以及欧洲

一体化六十余年发展获得的广泛的民众基础ꎮ

目前欧盟很难获得建立欧洲联邦或激进方式深化一体化所需的共识ꎬ“多速欧

洲”的中间道路有助于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化、地区一体化与民族国家逻辑

的再平衡过程中ꎬ以一种积极的渐进主义的姿态ꎬ表现出灵活性ꎬ克服差异性ꎬ发挥核

心国家的引领作用ꎬ最大限度获得经济合作的规模效益和市场开放的红利ꎬ同时承认

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基本组织单位的历史和现实ꎬ通过务实、渐进的改革促

进经济增长ꎬ重拾民众对一体化的信心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尤其需要有效地回应各阶层

民众的诉求ꎬ发挥欧盟和成员国的再分配职能ꎬ避免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不考虑成员国

的具体情况而出台过多普适性、简单化的市场导向的改革ꎬ同时应考虑民众对市场化

改革以及人员流动对社会福利、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压力的承受能力ꎬ通过“建立在事

实团结基础上的具体成就”ꎬ②更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建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基础ꎮ

这对于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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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英国脱欧与欧盟的发展

陈晓律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公布ꎬ人们先是惋惜ꎬ然后是无可奈何ꎬ继而是对事情的

价值判断开始混乱ꎬ随它去和叫好的声音开始出现ꎮ 换言之ꎬ英国脱欧这件事情ꎬ暴露

出欧洲公众的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既然无可奈何ꎬ还不如一刀两断的好ꎮ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ꎬ所谓“好事可以变成坏事ꎬ坏事也可变成好事”就是这个道

理ꎮ 但无论如何ꎬ对事情应有一个基本判断ꎬ从各方面的信息ꎬ比如全球各种力量对此

的态度、全球化的方向ꎬ乃至各国汇率的波动中不难判断ꎬ英国脱欧无论对欧洲还是对

自己ꎬ都不是一件好事ꎮ 目前各当事方所要做的ꎬ无非是将坏事变成好事———但这显

然不是个一厢情愿的过程ꎮ

第一ꎬ公投的危害ꎮ

英国公投之前ꎬ笔者的判断是赞成脱欧的比例为 ５１％、留欧的占 ４９％ꎬ根据主要

是各种公开信息ꎮ 从当时各方的民调看ꎬ留欧略微占有优势ꎮ 按照笔者的经验ꎬ任何

公投ꎬ非理性因素和情绪化因素都会使结果偏离人们认为更合乎理性的一方ꎬ从而增

加了另一方的优势ꎬ其变数一般在 ２％—４％之间ꎮ 既然赞成留欧的只有微弱优势ꎬ脱

欧的比例加上 ２％ꎬ就是本人得出的数据ꎮ 一些英国民众因为留欧与现状相比没有变

化ꎬ“不好玩”ꎬ所以投了退欧票ꎬ就此而言ꎬ非理性的因素肯定是支持脱欧ꎮ 事实上ꎬ

现在很多脱欧投票者已经后悔ꎬ认为不应该轻率投下一票ꎬ甚至上街游行要求重新举

行公投ꎬ这恰好证明了笔者的判断ꎮ 其实ꎬ这种情况早在苏格兰公投之时即已出现ꎬ本

认为根本不成问题的苏格兰独立公投ꎬ险些翻盘ꎬ其中的非理性和情绪化因素ꎬ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ꎮ 按照勒庞的观点ꎬ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ꎬ提供给它们的各种意

见、想法和信念ꎬ他们或者全盘接受ꎬ或者一概拒绝ꎬ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ꎮ

基于这种简单思维方式ꎬ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ꎬ只能是在讨论中成长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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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总是倾向于把极为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ꎮ① 把英国与欧盟这样一

种复杂的关系、对欧洲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ꎬ简化为“脱欧与留欧”ꎬ并诉诸公

投这样的形式来解决问题ꎬ并为公投制造者提供获取政治利益的机会ꎬ其本身就是一

个错误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ꎬ公投基本上(可能有少数例外)是政治家不负责任的选项ꎬ

把本应该自己处理的事情推给民众ꎮ 这样的公投ꎬ往往会无中生有地激化各种社会矛

盾ꎮ 全民公投是全体公民对重大问题做出决定ꎬ起源于古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ꎬ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下ꎬ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ꎮ 但公投这些年却有些过热ꎬ在一

些地区已有泛滥成灾之势ꎮ 从本质上看ꎬ它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产物(按某些“民

主原教旨主义者”的看法ꎬ公投是民主的最高形式)ꎮ 谁反对公投就是反对民主ꎬ就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ꎬ于是公投便越来越热ꎮ 但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西方“民主大

国”的美国ꎬ却从来不在大事情上举行公投ꎬ这值得我们深思ꎮ 试想如果美国将持枪

和禁枪作为公投的议题ꎬ会产生何种后果? 因此ꎬ轻率地举行公投ꎬ就是拿国家和社会

的命运来开玩笑ꎬ为图谋不轨的势力打开了方便之门ꎮ

第二ꎬ欧盟的探索:帝国、经济联盟还是一个代议机构?

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一个打击ꎬ这一点毋庸讳言ꎮ 欧盟在最初的痛苦和震惊之后ꎬ

目前已开始催促英国赶紧办理“离婚手续”ꎬ怕的就是引起连锁反应ꎮ 不过ꎬ对这一点

不必过分忧虑ꎮ 无论近期欧盟中是否还有国家要举行脱欧公投ꎬ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

响ꎮ 打开地图ꎬ大家就会发现ꎬ欧洲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靠得太近了ꎬ想不走到一起也

难ꎻ加上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底色ꎬ以及相互日益密切的人员交往ꎬ无论近期欧洲会发生

什么ꎬ欧洲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都不会减少ꎬ甚至英国脱欧ꎬ也同样会与欧洲在很

多方面绑在一起ꎮ 其实ꎬ很多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欧洲是否会合作ꎬ而是所谓的欧洲一

体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ꎮ 如果要让欧盟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统一的国家ꎬ财政、金融、货

币、政治、军事制度完全如同一个国家那样运作ꎬ是极其困难的ꎮ 如果还要妄图使欧洲

如同一个帝国一样(在欧洲的精英人物中ꎬ依然还有不少欧洲帝国的追梦人)ꎬ对外进

行基于价值观输出的军事干涉ꎬ比如在中东北非那样行事ꎬ那就更困难了ꎮ 实际上ꎬ目

前欧洲的麻烦ꎬ主要还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招来的ꎮ 但如果抛开这些幻想ꎬ踏踏实

实地进行经济互惠、人员交往和信息流通ꎬ那么ꎬ基于经济合作的欧洲前途是光明的ꎮ

如果不戴上有色眼镜ꎬ不按照欧洲精英人物的“欧洲一体化的路线图”之类的价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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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进行判断ꎬ我们不得不承认ꎬ欧洲六国最初成立的以煤钢联营为起点的欧洲经济共

同体是欧洲发展最好的选择ꎮ 如果以此为基础ꎬ而不是奢望让欧洲承载过多的梦幻ꎬ

那么ꎬ今日欧盟就不会遇到如此之多的麻烦ꎮ 换言之ꎬ欧盟还会继续前进ꎬ但应更加务

实ꎬ更多地倾听民众的声音ꎬ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ꎬ比如移民问题、暴恐问题、

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ꎬ以及宗教问题的处理ꎬ绝不能以各种高大上的议题加以糊弄ꎬ否

则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ꎮ

第三ꎬ退欧给英国和欧盟带来的变化ꎮ

脱欧对英国自身而言是一场灾难ꎬ如果不是ꎬ也不会有那么多民众要求举行第二

次公投了ꎮ 从经济上看ꎬ英国定会受到严重的冲击ꎬ英镑贬值、汇率下浮、企业投资的

不确定性增加ꎬ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ꎮ 当然ꎬ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ꎬ尚无定论ꎬ但至少

