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
利用”策略透析
———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

段明明

　 　 内容提要:欧洲极右翼政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多倾向疑欧主义ꎬ但在政治实践上却

积极实施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ꎬ以获取在政治竞争中所需的各种资源ꎮ 通过分析法

国国民阵线利用欧盟在获得政治经费、拓展生存空间、构建政党身份、扩大政治影响以及

加强党内控制等方面的策略和实践可以发现ꎬ欧盟在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中扮

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通常在国内政治格局中陷于孤立境地的欧洲极右翼政党ꎬ在很大

程度上需要借助欧盟的政治资源ꎬ实现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根本政治目

标ꎮ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揭示出欧洲民主政治的某种困境:它不仅会进一步助

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壮大ꎬ而且会加大欧洲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压力ꎬ加剧欧洲

双层民主结构的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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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政党政治研究中ꎬ欧盟是一个重要概念ꎮ 围绕欧洲一体化这一政治理念形

成的政治分野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ꎮ 然而ꎬ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演进ꎬ欧盟对欧洲政

党政治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提供了意识形态之争的阵地ꎬ而是成为一个系统性政治资源

供给者ꎮ 考察欧洲政治行为体如何利用欧盟提供的政治资源实现政治目标ꎬ不仅有助

于把握欧洲政党的政治活动规律、组织运作方式以及结构演变趋势ꎬ而且有助于深化

我们对欧盟治理体系的认识ꎬ进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探究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ꎮ 要考

察欧盟在欧洲政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ꎬ欧洲极右翼政党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它们

以疑欧主义为政治纲领ꎬ反对欧洲一体化ꎻ以脱离欧盟为政策主张ꎬ鼓吹恢复成员国主

权ꎮ 但与此同时ꎬ它们又十分积极地参与到欧盟层面的政治活动中ꎮ 那么ꎬ究竟应该



如何理解这一政治现象? 欧盟对极右翼政党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作为欧洲极右翼政党中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典型代表ꎬ法国国民阵线已经成为

欧洲政治中一支主要的反欧力量ꎮ 同时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ꎬ它也以第三大政党的身

份参与到夺取执政权的政治竞争中ꎮ 在 ２００２ 年的法国大选中ꎬ让玛丽勒庞(以下

简称“老勒庞”)出人意料地进入第二轮选举ꎬ引发了法国政治“大地震”ꎻ而在 ２０１７ 年

的法国大选中ꎬ其女马琳勒庞(以下简称“小勒庞”)更是以 ２１.５３ ％的得票率在第一

轮选举中高调胜出ꎬ并在第二轮对决中历史性地赢得 ３４.５％的选票ꎮ 在国民阵线的强

势崛起中ꎬ欧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ꎮ 本文将从政党活动经费、生存空间、身份

构建、政治影响以及党内控制等方面探讨法国国民阵线对欧盟政治资源的利用策略及

其相应实践ꎮ

一　 欧盟与欧洲政党政治:一个“政治利用”理论的新视角

欧洲一体化是战后西欧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变革ꎬ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焦

点之一ꎮ 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通常致力于分析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主权国家之间的合

作形式ꎬ其主要流派———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研究目标ꎬ都在于揭示

国家间合作的稳定机制以及超国家层面公共政策产生的机制ꎮ 在欧洲联盟成立后ꎬ解

释“欧洲大厦”建设的复杂性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ꎬ多层级治理理论成为主要的分析

框架ꎮ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欧盟已超越作为政治理念和国家间合作机制

的简单、抽象的存在ꎬ成长为一个复杂、具体的政治实体和组织机构ꎬ并开始对成员国

国内的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ꎮ 尽管欧盟层面的公共政策仍是施加这些影

响的主要载体ꎬ但与此同时ꎬ相对而言更深层次、更为隐性的影响则是通过政治行为体

与欧盟的互动来实现的ꎮ 要把握这些影响ꎬ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微观层面把政治行

为体看作欧盟和成员国国内政治的中介ꎬ关注其社会互动战略和行为ꎮ 这与公共政策

研究中的认知理论分析范式的目标是一致的ꎮ 认知理论分析最大的优势在于把政治

学对国家的理解社会学化ꎬ它可以让我们“自下而上地观察国家ꎬ注意到一些细节ꎬ而

不是自上而下地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ꎮ①

在认知理论的社会学视域下ꎬ雅科(Ｓｏｐｈｉｅ Ｊａｃｑｕｏｔ)和沃尔(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Ｗｏｌｌ)就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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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对成员国国内政治影响提出了“政治利用”(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ｓａｇｅ)的概念ꎮ① “政治利

用”指的是通过综合利用欧盟政治、制度、组织及意识形态机会ꎬ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

定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互动ꎮ 这些政治实践和政治互动发生在政治行为体往返于欧

盟层面与其实施行动或希望行动的国家、地区或行业层面的过程之中ꎬ创造了一种相

互影响的情境ꎮ “机会”指的是欧盟作为制度供给者提供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和限

制ꎮ 无论一个特定机会的具体性质是什么———政治的、财务的、制度的ꎬ还是象征性

的———它都只有在被政治行为体利用并转化为政治行动时才具备实际的价值ꎮ “政

治利用”是一套复杂行为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其目的在于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ꎮ 但

有意识和理性的行为并不要求这个目标必须在行动之初就完全固化ꎬ而最终的收益在

事前也并不能够被完全预知和掌控ꎮ② 因此ꎬ“政治利用”体现的不是一种预设的战略

行为ꎬ而更多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投机行为ꎮ “政治利用”理论的提出旨在引导欧洲

