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研究

公众立场与欧盟的未来
———基于“ 欧洲晴雨表” 的数据分析

∗

贾文华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 欧洲晴雨表” 的民意调查数据ꎬ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欧盟成员国公
众的涉欧认知及其促动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ꎮ 数据回归结果表明ꎬ宏观经济因素对公众
的涉欧立场普遍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效力ꎬ但不同人群对欧盟政策性输出的感知程度有
差异ꎬ其中对欧盟持比较认同和比较不认同立场者的反应性最强ꎬ持完全认同和完全不
认同立场人群的反应性总体上最低ꎬ中立者在某些条件下的反应性强于完全认同和完全
不认同者群体ꎮ 总体来看ꎬ促进一体化的经济绩效依然是平抑民粹主义反欧浪潮的有效
途径ꎮ 因此ꎬ欧盟未来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问题与挑战:一是联盟的决策如何有效避免国
家主权主义与联邦主义者的过度干扰ꎻ二是如何在比较认同与比较不认同者之间寻找相
对均衡的政策着力点ꎻ三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对中立群体的政策投放ꎮ 显然ꎬ欧盟的未来
仍离不开精英的贡献ꎬ但根本上取决于绝大多数公众的认同与支持ꎮ 只要联盟的政策性
输出更加贴近多数公众的需求ꎬ英国脱欧及民粹主义反欧政党的崛起就不会对联盟构成
解体的威胁ꎮ
关键词:公众立场

欧盟

“ 欧洲晴雨表”

宏观经济因素

突出民族国家主导的主权主义与强调联邦制欧洲的超国家道路ꎬ显然是欧洲统一
领域冲突性最强的两大路径主张ꎮ① 回看十余年来欧洲一体化经历的波折却不难发
现ꎬ两者都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ꎮ 一方面ꎬ« 欧盟宪法条约» 的夭折以及英国脱欧这一
“ 小概率事件” 的发生ꎬ表明解构民族国家的联邦制欧洲道路并不具备民众认同的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的欧洲一体化研究” ( 批准号:１２ＢＧＪ０２１) 的相关研
究成果ꎮ 作者感谢季哲忱同学及严挺副教授在数据处理方面提供的帮助ꎮ « 欧洲研究» 杂志的匿名评审人对本
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ꎬ在此表示感谢ꎮ 文责自负ꎮ
① Ｊｕｓｔｉｎｅ Ｌａｃｒｏｉｘ ａｎｄ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 ｅｄ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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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ꎮ 另一方面ꎬ荷兰自由党及法国国民阵线在 ２０１７ 年国内大选中的落败ꎬ表明解构联

盟的主权主义道路同样缺乏民众的支持ꎮ 欧盟究竟应走向何方? 欧委会为此发布问
道于未来的“ 白皮书” ꎬ并提出五大具体的路向选择:坚持既有的路径ꎻ完全局限于单

一市场的统一ꎻ愿者先行ꎻ在有限的领域实现高效的统一ꎻ在更多的领域实现步调一致
的统一ꎮ①客观而言ꎬ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从本质上取决于民众对欧盟的认知
与支持ꎮ 那么ꎬ公众涉欧认知背后的主导性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些因素对不同人群的
差异化影响如何? 欧盟未来应着力解决哪些问题以平抑遍及欧洲的民粹主义反欧浪
潮? 本文尝试根据“ 欧洲晴雨表” (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的民意调查及欧盟统计局的宏观经
济数据ꎬ运用统计回归方法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ꎮ

一

研究述评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ꎬ有关公众对于欧盟立场的研究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ꎮ 其
演进脉络及聚焦的问题ꎬ总体上取决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ꎬ大体形成了以下三类
研究流派ꎮ
( 一) 后物质主义研究路径( ｐ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英格尔哈特(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等学者认为ꎬ在诸如欧共体国家的战后社会中ꎬ公