在短期内是“利空”ꎮ 在政治上ꎬ会引发连锁灾难ꎬ不仅苏格兰要求留欧的民众会要求

公投脱离英国ꎬ而且威尔士、北爱尔兰等也会有相应的呼声ꎬ甚至伦敦等城市也要求留

欧ꎬ这样的局面可能不会真的发生ꎬ但这次公投已经潜在地撕裂了英国社会ꎬ这一点毋

庸置疑ꎮ 英国在政治信誉方面也会受到影响ꎬ它再次证明了英国是“利益至上主义

者”ꎬ根本不会考虑其多年合作伙伴的感受ꎬ与这样的伙伴合作ꎬ具有很大的不稳定

性ꎮ 欧盟的其他成员国ꎬ由此会对英国形成某种稳定的负面看法ꎬ并在很长时期内不

会改变ꎮ 而无形的损失ꎬ则是英语再次失去欧洲市场ꎮ 本来英语已经成为欧盟的天然

工作语言ꎬ英国脱欧后ꎬ欧盟各国将不得不考虑使用其他语言来作为工作语言ꎮ 唯一

的“获益”可能就是关于限制移民的问题ꎬ这也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ꎮ 是否

由此引起英国国内对所有移民的歧视ꎬ目前无法预测ꎬ但脱欧成功肯定会刺激这一倾

向ꎮ 对欧盟而言ꎬ同样是一场灾难———它表明欧洲一体化的路线图成为笑柄ꎮ 因此ꎬ

欧盟其余 ２７ 国迅速达成共识ꎬ要求加强相互联系ꎬ保持欧盟的稳定ꎬ并要求英国迅速

办理退欧手续ꎮ 此外ꎬ欧盟的进一步发展ꎬ还要解决核心领导者的问题ꎮ 没有一个核

心领导国ꎬ所谓的一体化就失去了方向ꎻ没有一个核心领导国ꎬ欧盟也不可能具有足够

的强制力ꎮ 目前ꎬ这个国家只能是德国ꎬ而德国的历史ꎬ却无法让欧洲小国完全放心ꎬ

这无形中增加了欧洲整合的成本ꎬ甚至使欧洲再次面临“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

洲”的老问题ꎮ 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ꎬ欧盟的发展都是要将欧洲国家整合成一个至

少是松散的国家联合体ꎮ 这样一个超国家组织ꎬ仅就其国土面积、人口和科技实力而

言ꎬ都是世界上不言而喻的“大国”ꎮ 托克维尔曾做过十分精辟的分析:“如果只有小

国而无大国ꎬ人类可以自然更自由、更幸福ꎮ 但没有大国这一点又无法办到(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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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ꎮ 这就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繁荣国家的新因素ꎬ即力量ꎮ 一个民族如果终日面

临着被蹂躏、被征服的威胁ꎬ那么它的自由自在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呢? 小国常常

是贫穷的ꎬ其原因不在于小ꎬ而在于弱ꎮ 大国常常是繁荣的ꎬ其原因不在于大ꎬ而在于

强ꎮ 所以ꎬ对一个国家来说ꎬ力量常常是幸福ꎬ甚至是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ꎮ 因此ꎬ除

了某些特定的情况外ꎬ小国常常最终要么被大国粗暴的并吞ꎬ要么自己联合起来ꎮ 再

也没有比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足的民族更为可悲的了ꎮ” ①然而ꎬ要成为一个大国ꎬ在

当今世界谈何容易ꎮ 欧洲要整合成为一个“大国”ꎬ并不仅仅是欧洲的事情ꎬ它会搅动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ꎬ也会挑战美国“一家独大”的地位ꎮ 因此ꎬ自 １９ 世纪以来ꎬ世界的

总趋势是大国在减少ꎬ无论是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解体还是苏联的解体ꎬ大国的数

量和规模都在缩水ꎬ欧洲试图重组一个世界级的“大国”ꎬ其难度显然是绝无仅有ꎮ 这

不仅需要欧洲内部的努力ꎬ而且要看其他大国ꎬ尤其是美国的“脸色”ꎮ 其实ꎬ从欧元

的历史就可以看出ꎬ美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可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大国”———即便

是盟友也不行ꎮ 更何况欧洲国家之间还有各种矛盾需要解决ꎮ 若要朝着更加深入的

一体化方向前进ꎬ统一语言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ꎮ 欧洲可能只使用一种语言吗? 德

语、法语还是意大利语? 或者使用世界语? 这一问题的难度显然也不是一两代人可以

解决的ꎮ 因此ꎬ欧洲一体化的目标是什么? 帝国、经济联盟还是一个欧洲代议机构?

其目标或许应该清晰地加以界定ꎬ唯有如此ꎬ欧盟的发展才可能持续下去ꎮ

第四ꎬ大一统来之不易ꎮ

就英国脱欧而言ꎬ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ꎬ即从研究世界史的角度来研

究欧盟ꎮ 因为欧盟的成立和发展ꎬ本质上是如何在现代世界条件下重构一个“大国”

的问题ꎮ 而现有社会科学体系的一整套范式和思维定势ꎬ乃至评价指标ꎬ无不以欧洲

的经验作为模板ꎮ 尽管一些学者在努力避免“欧洲中心论”ꎬ但其暗含的标准ꎬ依然是

以欧洲为“现代”的标准ꎮ 所以ꎬ欧盟一旦遇到什么麻烦ꎬ大家就惊恐不已ꎬ似乎有天

塌地陷的味道ꎮ 现代文明的中心、价值的中心、标准的中心、全球一体化的模范试验

田ꎬ居然会出事? 我们还能从何处吸取经验? 正是基于摆脱这种不正常的心态ꎬ笔者

强调要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欧盟ꎬ即提供一种全球性视角ꎬ包括中国的经验在内ꎬ来

参照剖析欧盟的发展ꎬ从中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ꎮ 中国、俄国和美国ꎬ应该是

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大国ꎮ 美俄的经验研究在西方并不鲜见ꎬ但以中国的历史经验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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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衡量欧盟的研究却似乎暂付阙如ꎮ 所以ꎬ笔者认为应该特别重视中国的历史经验ꎮ

有观点认为ꎬ大一统的中国作为负面的历史ꎬ阻碍了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ꎻ并进一

步认为ꎬ欧洲的分裂和不统一ꎬ促进了文化多元与社会进步ꎮ 一些观点甚至质疑ꎬ中国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大一统的格局ꎬ以致使中国在近代丧失了发展的先机ꎮ 中国历

史上没有宗教战争ꎬ也被作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灵魂ꎬ所以能够长期苟活的例证ꎮ

而正是英国脱欧的危机ꎬ使我们有可能意识到原有观点的偏颇ꎬ而重新发现一个国家

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经验在现代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宝贵价值ꎮ

对照欧盟目前遇到的麻烦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使中国人具有非常稳定的统一

心态:天下大事ꎬ分久必合ꎬ合久必分ꎮ 尽管经历着动乱和外族的入侵ꎬ但统一始终是

中国人如同宗教般的信念ꎬ因为只有统一才会有太平盛世ꎬ也只有统一才会在民众心

中被认为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ꎮ 所以ꎬ谁能统一中国ꎬ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如

同神灵一样被对待ꎬ总会伴随着众多的神话和传说ꎮ 这样的一种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形

成的ꎬ它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反复磨难中逐步形成的ꎮ 它是无数次战争ꎬ无数次灾