一体化对成员国国内政治影响的研究ꎬ使其聚焦点从宏观层次的制度结构转向微观层

次的政治行为体ꎬ从而剖析公共政策中的政治关系的实质ꎮ

雅科和沃尔认为“政治利用”存在三种类型:战略利用、认知利用和合法化利用ꎬ

每种“政治利用”都对应相对特定的资源要素、政治行为体和政治目标ꎮ (见表 １)

表 １　 政治利用的分类

资源要素 行为体类型 政治目标

战略利用
欧盟机构
政策工具
财政拨款

成员国政府、政党、利
益集团、政治运动

资源动用

认知利用
价值观
信仰
理念

政治企业家
倡议联盟
公共政策网络

争论
政治行动设计

合法化利用
话语偏好
公共空间

职业政治家 辩解
决议

　 　 资料来源:Ｓｏｐｈｉｅ Ｊａｃｑｕｏｔ ｅｔ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Ｗｏｌｌꎬ «Ｕｓａｇｅｓ ｅｔ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ｕｎ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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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战略利用ꎬ主要针对有形的政治资源ꎮ 为了实现国内政治竞争中的特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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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它会针对性地调动欧盟层面的物质资源ꎬ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ꎮ 认知利用ꎬ主要

体现在对政策的解释和说服方面ꎮ 它指的是利用欧盟作为一种价值观体系或政治理

念的资源ꎬ为某种政治主张造势ꎬ从而推动或阻碍国内公共政策的实施ꎮ 合法化利用ꎬ

从本质上说是战略利用和认知利用的混合形式ꎮ 之所以将其单独列出ꎬ是因为一种特

别的政治现象:以“欧盟利益”和“欧盟限制”为理由对国内公共政策进行合法化论证ꎬ

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上与“美国修辞术”①类似的“欧盟修辞术”ꎮ

欧洲一体化在战后欧洲政党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随着其规模扩大和

程度的不断深化ꎬ它不仅成为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政党需要正视的路线层面的议题ꎬ

而且间接推动和强化了欧洲政党政治格局的分化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盟正式成立

以来ꎬ其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对欧洲政党政治产生的影响呈现出系统化、

结构化、制度化的趋势ꎻ与此同时ꎬ它也在客观上为欧洲政党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资

源ꎮ 有计划、全方位地获取、运作欧盟提供的政治资源ꎬ增强自身在国内政治竞争中的

实力ꎬ成为欧盟内部各国政党越来越倚重的政治策略ꎮ “政治利用”正是基于对主流

执政和参政党的研究而被提出的ꎮ 尽管欧盟成员国的所有政治行为体都对欧盟实施

了不同形式和程度上的“政治利用”ꎬ但疑欧主义ꎬ或者说反欧洲一体化的行为体无疑

是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ꎮ 一些对疑欧主义政党政治作过系统梳理的研究发现了一个

重要的变化趋势: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明显加快———无论

是内部融合还是外部扩张———疑欧主义政党力量从游离于欧洲共同体(欧盟)体系之

外向主动进入欧盟体制之内发展ꎬ且政治纲领由单纯的反对欧盟演变为在反欧旗帜下

的综合党建ꎬ终极的政治目标是夺取执政权ꎮ② 在这一被称为“政党政治欧洲(盟)

化”③的背景下ꎬ反欧已在事实上被工具化ꎮ④

按照反欧的程度———“硬反欧(鼓吹直接脱欧)”或“软反欧(基于成员国国家利

益考虑的有条件反欧)”———疑欧主义政党大致可以分为极右翼政党、极左翼政党及

保守势力集团ꎮ 在这三种疑欧主义政党力量中ꎬ欧洲极右翼政党是最为特殊的一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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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ꎬ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态中既难以跻身主流政

党行列ꎬ又难以与主流政党建立联盟ꎬ基本处于完全孤立、封闭和边缘化的状态ꎮ 受制

于这一政治上的“先天不足”ꎬ极右翼政党无论是在党际政治竞争中ꎬ还是在党内组织

建设中ꎬ都较其他疑欧主义政党更难获取与其政治愿景相适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ꎮ 在

这一背景下ꎬ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政治利用”欧盟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ꎬ其利用策略

也更为战略化、系统化和组织化ꎬ且更具有典型性ꎮ 近年来ꎬ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

利用”策略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ꎬ这主要是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ꎬ欧洲

极右翼政党在欧盟成员国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呈迅速上升的态势ꎬ在一些国家成功

接近权力核心ꎻ另一方面ꎬ欧洲极右翼政党在欧盟选举中也表现出强劲的政治实力ꎮ

欧洲极右翼政党与欧盟的关系成为欧洲政党政治研究中一个新的议题ꎮ① 但总体而

言ꎬ相关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ꎬ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策略分析主要停留

在政治理念、身份标签等无形资源上ꎬ欧盟的角色性质也基本上是象征性的ꎮ 显然ꎬ现

实中的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要系统、复杂、精密得多ꎬ因此ꎬ需要将研究视野

扩展至所有欧盟提供的可供“政治利用”的资源ꎬ以及政治行动者可能采用的方式ꎮ

二　 国民阵线在党际竞争中对欧盟的“政治利用”

在国内政治的党际竞争中ꎬ国民阵线对欧盟的“政治利用”主要是通过参与欧盟

选举和进入欧洲议会的方式获取欧盟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ꎬ以及借助疑欧主义加强自

身的政治存在ꎮ

(一)物质资源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包括国民阵线在内的法国中小政治派别都陆续首次获得

了欧洲议员的席位ꎮ 国民阵线一直十分重视欧盟选举ꎬ平均每次都能获得 ５ 至 １０ 个

席位ꎻ而在 ２０１４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ꎬ国民阵线更是赢得了 ２４ 个席位ꎬ成为法国在欧

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团ꎮ 在物质资源领域ꎬ国民阵线对欧盟的“政治利用”主要体现