众的价值观因物质条件的改善发生了显著的代际转变ꎮ 人们对于物质主义范畴内的
价值需求ꎬ例如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的需求趋于下降ꎮ 与此同时ꎬ公众
对于诸如保障言论自由及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需求开始
上升ꎮ②
在英格尔哈特看来ꎬ后物质主义者较物质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持更加积极的立
场ꎮ 个体层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共体在诸多领域超越了民族国家承载的物
质主义价值诉求ꎬ因此更易获得后物质主义者的认同与支持ꎻ二是个人的政治知识与
技能储备越丰富ꎬ信息的获取及处理能力越强ꎬ特别是对欧共体的了解越深入ꎬ对一体
化的恐惧情绪就越弱ꎬ对共同体的支持程度也就越高ꎮ 群体层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２７ ｂｙ
２０２５” ꎬ ｐｐ.１５－２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ｆｕｔｕｒｅ－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ｅｕ２７＿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②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３１－ ３８ꎬ ５７ － ６０ꎬ ３３０－ ３４１ꎻ Ｐａｕｌ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ｉｘ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１－
２５ꎻ Ｐａｕｌ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ｕｃｈ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ｓ ‘ Ｐ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７９７－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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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二战后的新生代ꎬ他们生活条件优裕且接受过系统的教育ꎬ更加注重对后物质
主义价值的追求ꎬ整体上较战前出生的人群对欧共体持更积极的立场ꎮ 二战前出生的
人群曾饱受战乱、饥饿、贫困和暴力的摧残ꎬ更加重视经济繁荣、社会秩序、军事安全等
问题ꎬ因此对欧共体的态度总体上较新生代更冷漠ꎻ二是随着战后新生代占总人口比
重的上升ꎬ有利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培育的整体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ꎬ对一体化的总
体支持水平也随之提高ꎻ三是西欧尽管完成了大众教育、普选权等重大的社会动员进
程ꎬ但认知动员(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范畴内的政治技能传播与分配仍在延续ꎮ 认知
动员的水平越高ꎬ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就越强ꎮ①

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立论基础与理论预判ꎬ主要立足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前的数

据ꎮ 随着“ 德洛尔计划” 、“ 共同市场白皮书” 及« 单一欧洲法令» 的实施ꎬ学者们在分

析新数据后发现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公众立场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ꎬ难以对公

众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以及国别层面的差异提供合乎逻辑的解释ꎮ②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后物质主义理论解释力的下降甚至失效ꎬ学术界并无统一的定论ꎮ 但有一点是
明确的ꎬ即欧洲一体化在 ８０ 年代后期实现了趋于物质主义的转化ꎬ这一变化为其他研
究路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 二) 实用主义流派(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经济一体化始终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内容ꎬ许多学者也倾向于从成本与收益的实

用主义视角来考察公众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的态度ꎮ 在他们看来ꎬ欧洲一体化的经济
绩效是影响公众立场的首要决定因素ꎬ其对欧盟的认知取向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
测算结果ꎮ 公众总体上因一体化的收益程度可分为得利者和失利者两大类ꎬ具体的影
响因素包括个体的经济与社会处境、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个人对自身境况的
认知等ꎮ 秉持这一研究路径的学者普遍认为ꎬ欧洲一体化所产生的实际收益与公民个
体的立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ꎮ 欧盟权能的不断扩张促使市场进一步开放ꎬ资本、商品、
人员、劳务在统一大市场的流转速率上升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成员国公民将借助共同体
和国家层面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进自身的收益ꎬ收益越明显ꎬ个体的感知越积极ꎬ对欧

①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 Ａｎ Ｅｎｄ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６１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９１－１０５ꎻ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７０ꎬ ｐｐ.７６４－７９５ꎻ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７０ꎬ ｐｐ.４５－７０ꎻ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０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１－ ３６.
② Ｊｏｓｅｐｈ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 Ｐ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４４３－４６８ꎻ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ꎬ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６０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３３３－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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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程度就越高ꎮ①
实用主义研究路径依据观察界面及侧重点的不同ꎬ可进一步划分为社会取向的经
济解释路径( ｓｏｃｉｏｔｒｏｐ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和以个体为中心的实用主义( 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分析方法ꎮ 前者侧重于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视角ꎬ来研究经济绩效对

公众立场的影响程度ꎮ 传统观点认为ꎬ欧洲一体化本质上属于精英政治的范畴ꎬ公众
仅仅提供了“ 宽容性共识” (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ꎮ 精英们可借此不受制约地追求一
体化的理想目标ꎬ公众与共同体的统一因此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ꎮ 艾肯伯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ｉｃｈｅｎｂｅｒｇ) 等却认为ꎬ« 单一欧洲法令» 等基础性条约的直接推动者虽然是政治精英ꎬ