难ꎬ无数次的血流成河ꎬ无数次的重建辉煌ꎬ无数次的奋勇抗争ꎬ也无数次地在与各种

民族、文化和宗教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ꎮ 相比世界其他几个古老文明ꎬ中华民族

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中浴火重生ꎬ显然不仅是一种难得的历史现象ꎬ更是一种罕

见的文化与文明的现象ꎮ 就愚见而言ꎬ大约有几点或许是重要的:第一是有了统一的

文字ꎬ使这一范围内的文化精英可以通过文字进行沟通ꎬ也可以将共同的价值观念、学

术思想乃至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ꎬ进行文化传承ꎻ第二是科举制ꎮ 它的弊端固然明显ꎬ

也使得官本位思想至今积习难除ꎬ但它却在一个文明发展相对受限的框架内ꎬ将中国

人的智力发展转向了读书学习ꎬ无论如何ꎬ这也是一个社会理性的标志ꎮ 同时ꎬ远隔千

里的读书人尽管口音不同ꎬ却能够通过读书获得相同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观念ꎬ从而使

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够产生共同的意识ꎻ第三ꎬ较为淡漠的血统观念和不那么严

格的社会等级ꎮ 这使中华民族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比较顺利ꎮ 而这个汉民族ꎬ大体上

与血缘无关ꎬ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ꎻ第四ꎬ在早期就实现了政教分离ꎬ从而避免了其他

文明圈内的大规模宗教战争和宗教屠杀ꎮ 而中国的政教分离有两个原则值得注意:第

一ꎬ宗教不得干预世俗政权ꎻ第二ꎬ世俗政权高于教权ꎬ宗教只能在世俗政权规定的范

围内获得生存空间ꎬ而不得凌驾于世俗政权ꎮ 这一似乎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的原则ꎬ

虽依然被诟病为权力过于集中ꎬ未能发展出权力制衡机制ꎬ却保证了中国奉行最大限

度的宗教宽容政策ꎮ 中国不仅没有因为佛教、伊斯兰教的进入而发生大规模的宗教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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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其中几次由于佛教势力的扩张影响了世俗政权的安危而发生的灭佛事件ꎬ并非是

出于宗教理念ꎬ而是与世俗政权的利益冲突)ꎬ甚至连犹太人在中国也逐步被同化ꎬ这

在世界宗教史上ꎬ恐怕也是难得的案例ꎮ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ꎬ保证了中华文化圈

的人们能够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产生认同ꎬ避免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ꎬ保证

了在各种灾难后重新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成为“天下一家”ꎮ 这些经验ꎬ在中国人看

来是一种历史常识ꎬ但在西方看来却未必如此ꎮ 正因如此ꎬ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我

们要那么坚决地反对“台独”ꎮ 在中国人看来ꎬ分裂、偏安、没有统一ꎬ是一种不正常的

状况ꎬ只有统一ꎬ才是正常的ꎮ 当然ꎬ这是一管之见ꎬ但从英国脱欧的这一事件ꎬ重新评

价中国大一统的历史经验ꎬ应该是很有必要的ꎮ 不过ꎬ欧洲历史上多次通过武力试图

统一的努力ꎬ都失败了ꎮ 因此ꎬ历史注定欧洲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统一ꎬ这既合

乎人道逻辑ꎬ也必然是极为艰难的ꎮ 因为ꎬ在一个“大国”形成的过程中ꎬ如何通过和

平的方式ꎬ让所有成员不仅能够共享繁荣ꎬ而且能够在灾难来临时共同应对ꎬ这不仅考

验着欧洲人的智慧ꎬ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定力ꎮ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一段漫长的未知旅程

乍得丹莫洛

(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欧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英国举行“退欧”公投ꎮ 此次公投被描述为英国和欧盟历史上

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ꎮ 实际工作者、媒体和学术界的专家都断言ꎬ此项引人注目的民

主决定已经以一种直接的和更加深远的方式给英国和欧盟这两个行为体带来了变化ꎮ

尽管针对该事件的各种观察、反响和评论不可谓不快ꎬ数量也极为丰富ꎬ甚至还有一些

危言耸听的言论ꎬ但是ꎬ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欧盟以外ꎬ在做出决策之前ꎬ我们均

须对该事件的未来发展情况采取一种冷静和具有全局性的视角ꎮ

在很多人看来ꎬ未来的前景是暗淡的:英国失去了作为国际力量的地位ꎬ而英国退

欧公投则意味着为欧盟敲响了丧钟ꎮ 但事实上ꎬ英国和欧盟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启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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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极为漫长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旅程ꎮ

这段旅程史无前例:欧盟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成员国投票退出的情况ꎬ而英国仍

在努力为退出欧盟制定一项清晰、连贯的计划ꎮ 这种情况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

问题ꎮ 专家们试图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ꎬ此种做法无可厚非ꎻ而现实情况却

是ꎬ对于英国和欧盟而言ꎬ没有人知道这段旅程的终点在哪里ꎮ

但似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ꎬ英国将与欧盟通过谈判形成某种形式的正式关系(不

是完全的成员国身份)ꎬ而欧盟则将继续存在———它在英国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ꎮ

欧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与英国通过谈判确立一种紧密关系的同时ꎬ既

不会分裂ꎬ也不会丧失更多的成员国ꎬ我们仍需拭目以待ꎮ 欧盟若想证明它仍然是一

个值得其他许多地区学习的地区一体化的成功典范ꎬ则需要付出长期努力ꎮ 事实上ꎬ

作为一种成功的地区一体化安排ꎬ其标志之一就是ꎬ它有能力应对由成员国退出联盟

所造成的危机ꎬ并且能够继续生存下去ꎮ 即使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ꎬ欧盟的核心认同

仍将保持不变ꎮ 欧盟于 １９５７ 年成立之时就是在市场一体化方面进行的一项地区性试

验ꎬ在英国未来与欧盟通过谈判确立某种关系之后ꎬ这项试验仍将继续进行下去ꎮ 未

来英国仍将通过某种方式进入欧盟单一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仍很庞大ꎬ且能够产

生巨大的经济利益ꎮ 事实上ꎬ欧盟仍将继续扮演“市场力量欧洲”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Ｅｕ￣

ｒｏｐｅ)的角色ꎬ国际社会也仍将继续如此定位欧盟ꎬ尽管单一市场的规模将有所缩

小ꎮ①

由于当前形势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ꎬ未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有可能持

续几十年之久ꎮ②因此ꎬ在如此漫长的背景下ꎬ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ꎬ明智的做法是密

切观察事态的发展ꎬ而不要仓促做出回应ꎮ 这一点对于欧盟以外的政策制定者(例如

中国)尤其重要ꎮ 目前ꎬ与英国退欧相关的问题要远远多于答案ꎬ因此ꎬ只有在所有的

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逐渐得到澄清之后ꎬ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哪些方案才是最佳政策回

应ꎮ

在这段旅程的当前阶段ꎬ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英国退欧谈判的一些最重

要的发展动态和问题进行盘点ꎮ 这样做是有益的ꎮ 在那些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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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因素中ꎬ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三个广泛的、相互联系的领域ꎬ即法律领域、经济领域和

政治领域ꎮ

(一)法律因素和问题

尽管退欧公投结果对于英国议会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ꎬ但它仍然引发了大量法律

问题ꎮ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ꎬ法律对于英国退欧谈判的确切程序并没有十分明确

的规定ꎮ

这些法律问题将逐步得到解答ꎮ 例如ꎬ欧盟其他 ２７ 个成员国已经与英国前首相

戴维卡梅伦达成一致ꎬ同意推迟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５０ 条ꎮ 该条款的规定十分重