在财政资源和组织资源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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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ａｓ Ｍｕｄｄｅ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ꎻ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Ａｌｍｅｉｄ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ｅｄ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１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２３７－２５３ꎻ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Ｇóｍｅｚ－Ｒｅｉｎｏａｎｄ Ｉｖáｎ Ｌｌａｍａｚａｒｅ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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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财政资源

国民阵线积极投入欧盟选举所看重的首要资源是欧盟的财政资金ꎮ① 在法国现

有的多数选举体系中ꎬ无论是获得国家的竞选经费支持ꎬ还是赢得国民议会的席位ꎬ对

于中小政治党派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ꎬ尤其是处于政治孤立的国民阵线更是如此ꎮ②

尽管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新的选举法案③使中小党派获得国家的选举和政治经费支

持更为容易ꎬ但主流大党与中小党派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ꎮ④ 政治资金的缺乏对

于国民阵线这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资助的政党⑤是最现实的发展障碍ꎮ 国民阵

线通过欧洲议会获取财政资金较为稳定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欧洲议员领取数额

不菲的工资和津贴ꎻ另一种是欧洲议员雇用党内成员为议员助理领取报酬ꎬ从而为非

议员的高级干部支付酬劳ꎮ 尽管具体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ꎬ但根据现行的欧洲议员和

议员助理的收入水平可以估算出ꎬ国民阵线每年从欧盟议会获得的资金支持相当可

观ꎮ⑥

除此以外ꎬ国民阵线还热衷于通过创立或参与欧洲议会中的党团联盟来获得欧盟

的财政资助ꎮ 这主要是利用欧盟关于资助“欧盟政党”的相关制度:欧洲议会中的党

团联盟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ꎬ就可申请“欧盟政党”的待遇ꎬ从而有资格获得欧盟的财

政拨款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国民阵线发起创立的欧洲民族运动联盟(ＡＥＭＮ)获得“欧盟政

党”地位ꎬ从而得到了欧盟每年 ３０ 万欧元的政治经费ꎮ 同样ꎬ国民阵线参与的其他欧

洲议会党团联盟(见表 ３)也都在缓解财政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组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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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法国«世界报»连续披露了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中虚构助理职位、通过领空饷来弥补国内
支出的系统性手法ꎮ 高级领导层内涉及财务的邮件中ꎬ多次出现“从欧洲议会议员处省钱”或者“从欧洲人那里
省钱”的表述ꎮ

国民阵线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一度占据 ３５ 个议席ꎬ此后再没有成员进入国民议会ꎻ直到 ２０１２ 年ꎬ国民阵线
才重新获得 ２ 个议员席位ꎮ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通过的推进法国政治生活资金透明的法案规定ꎬ在法国总统大选两轮投票中获得 ５％
及以上选票的政党将得到竞选经费的全额报销ꎬ并按照实际得票比例及议会选举中获得的议员席位数量获得相
应的政治活动经费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ꎬ社会党获得的公共资金接近 ２５００ 万欧元ꎬ而国民阵线仅获得 ５００ 万欧元ꎮ 数据来源: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ｇｏｕｖ.ｆｒ / ｊｏ＿ｐｄｆ.ｄｏ? ｉｄ ＝ ＪＯＲＦＴＥＸＴ００００３３９９５８４４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访问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国家的财政拨款一直是国民阵线最大的收入来源ꎬ占比为 ４０％左右ꎮ 参见法国“政治资
金和选举账务国家委员会”官网公布的相关信息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ｃｃｆｐ.ｆｒ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ａｒｔ ＝ ２２０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访
问ꎮ

一名欧洲议员的月收入介于 １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欧元之间ꎬ议员助理的薪资可达到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欧元ꎬ每个议
员最多可雇用 ３ 个助理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包括现任主席小勒庞在内的多个国民阵线的欧洲议员涉嫌“助理领空饷”
事件ꎬ欧盟议会提出的追讨金额高达 ５００ 万欧元ꎮ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ｒａｎｃｅｔｖｉｎｆｏ. ｆｒ /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 ｆｒｏ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ｆｆａｉｒｅ－
ｄｅｓ－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ｆｎ－ａｕ－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ｅｎ / ｌｅ－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ｅ－ｓｏｎ－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ｅｌ－ａ－ｐｒｅｓ－ｄｅ－５－ｍｉｌ￣
ｌｉｏｎｓ－ｄ－ｅｕｒｏｓ－ｄａｎｓ－ｌ－ａｆｆａｉｒｅ－ｄｅｓ－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ｆｎ＿２１６４２６０.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作为第二种可利用的资源ꎬ欧盟选举为国民阵线的高级干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职

业化平台ꎮ 由于缺乏进入国内各级权力中枢的机会ꎬ国民阵线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就

将欧盟选举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孵化器”和“训练营”ꎬ在其获得足够的政治经验和

资历后ꎬ委以重要的领导职务ꎮ 一般而言ꎬ只有政治局级别的干部才会被纳入这一培

养体系ꎮ 因此ꎬ国民阵线的欧盟选举候选人通常是政治局成员ꎮ 国民阵线的这一组织

建设策略非常明确ꎬ以至于除了个别选举年份出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外ꎬ政治局成

员全部拥有欧洲议员的身份ꎮ (见表 ２)与其他中小党派相比ꎬ领导层中欧洲议员占比

较高是国民阵线的一个鲜明特色ꎮ① 作为全职代表的欧洲议员身份使国民阵线的高

层领导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党政治活动中ꎬ而不必同时从事其他职业ꎬ从而大大

加强了国民阵线作为政治组织的专业化与正规化水平ꎮ

表 ２　 国民阵线领导层内欧洲议员的分布状况

欧洲议会选举 拥有欧洲议员身份的政治局成员 /欧洲议员总数 最高领导职位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 ６ / １０
主席、副主席、总书记、