但公众同时也介入了一体化的实际统一进程ꎬ具体的影响途径包括全民公投、欧洲议

会选举以及国内大选等ꎮ 在艾肯伯格等人看来ꎬ公众立场与一体化之间是双向互构的
关系ꎬ其演进受制于经济、政治以及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ꎮ 公众的诉求能够调节一体
化的发展方向ꎬ而一体化创造的绩效与预期又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取向ꎮ 宏观经济范畴
内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贸易依赖度以及国家从共同财政中获
得的净收益率等ꎮ 经济发展越好ꎬ公众从一体化的获益水平就越高ꎬ对本国的成员国
身份及共同体政策的认可与支持程度就越高ꎮ②
以个体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研究路径ꎬ侧重于从个体公民所处的不同经济与社会处
境来解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ꎮ 加贝尔(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 等人认为ꎬ公众的受益水

平是有差异的ꎬ具体可区分为得利者和失利者ꎮ 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取向更多地取决于

个体拥有的不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从业技能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ꎮ 一是教育水平
及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优厚的人群ꎬ在日益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更具竞争力ꎬ
实际的获益程度也相对更高ꎬ对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立场ꎮ 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不足
的人群ꎬ对共同体的立场更为消极ꎻ二是随经货联盟建构而不断开放的金融市场ꎬ为高
收入者特别是持有各种金融资产的富裕人群创造了更为有利的获益条件ꎬ其对一体化
的态度相对更为积极ꎮ 经济处境较为困难的人群ꎬ对联盟的态度较富有者更加冷漠ꎻ
①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ｏｖ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ｈ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ꎬ Ｌｉｖ￣
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６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５－ ２８ꎻ Ｆａｂｉｏ Ｓｅｒｒｉｃｃｈｉｏꎬ Ｍｙｒｔｏ Ｔｓａｋａｔｉｋａ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ａ Ｑｕａ￣
ｇｌｉａꎬ “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１－６４ꎻ Ｄａｎｉｌｏ Ｄｉ Ｍａｕｒｏꎬ “ Ｉｓ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ａｌｙ’ ｓ Ｍａｓ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ｕ￣
ｒｏｐｅ” 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１４３－１６４.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ｉｃｈ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Ｄａｌｔｏ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７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５０７－５３４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ａｒｌ Ｋａｌ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ꎬ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３－９３”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２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１７５－１９９ꎻ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ｃｈ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ａｙｌｏｒꎬ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ｕｌ￣
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６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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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地处成员国交界区域的公众ꎬ因统一大市场的建构获益相对更高ꎬ因此对欧盟的
态度更加积极ꎮ①
动态演进基础上的深化与扩大ꎬ是欧洲一体化的主导性发展特征ꎮ 实用主义者的
研究结论也体现出类似的流变趋势ꎮ 随着马约的生效ꎬ学者们发现ꎬ宏观经济因素对
公众立场的影响强度较以往的研究有了明显的下降ꎬ而且通胀率及贸易等因素的作用
甚至丧失殆尽ꎮ② 另一方面ꎬ精英的认知取向也对公众的立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ꎬ特

别是政治精英针对欧盟的消极立场ꎬ与公众支持率的下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ꎮ③ 然而ꎬ

经济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力并未持续走低ꎮ 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与蔓延ꎬ学者们结合新
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ꎬ尽管身份认同及移民等因素也对公众的认知取向产生了影响ꎬ
但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财政赤字等依然是形塑公众立场的主导因素ꎮ 与此同
时ꎬ公众倾向于依赖国家层面精英的偏好来理解急剧复杂化的一体化事务ꎬ成员国政
府因此成为影响公众态度的一个重要变量ꎮ④

( 三) 政府代理理论(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ｘ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欧盟是否面临实质性民主赤字危机ꎬ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ꎮ 但是ꎬ欧盟权
力机构及其相应的政策缺乏类似于国家层面的直接制约与监督机制却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ꎮ 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和首脑会议都不是民选机构ꎬ欧洲议会虽然实现了直
选ꎬ但始终没有走出“ 次等选举” ( ｓｅｃｏｎｄ － ｏｒｄｅ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的阴影ꎬ⑤ 从选民到联盟权力