要ꎬ因为它确定了欧盟现有成员国退出联盟的程序ꎮ

然而ꎬ尽管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就推迟启动该程序达成了一致ꎬ但目前多个成

员国和欧盟官员都在呼吁英国尽快根据第 ５０ 条启动退欧谈判程序ꎮ 然而ꎬ现任英国

首相特蕾莎梅(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ａｙ)以及其他一些英国官员都表示ꎬ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之前不

会启动第 ５０ 条ꎮ 一旦英国首相启动第 ５０ 条ꎬ就意味着英国与欧盟正式开启了与“退

出协议”相关的谈判程序ꎮ 这一正式启动程序为退出谈判人为设置了 ２ 年的期限ꎮ

之所以说这一期限是“人为的”ꎬ原因在于ꎬ在其他 ２７ 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

下ꎬ这一期限可以延长ꎮ 最后ꎬ如果英国和欧盟对第 ５０ 条的程序有任何分歧ꎬ均可将

其提交欧洲法院ꎬ而在等待法院判决结果期间ꎬ谈判时间表将被延长ꎮ

此外ꎬ英国国内关于启动第 ５０ 条的正式要求也存在着一些法律问题ꎮ 例如ꎬ启动

第 ５０ 条可能必须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ꎬ并且英国议会还应有意向废除 １９７２ 年«欧洲

共同体法令»(该法赋予了欧盟法在英国的法律效力)ꎬ或者在实际上废除该法令ꎮ 这

样一种要求加剧了英国退欧谈判面临的不确定性ꎬ因为目前英国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并

不支持英国退出欧盟ꎮ

一旦第 ５０ 条被正式启动ꎬ法律问题依然会存在ꎮ 根据欧盟条约的规定ꎬ很有可能

由其他 ２７ 个成员国发布指南ꎬ而欧盟委员会在关于退出协定的谈判中起主导作用ꎮ

但是ꎬ成员国并非无所作为ꎬ他们仍将密切参与谈判过程ꎮ 此外ꎬ任何退出协定都须除

英国之外的其他 ２７ 个成员国经由特定多数予以批准ꎮ 同样ꎬ由于退出协定可能涉及

一些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欧盟权能的领域ꎬ则有可能需要成员国政府一致同意ꎬ也可

能需要成员国议会的批准ꎮ 这样一来ꎬ就给退出协定的同意和最终批准程序带来了更

大程度的不确定性ꎮ

在就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进行谈判的过程中ꎬ法律也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从法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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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ꎬ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ꎮ 但是ꎬ双方最终做出的选择以及

谈判的过程将受到英国和欧盟政治的强烈影响ꎮ 此外ꎬ双方很有可能必须对技术协定

进行谈判ꎬ以便涵盖经济活动所有部门的条例ꎬ并遵守这些条例ꎮ 这取决于英国和欧

盟未来采用哪种关系模式ꎮ 当然ꎬ有一些技术协定的谈判过程可能非常简单ꎬ因为英

国已经将欧盟单一市场的条例转化为国内法ꎬ并且已经在执行这些条例ꎮ 但在某些部

门ꎬ与欧盟监管机构就新的正式安排和政治及机制性关系进行谈判ꎬ则会耗时良久ꎮ

由于未来将要开展的此类谈判数量繁多ꎬ英国的行政部门将面临巨大压力ꎮ 除此之

外ꎬ英国还需要同时与第三方就大量双边协定进行谈判ꎬ以替代后者与欧盟之间签署

的现有双边协定ꎮ 为此ꎬ英国正在考虑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增强其法律和技术能力ꎬ

例如ꎬ招募更多法律专业人员加入英国公务员队伍ꎮ

(二)经济因素与问题

如前所述ꎬ未来就英国退出欧盟开展的谈判将是漫长和充满不确定性的ꎬ而经济

发展情况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ꎮ 当然ꎬ对于欧盟而言ꎬ英国退出所产生的

最明显的经济影响将是联盟单一市场规模的缩小ꎮ 失去英国这一世界上第五大经济

体ꎬ无疑将削弱单一市场的吸引力ꎮ 然而ꎬ即使没有英国ꎬ欧盟也仍将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先进工业市场之一ꎮ 它将继续作为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ꎬ在世界贸易中发挥重要

影响ꎬ并吸引大量外国投资ꎮ 然而ꎬ对于英国的未来而言ꎬ我们还无法做出如此乐观的

判断ꎮ

一旦«里斯本条约»第 ５０ 条被启动ꎬ总部设在英国的一些企业也许将迁往其他国

家ꎬ以便避免由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ꎬ同时确保进入那些能够盈利的市场ꎮ

其中很多企业都有可能将总部迁往其他欧盟国家ꎬ因为它们在这些国家已经开展了一

些业务活动ꎬ而且这样一来还可以继续享有进入单一市场的全部权利ꎮ 这些企业已经

在开始考虑迁址问题ꎬ而且很快就能做出决定或实施重新选址计划ꎮ

同样ꎬ对于目前一些总部设在欧盟或其他地方———包括中国———的企业而言ꎬ英

国将无法再进入单一市场这种可能性也将对它们的决策产生影响ꎮ 英国目前是中国

在欧洲的最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国ꎬ这一点在中国和英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得到

了体现ꎮ 但是ꎬ中国的投资者现在不确定这些备忘录是否能够得到实施ꎮ 英国退出欧

盟也将影响到这些企业未来的投资决定ꎮ 王健林是中国大连万达集团总裁ꎬ万达集团

拥有多家房地产和电影院ꎬ而且在欧洲有大量投资ꎮ 他警告称:“如果英国退出欧盟ꎬ

多家中国公司可能会考虑将其欧洲总部迁往其他国家因为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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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投资者造成更多障碍和挑战ꎬ也包括签证问题ꎮ”①

英国未来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吸引力等问题ꎬ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最终会与欧盟形成何种模式的正式关系ꎮ 英国目前的立场是ꎬ它希望仍然能够在免

除关税的情况下进入单一市场ꎮ 英国退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认为ꎬ

英国退欧谈判最有可能的结果是ꎬ英国可以继续在免除关税的情况下进入单一市场ꎮ

但是ꎬ这种过于乐观的判断似乎忽视了如下事实ꎬ即欧盟其他 ２７ 个成员国一致认为ꎬ

英国如果想要继续进入单一市场ꎬ就必须接受自由流动原则ꎬ并且向欧盟预算缴款

(即挪威模式)ꎮ 此外ꎬ戴维斯的乐观判断也忽视了英国的谈判地位十分软弱这一问

题ꎮ 考虑到英国和欧盟在经济规模方面存在的差别ꎬ在谈判过程中ꎬ英国很有可能不

得不在市场进入和对移民或人员自由流动的控制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ꎮ 甚至现任首

相梅也承认ꎬ这种经济不平衡状况将对未来的谈判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ꎮ 她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的一次演说中曾指出:“欧盟占我们出口份额的 ４４％ꎬ而我们只占欧盟出口份

额的 ８％ꎬ因此ꎬ在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中ꎬ欧盟对我们的意义比我们对欧盟的意义要更

加重要ꎮ”②

在这些漫长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谈判过程中ꎬ英格兰银行的决定将对英国经济在退

欧过程中能否保持健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ꎮ 同时ꎬ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ꎬ对于在如此

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未来的政治不稳定ꎬ金融市场和国外投资将

做出什么样的反应ꎮ 但是ꎬ即使英国经济避免了陷入衰退ꎬ企业和消费者也仍将保持

警惕ꎮ 尤其是英国退出欧盟将对其中一类企业构成重大挑战ꎮ 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

伦敦ꎬ其未来将向何种方向发展? 欧盟委员会任命米歇尔巴尼耶(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ｒｎｉｅｒ)