勒庞办公室主任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年 ７ / １０ 主席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 年 １１ / １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 ４ / 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 ７ / ７

主席、副主席、总书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３ / ３ 主席、副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 ２４
主席、名誉主席、副主

席、高级政治顾问

　 　 资料来源:Ｌａｕｒｅｎｔ Ｋｅｓｔｅｌꎬ «Ｌｅ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 ｌｅ 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éｅｎ»ꎬ ｉｎ Ｌａｕｒｅ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é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Ｍｉｃｈｅｌ Ｈｏｕｄｉａｒｄ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２１０－２３２ꎬ 另参见国民阵线官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ｒｏ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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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象征性资源

除了财政资源和组织资源ꎬ国民阵线对欧盟的“政治利用”还涉及非物质的象征

性资源ꎮ 在国民阵线领导人看来ꎬ欧盟选举是民意的试金石ꎬ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

跳板ꎬ通过它可以大大增加本党在国内政治竞争中的合法性和政治能见度ꎮ

对于国民阵线而言ꎬ参与欧盟选举、进入欧洲议会并非完全出于其反欧政治的需

要ꎮ 这是因为欧洲议会的特殊性质所致ꎮ 欧洲议会的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于国内议会ꎬ

疑欧主义政党力量的增长改变不了其在欧洲议会内部的边缘性地位ꎮ① 它既不会造

成欧盟组织机构运作上的困难ꎬ更不会触及欧盟存在的政治实质ꎮ 国民阵线积极参与

欧盟选举ꎬ主要还是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竞争需要ꎮ 作为一个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的边

缘性政党ꎬ国民阵线必须证明其参政、议政乃至执政的能力和合法性ꎮ 国民阵线声称

自身在法国政坛长期被“污名化”甚至被“妖魔化”ꎬ一直以现行政治体制“反叛者”和

“挑战者”的形象自居ꎮ 能够在欧盟选举中取得好的战绩本身就是对这一形象最有力

的支撑ꎬ是国民阵线政治可信性的证明ꎬ也是对抗“污名化”的武器ꎮ 欧盟选举作为国

民阵线政治垫脚石的角色在 ２０１４ 年发挥到了极致ꎮ ２０１４ 年欧盟选举期间ꎬ被各种民

调看好的国民阵线誓言要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团”ꎻ而党主席小勒庞甚

至公开宣称ꎬ一旦目标实现ꎬ就立刻要求总统解散国民议会ꎬ进行议会选举ꎮ②

此外ꎬ在欧盟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也可以转化为与其他欧洲极右翼政党建立政治联

盟的筹码ꎮ 对于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而言ꎬ开展与其他欧洲政党的政治合作是打破国内

政治孤立的重要手段ꎬ何况是有机会获得领导职位的党团联盟ꎮ 因此ꎬ国民阵线将与

党团联盟的合作关系视为一种政治象征加以炫耀ꎮ 传统观点认为ꎬ欧洲的极右翼政党

很难形成稳定的联盟ꎬ③但国民阵线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就积极参与到创建欧洲议会

党团的活动中去ꎮ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党团范围ꎬ国民阵线甚至在冷战刚刚结束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就预见性地与中东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建立了联系ꎮ 表 ３ 列举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国民阵线参与创立的欧洲议会党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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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明进:“欧洲议会疑欧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对欧盟政治的影响”ꎬ«国际论坛»２０１５ 第 ４ 期ꎬ第 ２４－２９
页ꎮ

小勒庞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佩皮尼昂集会上的讲话ꎮ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Ａｌｍｅｉｄ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ｅｄ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ｐ.２３７－２５３.



表 ３　 国民阵线参与的欧洲议会党团

年份 党团名称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 欧洲右翼政党议员技术性工作组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年 欧洲右翼政党议员工作组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 年 Ｅｕｒｏｎａｔ(民族欧洲)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 独立议员技术性工作组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 ＩＴＳ(身份、传统、主权)工作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ＡＥＭＮ(欧洲民族运动联盟)

　 　 资料来源:Ｒｅｕｎｇｏａｔ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ꎬ «Ｌａ ｆａｂ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 ｅｕｒｏｐé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ꎬ Ｖｏｌ.１ꎬ Ｎｏ.４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１２０－１６２ꎮ

(三)反欧:自我区别的工具

对欧洲政党来说ꎬ至少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下ꎬ欧洲问题本质上是从属于国内政治

的ꎬ而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竞争的需要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看到ꎬ许

多欧洲政党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有时甚至是前后截然相反的ꎬ这

种立场上的变化必须与国内政治竞争态势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全面解读ꎮ

与其他疑欧主义政党一样ꎬ国民阵线也面临“适应困境” :一方面ꎬ它要努力作出

调适ꎬ以进入主流政治的领地ꎻ但同时又不得不满足其立场强硬的核心成员的要求ꎬ保

持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清晰的轮廓———保持极端立场ꎮ 为此ꎬ国民阵线一直将欧洲

问题作为在国内政治中与竞争对手相区别的主要战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这种

通过反欧的手段达到自我区分的战略一直是疑欧主义极端政党政治活动的主旋律以

及解读其政治行为的一条主线ꎮ① 实际上ꎬ在成立之初ꎬ国民阵线在欧洲问题上奉行

的是亲欧立场ꎮ 老勒庞在其著作«法国人优先»中曾明确指出:“因为我们谈论的所有

的邪恶———移民、不安全、失业、恐怖主义、出生率下降———既是法国的ꎬ也是欧洲的ꎬ

因此需要制定共同的政策来应对ꎮ”②国民阵线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由最初的亲欧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的疑欧和反欧的变化ꎬ与当时同为右翼的国内主要竞争