机构的直接规约机制未能得到充分的建构ꎮ 另一方面ꎬ国家层面经民选产生的精英ꎬ
既是部长理事会等联盟机构的立法者ꎬ同时也是共同体法规与政策的实际贯彻者ꎮ 因
此ꎬ从公众认知取向到成员国政府再到联盟权力机构之间的关联性ꎬ成为学界关注的

①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ｙ Ｐａｌｍｅｒꎬ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２７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３－１９ꎻ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Ｇｕｙ Ｗｈｉｔｔｅｎꎬ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８１－９６ꎻ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ꎬ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４２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９３６－９５３.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ｉｃｈ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Ｄａｌｔｏｎꎬ “ Ｐｏｓｔ－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Ｂ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３－２００４” 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４２ꎬ Ｎｏ.２－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１２８－１５２.
③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ｃｈｅｖｅꎬ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５１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１０１３－１０２８.
④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ｉ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ｌｏｃｋｔｏｎꎬ “ Ｈｏｗ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
ｅｔ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ｅꎬ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１２１－ １３８ꎻ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Ｅｒｋｅｌ ａｎｄ Ｔｏｍ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ꎬ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１５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５５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１７７－１９７.
⑤ 有关“ 次等选举” 的理论评述ꎬ参见贾文华:“ ‘ 次等选举’ 的右倾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与影响”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第 ５１－７０ 页ꎮ

公众立场与欧盟的未来

８１

一个重要问题ꎮ①
学者们认为ꎬ欧盟及其制度建构对于普通公众而言ꎬ不仅过于复杂和抽象ꎬ而且许
多人对联盟的具体运作也缺乏必要的兴趣ꎬ加之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制约ꎬ公众很难
对共同体的统一形成独立的认知与评价标准ꎮ 另一方面ꎬ国家层面的精英往往能够通
过选择性提供信息及游说等途径ꎬ刻意按照自身的立场与需求引导公众对欧盟的认知
取向ꎮ 有鉴于此ꎬ成员国政府的运行绩效及其政策偏好ꎬ就成为影响公众涉欧立场的
核心变量ꎮ②

富兰克林( Ｍａｒｋ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等人认为ꎬ在关涉欧盟的全民公决及欧洲议会的选举年

份ꎬ公众的涉欧立场与其对本国政府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关联性ꎮ③ 安德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则指出ꎬ政府对公众立场的影响ꎬ并不仅仅局限于涉欧公投及欧洲议会选

举ꎮ 主流政党以及现任政府的决策取向与偏好ꎬ长期形塑着公众对欧盟权力机构及其
政策的认知与判断ꎮ 在安德森看来ꎬ公众对共同体的满意程度ꎬ更多地取决于对本国
政府的评价ꎬ对现任政府的评价越积极ꎬ对欧盟的满意度就越高ꎮ④
注重政府代理研究路径的学者ꎬ在具体的作用机理方面具有不同的观点ꎮ 昆卡
(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Ｃｕｅｎｃａ) 认为ꎬ公众对联盟的认知虽源自对本国政府的评价ꎬ但成员
国政府与欧盟属于异质而非同质的制度体系ꎬ前者对公众涉欧认知的影响ꎬ在特定条