为负责谈判英国退欧相关技术细节的首席谈判官ꎬ但伦敦金融城对此反应冷淡ꎮ 对于

金融服务领域的很多人而言ꎬ巴尼耶之所以被人熟知ꎬ最多是因为他在金融危机发生

之后提出了诸多银行业条例ꎮ③ 此外ꎬ巴黎和法兰克福也已经建议金融服务企业迁出

伦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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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对于英国与第三方的未来谈判也具有重要影响ꎮ 例如ꎬ我们可以思考一

下ꎬ在与中国等其他拥有大规模市场的行为体进行经济谈判时ꎬ退出欧盟之后的英国

还能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英国单独与中国进行谈判ꎬ是否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筹码? 英

国是否必须与中国就高速铁路安排进行重新谈判? 如果说中国政府从前将英国视为

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途径ꎬ那么ꎬ中国现在就必须密切关注英国退欧谈判ꎬ以判断英国

是否仍然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一条永久和稳定的通道ꎮ

在英国开始与其他国家就双边贸易协定开展初步讨论之时ꎬ必须考虑关税与非关

税壁垒、进口税和出口税、海关程序、产品标准、服务、知识产权、国外直接投资等诸多

问题ꎮ 所涉及的经济问题数量庞大ꎬ但对于现代贸易关系而言则是至关重要ꎮ 尽管需

要与各个国家开展双边谈判的贸易问题繁多ꎬ英国前商务大臣萨义德贾维德(Ｓａｊｉｄ

Ｊａｖｉｄ)还是表现出了一种乐观态度ꎮ 他曾经说过ꎬ英国可以先与印度开展非正式双边

贸易谈判ꎬ并且到年底时有望将贸易专家从 １００ 名左右增加到 ３００ 名ꎮ① 同样ꎬ戴维

戴维斯的蓝图“预测英国有可能在 １２－２４ 个月内与一系列比单一市场规模更大的

市场签署双边贸易协定”ꎮ②

但是ꎬ若英国对与非欧盟国家的双边谈判持如此乐观态度ꎬ则忽视了三个重要因

素:首先ꎬ从法律上说ꎬ英国在退出欧盟之前不能单独与第三方开启正式贸易谈判ꎬ除

非事先已经与欧盟达成了协议ꎬ因为欧盟委员会拥有代表成员国谈判贸易事项的法律

权力ꎻ其次ꎬ尽管非欧盟伙伴国也许愿意在英国与欧盟达成退出协议之前ꎬ与英国就未

来可能的贸易协议进行初步和非正式的会谈ꎬ但它们更希望在英国和欧盟最终就贸易

模式(以及市场准入关系)达成协议后再与英国开启正式谈判ꎮ 在非欧盟伙伴国完全

清楚地获知英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定本国的关税税率和规制政策之前ꎬ与英国开展

详细的贸易谈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ꎻ最后ꎬ此种乐观态度忽视了英国将不得不就数量

巨大的双边贸易协议进行重新谈判ꎮ 举例来说ꎬ“欧盟共签署了 ５２ 项国际贸易协定ꎬ

这些协定将不再适用于英国ꎬ而每项新的贸易协定平均需要 ３－１０ 年的时间才能最终

达成ꎮ”③此类谈判将耗时良久ꎬ而在此期间ꎬ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有可能为了规避

不确定性而选择迁往规模更大的欧盟单一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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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因素与问题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ꎬ政治因素也将对英国退欧进程持续的时间及其不确定性产生

影响ꎮ 最有可能对谈判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和问题既存在于英国国内ꎬ也存在于欧盟

内部ꎮ

在英国国内ꎬ首相梅已经开始为启动第 ５０ 条开展了相关讨论和准备工作ꎬ其中包

括努力确保和巩固保守党议员对她的支持ꎮ 确保保守党尽早就她提出的方案达成一

致ꎬ这对于成功实现她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至关重要ꎮ 梅必须使保守党保持团结ꎬ但这

并不容易ꎬ因为在保守党内部支持欧盟和反对欧盟的两个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

歧ꎮ 她还需要确保议会的支持ꎬ以便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公投结果转化为退出协定ꎮ

在英国退欧谈判这一漫长并且极为复杂的实际过程中ꎬ梅必须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支

持英国退欧和支持英国留欧的两派议员之间的平衡ꎮ 在未来漫长的谈判过程中ꎬ将出

现各式各样的问题ꎬ并且有可能导致后座议员和“退欧派”的“反叛”ꎬ甚至有可能引发

对梅政府的不信任投票ꎮ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ꎬ英国就有可能在退欧谈判达成最终协

议之前重新举行大选ꎮ 即使梅避开了这样的“反叛”ꎬ４ 年后英国也必须举行大选ꎮ

英国首相为退出欧盟而在国内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ꎬ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英国议会

的范围ꎮ 正如戴维戴维斯和梅解释的那样ꎬ英国政府不仅要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

爱尔兰开展咨询ꎬ也要向商业团体、工会和高等院校进行咨询ꎮ 苏格兰问题尤其值得

关注ꎬ因为在退欧公投中ꎬ有 ６２％的苏格兰人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ꎮ 如此高的支持

率让苏格兰首席部长尼古拉斯特金(Ｎｉｃｏｌａ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提出ꎬ苏格兰在英国退出欧盟

之后仍可留在欧盟ꎮ 苏格兰正在考虑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再举行一次独立公投ꎮ 首相

梅如何处理苏格兰问题ꎬ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使整个英国就退欧谈判达成一致(包

括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支持)ꎬ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澄清英国国内在退欧谈判中的

立场ꎮ

在欧盟其他国家ꎬ政治因素在与英国谈判退出协定的过程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如果欧盟其他 ２７ 个成员国在国内宣传在市场准入、自由流动和预算缴款等方面给予

英国优惠条件ꎬ甚至比其作为完全成员国所享有的条件更为优惠ꎬ那么ꎬ无论是在政治

方面还是从选举的角度来看ꎬ对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不利的ꎬ也是很难想象的ꎮ 这 ２７

个成员国很有可能推动欧盟与英国达成条件十分苛刻的协定ꎬ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为后

来者确立先例ꎬ也能避免减少英国所承担的义务ꎬ否则就有可能等同于鼓励其他成员

国也退出欧盟ꎮ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甚至说过ꎬ如果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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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退欧中受益这对欧盟而言将是致命的”ꎬ①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多位现任领导

人也有同感ꎮ

在未来的谈判期间ꎬ选举将成为整个欧盟范围内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因素ꎮ 多个成

员国将举行数次选举、产生数个新政府ꎬ这取决于退欧谈判所持续的时间ꎮ 毫无疑问ꎬ

英国退欧谈判将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全国性选举产生一定影响ꎮ 而且ꎬ任何成员国新当

选的领导人都有可能推迟甚至是推翻正在进行的退欧谈判ꎮ 最重要的是ꎬ法国和德国

都将在 ２０１７ 年举行大选ꎬ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家不得不在竞选过程中就英国退欧谈判

问题提出竞选立场ꎮ 每个人都在猜测ꎬ德国和法国的新政府将在退欧谈判中采取什么

样的新举措ꎮ 最后ꎬ２０１９ 年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举行欧洲议会选举ꎬ如果退出协定需

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ꎬ那么ꎬ任何最终协定的最终出台都将更为复杂ꎮ

(四)结论

对于欧盟以外的人而言ꎬ英国退欧公投似乎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和丑陋的混乱局

面ꎮ 但我们必须记住ꎬ公投是实现直接民主的一种工具ꎮ 公投的结果可能是“丑陋”

的ꎬ而且可能是戴维卡梅伦的一场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豪赌”ꎬ但即便如此ꎬ它也是