对手保卫共和国联盟(ＲＰＲ)的立场变化不无关系ꎮ 以 １９７６ 年为界ꎬ保卫共和国联盟

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出现了由反欧(盟)到亲欧(盟)的转变 :戴高乐时期的保卫共

９４　 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

①

②

Ｐａｕｌ Ｈ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ꎬ Ｏ’Ｂｒｉｅｎ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ａｕｌꎬ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ｉｇｈｔ”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ｍ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ｎｎｏ Ｓｐｉｅｒｉｎｇ ｅｄｓ.ꎬ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２０ꎬ２００４ꎬ ｐｐ.３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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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联盟奉行绝对主权主义ꎬ坚决反对任何超国家的联盟ꎻ到了希拉克时期ꎬ这一立场

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被调整ꎬ对 １９８６ 年«单一欧洲法令»的支持标志着“保卫共和国

联盟”在欧洲问题上完全转变为支持欧洲一体化ꎮ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ꎬ国民阵线开始

对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迈进的欧洲(即欧盟)表现出批评的态度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后半期ꎬ随着一批疑欧主义者进入领导层ꎬ国民阵线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态度与保卫

共和国联盟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一样逐渐被强化ꎬ在国民议会对«单一欧洲法令»

的表决中ꎬ国民阵线议员投了弃权票ꎮ

自 ２００９ 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ꎬ国民阵线的反欧态度有较大幅度的升级ꎬ对欧盟的

批评逐渐走向极端化:从脱离欧元区、废除申根协定重建法国边界管控直至最近的脱

离欧盟ꎬ以小勒庞为首的第二代领导层选择将“硬反欧”作为国内政治竞争中的“招

牌”政策ꎮ 对于这一明显的立场变化ꎬ政治竞争对手的态度演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ꎮ 从 ２１ 世纪之初开始ꎬ法国主流大党———左右翼均包括在内———对欧盟的态度由

坚定的拥护与支持逐渐过渡到批评与不满ꎬ形成了“建设另一个欧洲”的改革呼声ꎮ

２００５ 年ꎬ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标志着这一态度已经成为法国政治在欧洲议

题上的基本立场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强化了这一基本立场:在 ２００９ 年

的欧洲议会选举中ꎬ人民运动联盟(ＵＭＰ)和社会党的竞选口号分别是“欧洲必须改

变”和“现在就要改变欧洲”ꎻ而两党的领导人在竞选的许多场合都采用几乎一致的口

吻宣扬“另一个欧洲是可能的”主张ꎮ① 在这种背景下ꎬ国民阵线选择继续提高自己立

场的强硬程度ꎬ以保持在这个拥有政治“优势”的领域对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ꎬ同样

的现象也可以在中东欧国家观察到ꎮ②

三　 国民阵线在党内竞争中对欧盟的“政治利用”

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一样ꎬ国民阵线也面临党内的组织建设问题:党内成员尤其

是高层领导成员围绕着政治路线、权力分配、职位安排展开或明或暗的激烈竞争ꎬ企图

夺取组织的控制权ꎬ并由此形成大大小小的党内利益集团ꎬ这既能为政党的生命提供

活力ꎬ也有可能带来致命的损害ꎮ 在党内的权力竞争中ꎬ国民阵线领导人也把欧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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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ꎬ萨科奇在欧洲议会竞选集会开启仪式上的讲话(«世界报»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ꎻ时任总书记的奥布
莱在社会党竞选集会上的讲话(«世界报»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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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的政治资源加以利用ꎬ形成了以欧盟作为平衡器的调节机制ꎮ

(一)作为“黏合剂”的反欧立场

与主流政党相比ꎬ国民阵线的组织文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体主义和家族化特

征ꎬ其组织结构更加紧密ꎮ 这不仅表现在勒庞家族对领导权的控制上ꎬ更表现在组织

成员加入国民阵线的动机上: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需要”ꎮ① 国民阵线的党员

都将党组织视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一个“大家庭”或较为密闭的俱乐部型的“社交空

间”ꎮ 因此ꎬ国民阵线组织建设的使命就是通过不断强化组织凝聚力ꎬ来满足组织成

员的身份认同感需求ꎮ 对于以极端化和区别化为竞争策略的结构较为严密的政党而

言ꎬ意识形态的象征作用就尤为凸显ꎬ它是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中心要素ꎮ②

作为国民阵线意识形态路线的两大支柱ꎬ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并不对应一个严格

的观念和政策体系ꎮ 因此ꎬ党内成员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较大偏差ꎮ 在现实中ꎬ

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时常以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修正主义、历史否定主义甚至是纳

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法国社会谴责和唾弃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ꎮ 这不仅严重损害

了国民阵线作为负责任政党的形象ꎬ也导致其内部经常性地出现思想意识和政治实践

上的混乱ꎮ③ 在这种背景下ꎬ反欧成为唯一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的命题ꎮ 对于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就为自己铸造的反欧特征ꎬ国民阵线一直精心维护ꎬ并成功地使欧盟

(问题)成为法国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ꎮ 由此ꎬ反欧成为国民阵线唯一占据主动

并使法国社会普遍认可其合法性的政治主张ꎮ 正是由于反欧具备的唯一性、主动性和

合法性ꎬ它在成为国民阵线号召选民的旗帜的同时ꎬ也是党内宣传的强大工具ꎮ④

小勒庞在 ２０１１ 年的权力更迭中就成功地运用反欧这一工具ꎬ树立和巩固了自己

的领导地位ꎮ 在就任国民阵线主席之初ꎬ由于坚定推行旨在塑造国民阵线“普通政

党”形象的转型战略ꎬ小勒庞在党内一直被认为是将会改走温和路线的“改良派”领导

人ꎬ广受包括老勒庞在内的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质疑ꎮ 面对党内的非议ꎬ小勒庞不得不