件下可能是完全相反的ꎮ 在昆卡看来ꎬ公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也可以促进对欧盟的支
持ꎮ 对本国政府的不满越强烈ꎬ对联盟的支持水平就越高ꎮ 一是公众更愿意选择廉洁
的制度体系ꎬ而欧盟的清廉水平明显高于多数成员国ꎮ 公众的这一认知取向ꎬ在腐败
程度较高及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成员国尤为显著ꎻ二是对本国制度体系的不满ꎬ降低
了向超国家机构移交主权的交易成本ꎮ 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水平越高ꎬ主权转移的实际
阻力就越小ꎬ对一体化的支持率也会越高ꎮ⑤
①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ｏｖ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ｈ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ꎬ
ｐｐ.５－２８.
② Ｐｉｅｒｒ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ｉꎬ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ꎬ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ｒｅｙ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５４－５７.
③ Ｍａｒｋ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ꎬ Ｃｅｅｓ ｖａｎ ｄｅｒ Ｅｉｊｋ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Ｍａｒｓｈꎬ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
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１０１－ １１７ꎻ Ｓｉｍｏｎ
Ｈｕｇ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ｌ Ｓｃｉａｒｉｎｉꎬ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ｔｅｒ’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ꎬ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 － ３６ꎻ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Ｒａｙꎬ “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ｕｍｂ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ＥＵ Ｏｐｉｎｉｏｎ”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４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２５９－２７９ .
④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 Ｗｈｅｎ ｉｎ Ｄｏｕｂｔꎬ Ｕｓ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１ꎬ Ｎｏ.５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５６９－６０１.
⑤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Ｓａｎｃｈｅｚ－Ｃｕｅｎｃａ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１４７－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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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秉承相同研究路径的学者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罗尔施奈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ｈ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人认为ꎬ相关研究都是在欧盟面临民主赤字的总体框架下展开的ꎬ但
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及治理质量有差异ꎬ公众对特定对象的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ꎮ 在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ꎬ公众更加关注经济层面的问题ꎮ 在更加富裕的国家ꎬ政治
问题则成为影响公众认知的主要因素ꎮ 在罗尔施奈德等看来ꎬ欧盟的确面临代表性不
足的问题ꎬ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水平ꎮ 在制度机制完善且运行良好
的成员国ꎬ民众对欧盟的态度更多地立足于对政治问题的考量ꎬ因此对联盟的政治统
一表现出更加审慎的立场ꎮ①
除上述三个主要流派以外ꎬ学者们还发现ꎬ身份认同、公众性别、宗教信仰、党派取
向等也是影响其一体化认知不可忽视的因素ꎮ② 回顾学术界数十年的研究不难发现ꎬ
影响公众涉欧立场的几乎每一种因素ꎬ都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循环往
复过程ꎬ甚至英格尔哈特一度主张的后物质主义因素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归ꎮ③ 总体的
演变趋势是影响因素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作用机理的不断复杂化ꎬ根源在于欧洲一体化
领域以及关涉问题的多样化与复杂化ꎮ 从这一意义来看ꎬ秉持各种研究路径得出的不
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结论ꎬ客观上属于一体化深化与扩大的震荡波所折射出的多样化理
论镜像ꎮ
那么ꎬ欧盟国家近年来所经历的波折ꎬ是否促发了公众核心关切的进一步变化?
艾克尔(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Ｅｒｋｅｌ) 等学者基于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指出ꎬ经济增长率、失业

率、通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ꎬ再次成为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主导因素ꎬ其作用在国家纵
向经济演进过程中尤为突出ꎬ而实用主义曾一度式微的解释力也得以恢复ꎮ④ 需要指

出的是ꎬ欧盟的公众身处多元化的开放性社会ꎬ加贝尔等立足于得利者和失利者的二
元分析模型ꎬ并不能充分透视多元社会中不同人群的涉欧认知差异ꎬ这无疑为本文的
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ｈ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ｎ ＥＵ － 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４６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４６２－４７５ꎻ Ｓｙｌｖｉａ Ｋｒｉｔｚｉｎｇｅｒꎬ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４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２１９－ ２４１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ｈｒ￣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ｏｖｅｌｅｓｓꎬ “ Ｍａｃｒｏ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Ｖｏｌ.７２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０２９－１０４５.
②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Ｄｅｆｌｅ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ｄ Ｐａｍｐｅｌꎬ “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Ｐｏ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Ｖｏｌ.７５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１１９－１４３ꎻ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ｓｅ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２５６ꎻ Ｐｉｅｒｒ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ｉꎬ “ 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ꎬ ｐｐ.１９－２０ꎬ ６８－７６ꎻ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ａｂｅｌꎬ “ Ｐｕｂ￣
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ꎬ ｐｐ.３３３－３５４.
③ Ｄａｎｉｌｏ Ｄｉ Ｍａｕｒｏꎬ “ Ｉｓ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ａｌｙ’ ｓ Ｍａｓ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ｐｐ.１４３－１６４.
④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Ｅｒｋｅｌ ａｎｄ Ｔｏｍ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ꎬ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
ｓｉ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１５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ꎬ ｐｐ.１７７－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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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留下了必要的延展空间ꎮ

二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定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不难看出ꎬ公众的涉欧立场总体上区分为积极与消极两个类
别ꎮ 积极认知关涉的核心概念是政治支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ꎮ 伊斯顿( 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