直接民主ꎮ

我们还需要记住ꎬ此次公投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ꎬ因为其结果并未导致英国即刻

从欧盟完全退出ꎮ 相反ꎬ现在的情况是ꎬ公投开启了英国和欧盟之间一段漫长和充满

不确定性的谈判期ꎮ 相互关联的法律、经济及政治因素及问题都影响着这一谈判所涉

及的时间跨度和不确定性ꎮ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和问题ꎬ未来的形势将十分复杂ꎬ因此ꎬ现在就做出任何预测或

警示都没有意义ꎮ 同时ꎬ此项谈判的长期性也意味着ꎬ短期内发生的任何单一事件也

许都没有观察人士当前认为的那样重要ꎮ 相反ꎬ不管是欧盟内部还是欧盟以外的观察

人士都必须从长计议ꎮ 那些既密切观察事件的细节同时又进行长期冷静思考的观察

者ꎬ是最有可能理解和受益于欧盟未来的人士———在这个欧盟ꎬ英国不再具有完全成

员国身份ꎮ

(李靖堃译)

５５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

① Ｅｒｉｃ Ｍａｕｒｉｃｅꎬ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ａｙ’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Ｐｏ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ｒ ＥＵ”ꎬ 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 １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ｏｂ￣
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 / ｕｋ－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 １３４３５２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英国退欧的原因、过程及其对

英国－欧盟－中国关系的影响

罗伯特盖耶尔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沈　 伟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让莫内教授)

英国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举行退欧公投ꎮ 此次公投的结果是 ２１ 世纪对英国政治产生

最为深远影响的政治决定之一ꎮ 此次公投导致英国首相下台、多位政治家辞职ꎬ英国

所有政党均受到严重冲击ꎬ同时也造成英镑大幅度贬值ꎬ而且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ꎮ

此次公投对欧洲联盟震动很大ꎬ并引起了恐慌ꎬ担心其他成员国步英国后尘重新考虑

它们与欧盟的关系问题ꎮ 此次公投是如何发生的? 它将以何种方式影响英国、欧盟和

整个世界?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和经济问题ꎮ

(一)英国退欧的原因与过程

最终导致英国退出欧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包括更大规模、更具根本性的全球和

国际因素ꎬ欧盟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危机ꎬ英国传统对欧政策的“尴尬处境”ꎬ以及英国

前首相戴维卡梅伦错误的战略判断等ꎮ

(１)全球化与不平等

在导致英国退欧的诸多因素中ꎬ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与之相关

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ꎮ 全球化导致经济与社会领域(原因在于互联网

的兴起)出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进展ꎮ 如今ꎬ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ꎬ各种全新的、不可

想象的人际交往方式已经成为可能ꎬ同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ꎮ 然而ꎬ如果国家不采取

应对政策ꎬ那么ꎬ全球化将导致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化ꎬ并且削弱各国的社会与政治

和谐ꎮ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ꎬ英国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上台ꎬ

由于新政府明确实施财政紧缩政策ꎬ国内社会本已存在的经济分歧和不平等进一步恶

化ꎮ 身份认同方面的鸿沟日益加深ꎬ这种情况正是经济不平等的反映ꎮ 正如约翰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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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斯(Ｊｏｈｎ Ｃｕｒｔｉｃｅ)所指出的ꎬ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和 ６ 月初进行的“２０１５ 年英国社会态度调

查”发现ꎬ不少于 ４９％的调查对象认为:“欧盟成员国身份正在削弱英国独特的身份认

同”此外ꎬ在认同这一观点的调查对象中ꎬ有不少于五分之四的人表示ꎬ他们希望

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ꎮ①

(２)２１ 世纪欧盟自身存在的矛盾

欧盟自身始终存在着一些核心矛盾ꎬ并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ꎮ 此外ꎬ欧元危机和

外来移民危机仍在持续发酵ꎮ 这些矛盾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政策需求与责任越来越

多ꎬ而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组织能力却在不断削弱(见图 １)ꎮ

图 １　 欧盟政策责任、政治合法性与组织能力趋势对比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欧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ꎮ 当时ꎬ欧盟刚刚扩大到 １２ 个成

员国ꎬ但却面临着“冷战”造成的东西欧之间根深蒂固的分裂ꎬ同时它还在为创设单一

市场的核心要素而努力ꎮ 随着“冷战”的结束、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成员国的扩大(最

终扩大到 ２８ 个成员国ꎬ但这些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ꎬ欧盟正

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政策责任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元的诞生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欧盟的政策权能不断扩大ꎬ２８ 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却日益加深ꎬ

欧盟的核心政治话语权越来越碎片化ꎮ ２００５ 年欧盟“宪法”夭折ꎬ这一事件标志着此

种政治幻灭越来越强烈ꎮ 此后ꎬ尽管欧盟的政策责任持续扩大ꎬ但公共舆论的支持率

却停滞不前ꎬ甚至有所倒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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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欧元危机ꎬ进一步削弱了欧盟本已在不断减弱的话语权ꎬ同

时也加剧了成员国和公众对欧盟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ꎬ叙利亚冲突造成的不稳定形势

以及随后发生的移民危机更无异于雪上加霜ꎮ 叙利亚危机和难民危机将欧盟置于风

口浪尖ꎬ人们批评欧盟没有践行其所宣称的价值观ꎮ 与此同时ꎬ人们还批评欧盟没有

能力或者能力不足以处理正在影响数百万欧盟公民生活的各种危机ꎮ 在欧洲范围内ꎬ

民意对欧盟的支持率持续下降ꎬ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ꎮ 根据“欧洲晴雨表”２０１６ 年春

季的调查结果(第 ８５ 期)ꎬ信任欧盟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以及对欧盟持正面印象的调

查对象所占比例ꎬ均从 ２１ 世纪初期的 ５０％下降到了 ３０％ꎮ 对欧盟未来持乐观态度的

调查对象所占的比例则从 ７０％下降到了 ５０％ꎮ①

最后ꎬ尽管欧盟的政策职责自 ９０ 年代以来一直呈扩大趋势ꎬ但在欧元危机和移民

危机期间ꎬ欧盟的核心组织能力和机构能力却未有任何提高ꎮ 例如ꎬ欧盟预算的上限

(即不超过欧盟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 １.２５％)是由 １９９１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确定的ꎬ至今仍然保持不变ꎬ而且很难改变ꎮ 因此ꎬ尽管欧盟的政策职责不断扩大ꎬ成

员国的数量不断增加ꎬ且越来越多样化ꎬ但欧盟的组织能力并没有相应提升ꎮ

在欧盟方面ꎬ对于上述三种因素(不断扩大的政策职责、不断削弱的政治合法性ꎬ

以及保持不变的组织能力)之间存在的矛盾ꎬ并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ꎮ

第一ꎬ为了履行其政策职责ꎬ欧盟需要拥有更强的组织能力ꎬ但却由于其政治合法

性减弱而停滞不前ꎮ

第二ꎬ为了增强其政治合法性ꎬ也许需要将部分权力归还给成员国ꎬ但这有可能损

害欧盟的组织能力及其政策职责ꎮ

第三ꎬ为了提高组织能力ꎬ欧盟可能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其政治合法性ꎮ

但很显然ꎬ对于欧盟当前面临的这些矛盾ꎬ目前并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ꎮ

(３)英国在欧盟内的“尴尬处境”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一直很“尴尬”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保守党政府的疑欧情绪与日

俱增ꎬ英国似乎对欧盟的所有重要政策都持反对态度ꎮ ９０ 年代初期ꎬ保守党党内和英

国政府内部关于欧盟问题的辩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ꎬ且分歧严重ꎬ从而直接导致保

守党在 １９９７ 年的大选中失利ꎮ 随着工党上台执政ꎬ以及托尼布莱尔当选为新首相ꎬ

英国似乎终于结束了其“尴尬”的“名声”ꎮ 然而ꎬ即使是所谓的“新工党”也无法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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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众根深蒂固的疑欧态度真正形成挑战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ꎬ英国