１５　 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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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Ｄｅｚéꎬ ｌｅ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ｅꎬ ｄａｎｓ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Ｈａｅｇｅｌ (ｄｉｒ.)ꎬ Ｐａｒｔ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ｓｙｓｔèｍ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２５５－２８４.
例如ꎬ老勒庞的一些诸如“纳粹毒气室只是二战历史上的小小细节”ꎬ以及大肆称赞维希法国元首贝当

等过激言论ꎬ被认为严重影响了小勒庞大力推行的政党转型战略ꎮ 这最终导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国民阵线在党代
会上作出终止该党荣誉主席老勒庞职务ꎬ并开除其党籍的决定ꎮ 在总结小勒庞在 ２０１７ 年大选中最终败选的教训
时ꎬ国民阵线副主席、小勒庞的竞选策划人弗洛里安菲利波(Ｆｌｏｒｉ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ｔ)认为是“‘国民阵线’这个名称吓
跑了选民ꎮ 因为一提到‘国民阵线’ꎬ人们就会想到老勒庞ꎬ想到要驱逐所有外国人”ꎮ (引自法国电视二台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 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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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回应ꎮ 但回到老勒庞激进主义路线的老路上显然会使转型战略半途而废ꎬ继续让

国民阵线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ꎮ 在这种两难情况下ꎬ小勒庞选择在反欧主张上提高声

调ꎬ以更加强硬和激进的态度表达立场ꎻ而在其他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缓和与灵活ꎮ①

在反欧立场的表述上ꎬ小勒庞的激进程度甚至超过了她的父亲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２ 年国民

阵线暑期论坛上的讲话中ꎬ小勒庞把欧洲稳定机制形容为“人民的牢笼”和“超级种

姓”实施的“金融专政”ꎮ 通过抨击欧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对法国的“奴役”ꎬ指责

自由贸易会导致威胁法兰西民族生存的“全球化政府”ꎬ捍卫一个“由政权国家组成的

欧洲”ꎬ小勒庞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继承国民阵线意识形态传统路线的意志和能力ꎬ实

现了巩固自己权力和重建党内团结的目标ꎮ

如果说对于其他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而言ꎬ欧盟(议题)通常或成为党内分裂的

重要因素之一ꎬ或成为组织整体革新的催化剂的话ꎬ②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

反而能够把欧盟(反欧)作为政治身份的一部分ꎬ并不断加以强化ꎬ进而有效地防范党

内凝聚力稀释的危机ꎮ

(二)作为党内控制工具的欧盟

如前所述ꎬ欧盟选举为国民阵线的高级干部提供了主要的政治职业化平台ꎮ 也正

是通过这个平台ꎬ国民阵线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了对党内控制权的牢牢把持ꎮ 尽管属于

“次级选举”ꎬ但对于欧洲政党来说ꎬ欧盟选举仍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考验ꎮ 这不仅是

因为选举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政党政治机体的健康状况ꎬ更是由于选举往

往会伴随党内力量平衡的打破与调整ꎮ③ 对于主流大党是如此ꎬ对于像国民阵线这样

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极右翼政党ꎬ就更是如此ꎮ 除了欧盟选举对于极右

翼政党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外ꎬ国民阵线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也是导致欧盟成

为党内控制工具的关键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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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国民阵线的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了这种缓和与灵活ꎮ 首先ꎬ小勒庞在政治演说中开始避
免使用过于直白并带有攻击性的字眼ꎮ 例如ꎬ在涉及移民问题的演讲、采访、辩论中ꎬ她已不再使用“入侵”这一
老勒庞挂在嘴边的字眼ꎮ 其次ꎬ她开始根据不同的受众调整讲话的重点ꎮ 例如ꎬ在国家级的媒体上ꎬ勒庞会尽力
回避移民、安全等敏感主题ꎬ而把话题集中在经济问题上ꎮ 再次ꎬ对核心价值观作出调整ꎬ以适应法国社会对“普
通政党”的期许ꎮ 例如ꎬ一直处于国民阵线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概念在小勒庞的讲话中已经基本
被“国家”(Ｅｔａｔ)的概念取代ꎬ以此表达其对法国社会崇尚的“国家主义”的认同ꎮ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Ｒｏ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ｉｎ Ｄｉ￣
ｅｔｅｒ Ｆｕｃｈｓ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ꎬ Ｏｐｌａｄｅｎ ＆ Ｆ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Ｈｉｌｌｓꎬ ＭＩ: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ｕｄｒｉｃ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２７３－２９０.

Ｒéｍ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ｅｔ Ｄ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Ｍａｒｒｅｌꎬ«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ｅｓꎬ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ｕｒｏｐéｅｎꎬ ｌａ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ｓ ｌｉｓ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 ａｕｘ é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ｓ ｄｅ ２００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ｅｔ Ｃｏｎｆｌｉｔｓ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８５－８６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３９－１６２.