将其划分为具体支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和总体支持(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两类ꎮ 前者是在特

定权力体系评价基础上形成的认知与态度ꎬ既包括该权力体系内的各层级官僚及具体
的机构ꎬ也包括相关政策、法规及其运行绩效ꎮ 具体支持是基于合法性输出( ｏｕｔ － 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范畴内的认知ꎬ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ꎬ主要对象为当权者

及其所属的组织机构ꎻ二是其形成的基础在于公众需抱有这样的信念ꎬ即受规约的权
力体系能够且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ꎻ三是随收益及满意度的变化而变化ꎬ当收益及满
意度降低或消失ꎬ具体支持也将削弱或消逝ꎮ
总体支持指涉的对象为特定制度体系所蕴含的价值目标而非具体的行为运作ꎬ更
多地立足于个人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情感依托ꎬ其特点如下:第一ꎬ较具体支持具有更

强的稳定性与持久性ꎮ 总体支持植根于对特定制度体系的信任和输入范畴内的合法
性认同( ｉｎ －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ꎮ 尽管不排除因重大变故引发的偶然性波动ꎬ但短期内一

般不会发生大的变化ꎮ 只有特定权力体系持久性的政治产出与运行绩效ꎬ才能促使其
发生改变ꎻ第二ꎬ较具体支持更具基础性ꎮ 总体支持虽然也关涉当局的权力体系ꎬ但其
实际支持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共同体ꎬ因此对政治共同体的存续发挥了更具
基础性的作用ꎻ第三ꎬ拥有与具体支持不同的来源ꎮ 一方面ꎬ总体支持形成于个体从童
年到成年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ꎻ另一方面ꎬ总体支持更多地立足于个体的直接经
验ꎮ①

消极认知取向关涉的核心概念是疑欧主义ꎮ 依据塔戈特( Ｐａｕｌ Ｔａｇｇａｒｔ) 的界定ꎬ

疑欧主义一方面体现为偶发性的受特定条件限定的反对一体化的态度ꎬ另一方面也包

括彻底的无条件反对一体化的观念ꎮ 以此为基础ꎬ塔戈特进一步将疑欧主义划分为刚
性( ｈａｒｄ) 和柔性( ｓｏｆｔ) 两个类别ꎮ 前者是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彻底拒斥ꎬ反对

本国加入或保留欧盟的成员身份ꎮ 在塔戈特看来ꎬ刚性疑欧主义既反对欧洲统一的观
念与思想ꎬ也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现有形式ꎬ根源在于欧盟治下的统一危及其固有的价

① 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ꎬ “ Ａ Ｒｅ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５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７５ꎬ ｐｐ.４３５－４３７.

８４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值观念体系ꎮ
柔性疑欧主义指有条件反对一体化的立场ꎬ具体体现为政策性疑欧和国家利益疑
欧两种形式ꎮ 政策性疑欧主义并不必然反对一体化的整体规划ꎬ指涉的对象集中于政
治和经济统一的具体措施与政策ꎬ怀疑与反对的程度因时因地发生变化ꎮ 国家利益疑
欧主义ꎬ以捍卫民族国家利益为由诠释其对欧盟的立场ꎬ更多地体现于政党的涉欧政
治主张ꎮ 与政策性疑欧相类似ꎬ它并不明确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制度规划ꎬ但为了博取
国内相应的政治支持ꎬ在基本认同欧洲一体化的同时ꎬ又强调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护
卫ꎮ①

科佩琦( Ｐｅｔｒ Ｋｏｐｅｃｋｙ) 等人在考察政党涉欧意识形态取向的过程中ꎬ将伊斯顿的

政治支持及塔戈特的疑欧主义分类说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ꎮ 科佩琦等人认为ꎬ欧
盟语境下的总体支持是指对联盟所蕴含的欧洲一体化基本观念( ｉｄｅａ) 的认同与支持ꎬ
具体支持是指对欧洲一体化基本实践的支持ꎬ亦即对欧盟现状及其发展的支持ꎮ 以此

为基础ꎬ科佩琦等将不同党派分为“ 亲欧者” ( Ｅｕｒｏｐｈｉｌｅｓ) 、“ 恐欧者” ( Ｅｕｒｏｐｈｏｂｅｓ) 、
“ 乐观主义者” (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ｓ) 和“ 悲观主义者” (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ｓ) 四个类别ꎮ “ 亲欧者” 对欧洲一
体化及其蕴含的价值理念持整体性支持的态度ꎬ“ 恐欧者” 则从根本上否定或反对欧