曾经与国际机构合作ꎬ试图遏制金融危机ꎬ但并未对解决欧元危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ꎬ

而且当初还对自己未加入欧元区暗自窃喜ꎮ

(４)戴维卡梅伦的错误战略判断

在 ２０１０ 年的大选中ꎬ工党落败ꎻ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ꎬ保守党领袖

戴维卡梅伦任首相ꎮ 这就为日后各方一致同意在以下三个关键政策领域举行全国

性公投奠定了基础:

第一ꎬ２０１１ 年就英国选举体系举行公投ꎻ

第二ꎬ２０１４ 年就苏格兰独立举行公投ꎻ

第三ꎬ２０１６ 年就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ꎮ

２０１３ 年年初ꎬ在保守党“疑欧”派成员的压力下ꎬ戴维卡梅伦被迫同意ꎬ如果保

守党在 ２０１５ 年的大选中赢得多数胜利ꎬ则将就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ꎬ这就

是 ２０１６ 年英国举行退欧公投的由来ꎮ① 在成功赢得 ２０１５ 年大选之后ꎬ卡梅伦与欧盟

重新谈判ꎬ并就欧盟移民有权在英国获得的社会福利做出了一定调整ꎬ但并没有发生

实质性的变化ꎮ 在此前就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的公投中ꎬ以及在就欧盟条约进行谈判

时ꎬ其他英国首相也曾经采用过此项策略ꎮ 由于在最近两次公投中都获得了胜利ꎬ戴

维卡梅伦和保守党的绝大多数领导成员都充满信心ꎬ认为尽管“留欧派”和“退盟

派”的支持率很接近ꎬ但最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选民将占多数ꎮ 这样一来ꎬ无论是

对保守党还是对英国而言ꎬ欧盟问题就可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解决”ꎮ

(二)辩论与结果

从民主参与的角度来看ꎬ可以认为就此次公投开展的辩论是深入的ꎬ也是成功的ꎮ

媒体长篇累牍地刊登与此次公投相关的辩论ꎬ因此ꎬ“留欧派”和“退欧派”都有大量机

会就各自的立场开展讨论和辩论ꎮ “退欧”阵营强调的问题包括移民、从欧盟“重新获

得控制权” /主权、欧盟的浪费和低效ꎬ以及用英国缴纳给欧盟的钱能做些什么(他们

宣称英国一周就要向欧盟缴纳 ３.５ 亿英镑ꎬ但这个数字是错误的)ꎮ “留欧”阵营则聚

焦于英国退出欧盟对英国的经济、就业和增长构成的威胁ꎬ并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和国

际专家支持他们的观点ꎮ② 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和工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支持英国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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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 Ｇｏｅｓꎬ “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ｋｌｅｓ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ꎬ Ｓｔｅａｄｙ 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Ｒｏａｄ￣
ｍａｐｓ”ꎬ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６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４ꎬｐｐ.４５－６３.

为此ꎬ迈克尔戈夫(“退欧”阵营的核心人物之一)曾经评论说ꎬ英国人民“已经对专家烦透了”ꎮ



欧盟(尽管新当选的工党领袖杰拉米科尔宾并不那么坚定ꎬ而且组织能力有些欠

缺)ꎮ “退欧”阵营则主要包括英国独立党及其领袖尼格尔法拉奇———他很会与媒

体打交道ꎻ以及保守党的疑欧派代表人物ꎬ特别是鲍里斯约翰逊(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迈

克尔戈夫(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ｖｅ)和伊恩邓肯－史密斯( Ｉａｎ 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ｉｔｈ)ꎮ 需要强调的

一点是ꎬ英国支持保守党的所有主要全国性报刊都支持退欧阵营ꎬ并竭尽所能攻击和

削弱对欧盟的支持ꎮ 此外ꎬ正如丹佛和加内特(Ｄｅｎｖ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ｒｎｅｔｔꎬ２０１６)所说ꎬ此次公

投“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ꎬ反对欧盟和支持欧盟的民众在情感忠诚方面极不对

称ꎮ 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民众往往对欧盟持非常敌视的态度ꎬ但是ꎬ我们却很难追踪

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大多数选民的情感ꎬ虽然他们对欧盟有一种狂热的感情ꎬ但对绝

大多数选举人而言ꎬ欧盟机构的运行方式十分神秘”ꎮ①

图 ２　 留欧和退欧的支持率(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 ６ 月)

资料来源:Ｄ. Ｄｅｎｖｅｒ ａｎｄ Ｍ. Ｇａｒｎｅｔｔꎬ “ Ａ Ｃａ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ｇｅ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初期的预测是“留欧派”获胜ꎬ但“退欧派”的支持率很快就超过

了“留欧派”ꎮ 随着投票日的临近ꎬ两派的支持率越来越难分伯仲ꎬ但绝大多数专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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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留欧派”最终将获胜ꎮ 然而ꎬ最终的结果是ꎬ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比例接近

５２％ꎬ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比例为 ４８％左右ꎬ而投票率则高达 ７２.４％(２０１５ 年英国大

选时的投票率仅为 ６６.２％)ꎮ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ꎬ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

(比例分别为 ５３％和 ５２％)ꎻ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ꎬ大多数选民则投票支持英国留在

欧盟(比例分别为 ６２％和 ５６％)ꎮ 从投票率来看ꎬ根据丹佛和加内特的统计ꎬ经济条件

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年纪更大的白人选民更倾向于去投票ꎮ 在英格兰(与苏格兰

和北爱尔兰的情况相反)ꎬ选民普遍支持英国退出欧盟ꎬ在除伦敦以外的各个主要地

区ꎬ“退出”票都占多数ꎮ①

然而ꎬ一些大城市与伦敦的情况一样ꎬ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选民占多数:爱丁堡为

７４.４％ꎬ布里斯托尔为 ６１.７％ꎬ曼彻斯特为 ６０.４％ꎬ莱切斯特为 ５１.１％ꎬ利兹为 ５０.３％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对欧盟的态度有很大差异ꎮ

从此次公投的结果中ꎬ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非常关键的教训:第一ꎬ大多数受

教育程度较低、经济条件较差的选民认为ꎬ全球经济力量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威胁ꎬ而

英国的精英人士对自己而言则遥不可及ꎮ 尽管他们对欧盟的情况知之甚少ꎬ但对他们

而言ꎬ投票反对欧盟事实上是在向当下的英国政治精英传递一种信息ꎻ第二ꎬ很多年龄

较大的选民认为ꎬ这是一个“重新获得掌控权”的机会ꎬ希望以此为契机ꎬ推动形成一

种与他们过去的记忆相近的政治体系ꎻ第三ꎬ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地区以外ꎬ城郊和农村

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移民”的威胁ꎬ以及往往与移民相伴而生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的威胁ꎮ 而在主要城市地区ꎬ绝大多数人对于较高程度的多样性已经习以为常ꎬ

而且对欧盟的支持率也更高(尤其是在伦敦)ꎻ第四ꎬ欧盟的地区基金和对落后地区的

资助并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ꎮ 例如ꎬ威尔士一直是欧盟地区资助计划和地区基金的主