与大多数欧洲极右翼政党类似ꎬ国民阵线的组织架构呈现明显的集权化和等级化

特征ꎮ 这种集权化和等级化的结构以党主席为权力内核ꎬ形成了突出领导人个人绝对

权威的家长制与家族化的组织文化ꎮ 根据国民阵线党章的有关规定ꎬ党主席拥有直接

任命中央委员会(大部分成员须经选举产生)部分成员、党的政策执行机构———政治

局组成人员的权力ꎬ提名副主席、总书记、总财务官的专属权(提名人选需经中央委员

会同意或投票表决通过)ꎮ 这样的权力集中度几乎等同于个人独裁ꎮ 除了党内一般

性工作外ꎬ遴选、确定欧盟选举名单成为巩固党主席权威的主要抓手ꎮ 国民阵线创立

之后ꎬ作为党主席的老勒庞对欧盟选举名单一直拥有绝对的裁量权ꎮ 尽管国民阵线的

欧盟选举名单并不是由党主席一人独自决定的ꎬ党内的力量对比也是必须考虑的因

素ꎬ①但围绕欧盟选举候选人的提名却形成了一个由老勒庞完全掌控的“投桃报李”的

政治游戏ꎬ并由此强化了党内高级干部对党主席的依赖关系ꎮ 国民阵线在 ２００４ 年正

式成立了“选举提名委员会”以规范地方和欧盟选举候选人提名的决策ꎬ但在实践中

老勒庞仍旧保留了绝对裁量权ꎮ 对此ꎬ国民阵线副主席、２０１１ 年权力更替时小勒庞最

大的竞争对手布鲁诺哥尔尼奇(Ｂｒｕｎｏ Ｇｏｌｌｎｉｓｃｈ)曾有这样的描述:“理论上讲ꎬ有一

个提名委员会在确定市镇、地区议会候选人名单时ꎬ讨论也是非常激烈的ꎮ 但勒

庞牢牢把持着欧洲议会选举提名名单ꎮ 他说:‘不要通过提名委员会ꎬ因为有意愿参

选的几乎都是提名委员会的成员ꎬ这就成了自我审核ꎮ 我要求政治局给我授权ꎬ给我

信任ꎬ让我去定这份名单ꎬ因为要作取舍ꎮ’由此ꎬ他拟定一份名单交给提名委员会审

议ꎮ 不过ꎬ提名委员会的人基本上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ꎮ”②

如果说几乎每次围绕欧盟选举提名ꎬ都会伴随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ꎬ那么 １９９９ 年

和 ２００４ 年的两次欧盟选举无疑最具代表性ꎮ 通过这两次选举的提名过程ꎬ可以清楚

地看到老勒庞是如何利用这一工具约束、提携高级干部ꎬ打击持有政治野心者以及排

除异己的ꎮ 围绕 １９９９ 年欧盟选举提名ꎬ老勒庞与党内第二号人物副主席布鲁诺梅

格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角力ꎮ 其实ꎬ二人围绕党的领导权的争斗由来已久ꎬ并且都把

１９９９ 年欧盟选举提名看作最后的决战ꎮ １９９８ 年ꎬ布鲁诺梅格雷出版了«新欧洲———

为了法国和民族的欧洲»③一书ꎬ欲借此在老勒庞因煽动性言论面临被剥夺政治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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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如ꎬ１９８４ 年对让皮埃尔史提伯(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Ｓｔｉｒｂｏｉｓ)的提名ꎬ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４ 年对布鲁诺梅格雷
(Ｂｒｕｎｏ Ｍéｇｒｅｔ)及其亲信的提名都是党内斗争妥协的结果ꎮ

访谈内容引自 Ｒｅｕｎｇｏａｔ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ꎬ « Ｌａ ｆａｂ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 ’ ｅｕｒｏｐé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ꎬ Ｖｏｌ.１ꎬ Ｎｏ.４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１２０－１６２ꎮ

Ｂｒｕｎｏ Ｍéｇｒｅｔꎬ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ｐｏｕ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１９９８.



资格的情况下ꎬ占领党内在欧洲议题上的话语权ꎬ继而主导选举提名ꎮ 为了阻止梅格

雷的计划得逞ꎬ老勒庞千方百计地排挤他ꎬ甚至不惜以自己毫无政治经验的妻子替换ꎬ

将梅格雷的名字从国民阵线候选人提名名单上删除ꎮ 作为回应ꎬ梅格雷以 “民族运

动”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提名名单ꎮ 尽管这次内斗最终导致了国民阵线遭遇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ꎬ政治力量也因此大大削弱ꎬ但却使得老勒庞作为党魁的绝对

领导权得到巩固ꎮ 围绕 ２００４ 年欧盟选举提名的党内斗争同样激烈ꎮ 党内元老级人物

史提伯(Ｍａｒｉｅ－Ｆｒａｎｃｅ Ｓｔｉｒｂｏｉｓꎬ 让皮埃尔史提伯之妻)和贝尔纳安东尼(Ｂｅｒ￣

ｎａｒｄ.Ａｎｔｏｎｙ)为在任欧洲议员ꎬ无论从资历还是经验角度来看都是欧洲议员竞选提名

的最佳人选ꎬ但由于对老勒庞的独断专行和小勒庞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表示不满ꎬ他

们最终均被排除在提名名单之外ꎮ 之后ꎬ两人相继离开国民阵线领导层ꎬ此举也被视

为老勒庞为了女儿能够顺利接班所做的一系列铺垫的开始ꎮ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欧盟选举被认为完全是为小勒庞顺利接手国民阵线领导权

和巩固领导地位服务的ꎮ ２００９ 年ꎬ老勒庞与一些党内元老人物及国民阵线副主席布

鲁诺哥尔尼奇的支持者在候选人提名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ꎮ 分歧的焦点在于小勒

庞“空降”西北大区ꎬ成为该区的候选人ꎮ １９９４ 年起连续三届当选欧洲议员的卡尔

朗(Ｃａｒｌ Ｌａｎｇ)明确反对这一决定ꎬ拒绝让出选区ꎮ 斗争的结果是ꎬ老勒庞强行将卡

尔朗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ꎬ卡尔朗愤然退党ꎮ 此外ꎬ老勒庞还擅自提名亲信空降

法兰西岛和西南大区ꎬ取代党的副主席让克洛德马尔提内(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及其支持者成为候选人ꎮ 这最终迫使让克洛德马尔提内退党ꎬ而此前他已经宣布

竞选党主席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干部在老勒庞的安排下ꎬ被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暂停职务ꎬ而这距离党主席选举仅有 １ 年多的时间ꎮ 在 ２０１４