洲一体化ꎮ “ 乐观主义者” 更多地对欧盟权力体系ꎬ亦即对欧洲一体化的现行制度机

制与政策体系持乐观支持的立场ꎬ 而“ 悲观主义者” 则对欧盟及其具体运作持悲观否
定的立场ꎮ
科佩琦等人在对上述几个类别复合后进一步分解出“ 亲欧乐观派” ( Ｅｕｒｏｅｎｔｈｕｓｉ￣

ａｓｔｓ) 、“ 亲欧疑欧派” (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ｓ) 、“ 恐欧务实派” ( Ｅｕｒ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ｓ) 和“ 恐欧抵制派”

( Ｅｕｒｏｒｅｊｅｃｔｓ) 四个派别ꎮ “ 亲欧乐观派” 对欧洲一体化理念及欧盟权力体系均持乐观
肯定的立场ꎮ “ 亲欧疑欧派” 虽然认可欧洲一体化及其蕴含的价值指向ꎬ但对欧盟及

其现实运作持悲观批评的态度ꎮ “ 恐欧务实派” 虽然不认同欧洲一体化及其远景目

标ꎬ但认为欧盟的实际运行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ꎬ因此对欧盟政策运作持谨慎支持
的立场ꎮ “ 恐欧抵制派” 不仅从根本上抵制欧洲一体化ꎬ同时也反对欧盟的现行制度
机制与政策体系ꎮ②

① Ｐａｕｌ Ｔａｇｇａｒｔꎬ “ Ａ Ｔｏｕｃｈ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ꎬ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３６３－ ３８８ꎻ Ｐａｕｌ Ｔａｇｇ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ｌｅｋｓ Ｓｚｃｚｅｒｂｉａｋꎬ “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Ｔｈｅ Ｓｕｓｓｅ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Ｅ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４６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１－３９ꎻ Ｐａｕｌ Ｔａｇｇ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ｌｅｋｓ Ｓｚｃｚｅｒｂｉａｋꎬ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
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４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１－２７.
② Ｐｅｔｒ Ｋｏｐｅｃｋ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ｓ Ｍｕｄｄｅꎬ “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２９７－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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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政党涉欧政治取向的四大派别
亲欧者

恐欧者

乐观主义者

亲欧乐观派

恐欧务实派

悲观主义者

亲欧疑欧派

恐欧抵制派

资料来源: Ｐｅｔｒ Ｋｏｐｅｃｋ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ｓ Ｍｕｄｄｅꎬ “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ｐ.３０３ꎮ

克鲁威尔( Ａｎｄｒｅ Ｋｒｏｕｗｅｌ) 等人认为ꎬ科佩琦基于党派政治立场的四分模式ꎬ不足

以解释更具复杂性的公民个体的涉欧认知取向ꎬ因此在统一指涉对象及其不满程度的
基础上ꎬ提出了一个五类型分析框架ꎮ
第一ꎬ信任( ｔｒｕｓｔ) 认知取向ꎬ即对欧盟充分信任且遵守规约的“ 信欧者” ( Ｅｕｒｏｃｏｎ￣

ｆｉｄｅｎｔｓ) 持有的立场ꎮ “ 信欧者” 对欧盟的官僚、机构及理念充满信心ꎬ认同基于国家主

权融合及共同市场的统一规划ꎬ支持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ꎬ坚信即便缺乏持续的监督ꎬ

有关的制度也会朝着符合自身利益与预期的方向运行ꎮ “ 信欧者” 的立场较少受到外

部因素的影响ꎬ其认知系统因此相对封闭ꎬ且信任并不区分具体的对象ꎬ是在整个制度
体系评价基础上形成的认知与判断ꎮ

第二ꎬ政治怀疑主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ꎬ主要指在具体支持与总体支持间徘徊

的“ 疑欧者” (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ｓ) 持有的立场ꎮ 这一类人群虽然认同一体化的基本理念及统

一规划ꎬ但对欧盟的官僚及制度抱有高度警觉的态度ꎬ主张实施有效的监督ꎬ否则不会
达至满意的结果ꎮ “ 疑欧者” 的立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ꎬ其认知系统体现出高度的开
放性ꎬ极易受到实际政策产出的影响ꎮ