要受益者ꎬ但这却未能阻止威尔士人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ꎮ

(三)后果:政治、经济与社会

公投结束之后的几周ꎬ是近年来英国政治史上最令人震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ꎮ

公投结果刚刚公布ꎬ戴维卡梅伦便辞去了首相职务ꎬ并且宣布在保守党内就新领袖

展开竞选ꎬ新领袖将由保守党成员选出ꎮ 经过一番复杂的党内竞争ꎬ梅于 ７ 月 １３ 日当

选为首相ꎮ 她全盘接受了公投结果ꎬ并迅速重组内阁ꎬ摒弃了前财政大臣的经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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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退出”票所占比例如下:东北部地区为 ５８.０％ꎻ西北部地区为 ５３.７％ꎻ约克郡和亨伯郡为 ５７.７％ꎻ东米德
兰郡为 ５８.８％ꎻ西米德兰郡为 ５９.３％ꎻ东部地区为 ５６.５％ꎻ伦敦为 ４０.１％ꎻ东南部地区为 ５１.８％ꎻ西南部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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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纲要”ꎬ对数位主张英国退出欧盟的重要人士委以重任ꎬ让其负责重新谈判英国与

欧洲和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ꎬ鲍里斯约翰逊任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ꎬ戴维戴维

斯任退欧事务大臣ꎬ利亚姆福克斯任国际贸易大臣)ꎮ 总体而言ꎬ英国退欧对保守

党是沉重一击ꎮ 但是ꎬ保守党再次显示出其迅速、高效地进行重组的传统能力ꎬ并将自

己重新打造为占主要地位的执政党ꎮ①

英国工党在很大程度上缺席了此次辩论ꎬ原因在于工党内部存在着分歧ꎬ而且其

新任领袖杰拉米科尔宾总体上对欧盟不感兴趣ꎮ 而对于法拉奇及其领导的英国独

立党而言ꎬ公投结果则无异于一个巨大成功ꎮ 公投结束后ꎬ法拉奇随即宣布辞去英国

独立党领袖一职ꎮ 这对英国独立党无异于沉重的打击ꎬ因为法拉奇在该党内的地位是

不可替代的ꎮ 失去这位显赫的领导人ꎬ再加上已经实现了其核心目标ꎬ英国独立党未

来将何去何从则成了未知数ꎮ 对于苏格兰民族党而言ꎬ尽管投票结果不尽如人意ꎬ但

该党领袖、也是苏格兰议会领袖尼古拉斯斯特金(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ꎬ则是事实上的

政治胜利者之一ꎮ 如前所述ꎬ苏格兰在历史上更为亲欧ꎬ此次公投结果再次肯定了这

一点:苏格兰选民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比例为 ６２％ꎮ 斯特金为使英国留在欧盟不遗

余力ꎬ公投结束后ꎬ其声誉大增ꎮ

对于总体上的经济与社会形势而言ꎬ公投并没有立刻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ꎮ 在经

济方面ꎬ一些主要经济组织和智库仍然在就英国退出欧盟和离开单一市场后可能要付

出的代价提出警告ꎮ 然而ꎬ除了股票市场出现了短期震荡、英镑贬值之外ꎬ目前还没有

产生更大的冲击ꎮ 尽管如此ꎬ未来的不确定性、企业信心不足、投资减少ꎬ以及通货膨

胀(英镑贬值所导致)等阴影都对英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ꎮ 从更广义的英国

社会的角度来看ꎬ有人对公投结果欢呼雀跃ꎬ有人则陷入沮丧ꎮ 移民仍是右翼主流媒

体的核心话题ꎬ而且ꎬ警察报告的仇恨 /种族犯罪的数量在大幅度上升ꎮ 英国本地公民

对公投结果的反应五花八门ꎮ 在欧洲生活的英国公民开始呼吁获得欧洲护照ꎮ

(四)英国退欧对英国－欧盟－中国关系的影响

欧盟和中国对英国退欧这一结果都感到震惊ꎮ 中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以“尊

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和不介入国际伙伴的“内部事务”为核心ꎮ 英国退欧被认为是

英国以及一定程度上是欧盟的内部事务ꎬ因此中国政府并未直接评论此次公投ꎮ 但

是ꎬ中国领导人曾经间接表示过ꎬ希望看到一个在联合的欧洲内部更加强大的英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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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访问英国期间曾经说过: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盟、

一个统一的欧盟ꎬ希望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之一的英国ꎬ能够在促进中欧关系深入发

展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作用ꎮ① 此种立场与欧盟和美国明确表示支

持英国留在欧盟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英国退出欧盟对英国－欧盟－中国之间关系的影响还很难预料ꎬ因为决定英国与

欧盟未来关系的各项程序还存在着极大程度的不确定性ꎮ 退出欧盟对英国的经济前

景无异于一项突出的挑战ꎬ特别是由于ꎬ英国未来要与欧盟这一新的 ２７ 国贸易集团以

及其他国家就新的贸易框架开展谈判ꎬ但这些谈判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ꎮ 此外ꎬ

尽管英国政府总体上保持对华友好政策ꎬ但英国作为中国投资者在欧洲首选目的地国

的地位ꎬ以及伦敦金融城的绝对优势地位ꎬ均有可能受到诸如法兰克福和巴黎等其他

欧洲金融中心的挑战ꎮ

由于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悬而未决ꎬ欧洲一些评论人士对未来欧盟与中国的关

系持悲观态度ꎮ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ＭＥＲＩＣＳ)的研究人员让加斯珀斯(Ｊａｎ

Ｇａｓｐｅｒｓ)认为ꎬ英国退出欧盟“对欧洲的中国政策是个坏消息”ꎮ② 英国的政治权力

(它是欧盟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军事能力以及

在文化和体育领域的软实力等ꎬ均对欧盟的国际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英国退出欧盟

无疑将削弱欧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和地缘政治框架下运作和谈判的能力ꎮ 此外ꎬ

欧盟常常以其规范性力量以及作为和平解决冲突与一体化方面的示范性榜样而骄傲ꎬ

但英国退欧极有可能损害欧盟作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的可信度ꎮ

(五)结论

英国退欧引发了极大的震惊和不确定性ꎬ而且显然不仅仅是又一次表明英国在欧

盟内部“尴尬处境”的一个新例子ꎮ 它还说明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ꎬ即在全球化和

欧洲化等更广泛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潜在紧张和矛盾ꎮ 多数现代民族国家都面临着

这些紧张和矛盾ꎮ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ꎬ尽管英国退欧引发了震惊和不确定性ꎬ但由于

欧盟长期以来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网络ꎬ因此ꎬ还存

在着相当程度的潜在稳定因素ꎮ 可以说明这种内在弹性的一个例子是ꎬ所有主要相关

方都愿意以一种和平与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英国退出欧盟的程序ꎮ 通过首先了解各

３６　 英国退欧公投与欧盟的未来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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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



方对英国退欧的反应ꎬ并缓慢地推进谈判过程ꎬ英国和欧盟都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调

整ꎬ以适应这一过程ꎮ 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能够给英国和 /或者欧盟带来最佳的可

能结果ꎬ而且也许无法最终带来大多数亲欧人士所希望看到的未来ꎬ但这也许是一种

更具灵活性和可持续性的程序ꎮ

就英国－欧盟－中国的关系而言ꎬ英国退欧的确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ꎬ但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ꎮ 从短期来看ꎬ欧盟领导人将忙于处理持续发酵的各种危机(欧元危机、移

民 /难民危机和英国退欧危机)ꎬ以及即将到来的德国和法国大选ꎮ 此时不太可能达

成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或经济协议ꎮ 如前所述ꎬ鉴于当前的世界正在快速发生各种变

化ꎬ因此ꎬ欧盟被内部这些事务分散精力ꎬ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ꎮ 一个稳定和团结的欧

洲才十分契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ꎬ也符合中国关于多极世界的观点ꎮ 英国和欧盟

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ꎬ以及二者关系中是否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ꎬ这些

问题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ꎮ 然而ꎬ在英国与欧盟就退出问题的所有细节开展最终谈判

之前ꎬ其他外部行为体几乎完全无能为力ꎮ 耐心地“拭目以待”ꎬ也许是最佳的实用主

义战略ꎮ

(李靖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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