年欧盟选举中ꎬ自 １９８９ 年起就一直担任欧洲议员、竞选党主席失败的布鲁诺哥尔尼

奇没有出现在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提名名单中ꎬ这标志着小勒庞接手领导权最大的威胁

被彻底排除ꎻ与此同时ꎬ弗洛里安菲利波(Ｆｌｏｒｉ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ｔ)这个小勒庞倚重的政治

亲信获得了东部大区候选人资格ꎬ这被看作小勒庞的地位完全得到巩固的标志ꎮ

四　 结论

通过对法国国民阵线的“政治利用”策略和实践的系统分析ꎬ我们发现ꎬ无论对于

党际竞争还是党内竞争ꎬ欧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杠杆作用ꎬ并且成为领导人不

４５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可或缺的权力工具ꎮ 国民阵线的“政治利用”以战略利用为主ꎬ辅以认知利用和合法

化利用ꎬ通过介入欧洲议题、参与欧盟选举和组建欧盟党团这三种形式ꎬ全面利用欧盟

的物质和非物质政治资源ꎬ较为成功地实现了获得政治资金、拓展生存空间、构建政党

身份、扩大政治影响、加强党内控制等目标ꎮ 因此ꎬ从一定程度上说ꎬ“政治利用”是国

民阵线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ꎮ 因为较为特殊的政治处境、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及权

力运行方式ꎬ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需求更加强烈ꎬ方式也更加系统和多样ꎮ

疑欧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借助欧盟的政治资源求得政治存在和发展ꎬ这看似冲突的现象

恰好揭示出欧洲民主政治的某种困境ꎬ进而引导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政党政治与

欧洲一体化的关系ꎮ

第一ꎬ“政治利用”会进一步助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壮大ꎮ 如果说“政治利

用”对于欧洲亲欧的主流执政和参政党是一把“双刃剑”ꎬ①那么它给欧洲极右翼政党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则要小得多ꎮ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秩序调整引发的“‘去民主

化’的欧洲政治的转型趋势”②下ꎬ欧盟因为“民主赤字”问题会继续承受民众的不满ꎬ

而主流政党因为或多或少都是欧洲一体化的助推者ꎬ在民众眼中难免成为“民主赤

字”困境的“帮凶”ꎮ 本来相对边缘且没有历史责任的欧洲极右翼政党ꎬ反而可以毫无

顾忌地利用民众的不满ꎮ 毕竟ꎬ在欧盟遭遇诸多危机的当下ꎬ相对于亲欧者必须苦苦

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ꎬ反欧者只需在“政治利用”过程中把欧盟塑造成负面的象征性

资源ꎬ即可通过批判欧盟来最大化其“政治利用”的收益ꎬ不断壮大自己ꎬ直至获取执

政权ꎮ

第二ꎬ“政治利用”会加大欧洲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压力ꎮ 在现行的欧盟治理

体系中ꎬ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主要还是由亲欧的“精英”和“技术官僚”所组成的

决策和执行机构主导ꎬ代议机构———欧洲议会的法律地位虽然不断得到加强ꎬ但对欧

洲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局限性ꎮ 然而ꎬ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ꎬ加上欧洲议会拥有

大量可被“政治利用”的资源ꎬ反欧的极右翼政党会更加倚重欧洲议会这个唯一可以

利用的渠道ꎬ更为主动地介入欧盟事务ꎬ以增强自己的话语权ꎮ 这势必会加大欧洲治

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压力ꎬ逐渐影响欧盟层面政策制定的方式和走向ꎬ甚至引发欧洲

治理方式的改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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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英国公投脱欧导致卡梅伦政府倒台即是执政党政治利用失败的实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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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政治利用”会加剧欧洲双层民主结构的矛盾ꎮ 在欧洲政治中ꎬ欧盟层面和

成员国层面并存的二元民主结构本来就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导向ꎬ前者更关注欧盟整体

利益ꎬ后者更关注成员国利益ꎬ这是现有欧洲政治生态下不可避免的一种伴生性矛盾ꎮ

在亲欧主流政党承担两个层面之间中介主体的情况下ꎬ这一矛盾能够处于较温和的状

态ꎮ 而伴随着“政治利用”ꎬ极右翼政党把欧洲(反欧)成功地置于成员国内政的核心ꎬ

并占据主动ꎬ不断强化ꎮ 出于国内竞选政治需要而被迫跟进的亲欧主流政党的中介主

体地位随之逐渐弱化ꎬ这就给极右翼政党鼓吹的民粹主义让出了空间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矛盾会更多地以民众与欧盟直接对立的形式出现ꎬ且势

必会变得更加尖锐ꎮ

笔者认为ꎬ如果欧洲一体化按照现有的轨迹向前推进ꎬ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极有

可能会随着欧盟的壮大而壮大ꎬ这显然是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ꎮ “政治

利用”虽然不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唯一因素ꎬ但欧盟这个以让渡民族国家部分主

权为代价来克制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政治设计ꎬ却成为鼓吹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的极

右翼政党发展壮大的平台ꎬ这恐怕是一个制度设计上的失误ꎮ 如果未来真像一些学者

判断的那样ꎬ欧盟对于欧洲极右翼政党而言更多地只是一个政治工具ꎬ①欧洲一体化

总体上自然会受益于“政治利用”产生的民主政治活力ꎮ 然而ꎬ历史地看ꎬ政治制度的

演进似乎很少按部就班地遵循设计者的初衷ꎬ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即是一例ꎮ 如果欧盟

现行的民主制度和治理体系不能对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策略作出恰当的回应ꎬ

那么这种“政治利用”将会给欧盟政治的未来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ꎮ

(作者简介:段明明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管理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武汉大学法国

研究中心兼职副教授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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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ｏｒｏｔａ Ｄａｋｏｗｓｋａꎬ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ｏｌｉｓｈ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ａｄ￣
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