第三ꎬ政治不信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ꎬ亦即“ 不信欧” ( Ｅｕｒｏ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认知取向ꎮ 这

一类人群极具敏感性ꎬ对欧盟的总体立场较“ 疑欧者” 更加消极ꎮ 虽然并不完全否认
一体化的理念及制度规划ꎬ但其有限的认同需要以持续发展的事实为基础ꎬ尤其对欧
盟的官僚及权力体系抱有高度不信任的态度ꎮ “ 不信欧” 人群的认知体系仍具有较高

程度的开放性与反射性ꎬ其趋向消极的犹疑立场更多地指向了现行的权力体系ꎬ主张
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督ꎮ
第四ꎬ政治愤激主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ꎬ即对欧洲一体化抱有偏见的“ 愤欧者”

( Ｅｕｒｏｃｙｎｉｃｓ) 持有的立场ꎮ 这一类人群鄙视欧盟权力体系ꎬ同时也不完全相信一体化

的整体规划会有好的政治产出ꎮ “ 愤欧者” 虽然也不同程度地介入日常的政治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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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认知体系处于闭合状态ꎬ缺乏反应性及指向性ꎮ “ 愤欧者” 的立场并非建立在知

识、观察及论证的基础之上ꎬ根本上是失去信仰导致的“ 先定” 的消极认知取向ꎮ

第五ꎬ政治疏离主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ꎬ即“ 疏欧者” ( Ｅｕｒｏ －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ｄ) 和“ 拒欧

者” ( Ｅｕｒｏ －ｒｅｊｅｃｔｓ) 持有的立场ꎮ 这一类人群的反欧认知最为强烈ꎬ其消极观念体系处

于高度闭合的状态ꎬ完全丧失了反应性及指向性ꎮ “ 疏欧者” 和“ 拒欧者” 不仅拒斥欧
盟的理念、规划以及现实政治运作ꎬ同时采取了刻意疏离等消极抵制行动ꎮ①
表２

公众涉欧立场类型及其反应性
反应程度
信任

怀疑主义

监

目标

较低

高
认

较封闭

欧

盟

一
体
化

具
体
支
持

总
体
支
持

官
僚
制
度
机
制
共
同
体

不信任

道德

诚信

行为

能力

机构

回应与公平性

表现

产出与结果

一体化实践

扩大与深化

自由民主社会

欧盟民主

欧洲一体化

国家主权

欧洲规划

欧盟成员身份

＋

＋

＋

＋

＋

＋

开

＋－

封闭

－ －

－

－ －

非常低
度
封闭
－

－

－

－

－

－ －

－

＋

＋ －

－

＋

＋ －

＋

＋
标

程

－ －

－

非常高

放

－ －

－

目
低

低

－

＋ －

＋ －

价

疏离主义

平

较封闭

＋ －

＋ －

＋－

评

开放

＋ －

水

较高
知

＋

督

愤激主义

指

＋ －

＋ －
向

高

程

－

－

度
低

非常低

资料来源:Ａｎｄｒｅ Ｋｒｏｕｗｅｌ ａｎｄ Ｋｏｅｎ Ａｂｔｓꎬ “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ｄ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ｔｏ Ｈａｒｓｈ Ｅｕｒｏ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ꎬ ｐ.２６１ꎮ

科佩琦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政党涉欧政治取向ꎬ总体上更具明晰度ꎮ 但这一四分
模式并不能有效透视更具多样性的民众涉欧立场ꎬ尤其是价值相对中立的民众ꎮ 这一
类人群因信息不对称、缺乏兴趣以及欧盟体制结构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ꎬ在涉欧认知
① Ａｎｄｒｅ Ｋｒｏｕｗｅｌ ａｎｄ Ｋｏｅｎ Ａｂｔｓꎬ “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ｄ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ｔｏ Ｈａｒｓｈ Ｅｕｒｏ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４２ꎬ Ｎｏ.２－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２５２－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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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往往体现出取向相对模糊的中立立场ꎮ 依据“ 常规欧洲晴雨表”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ｕ￣

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的统计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间中立者的占比最高时可达总数的约 ４０％ꎬ最低时
也能达到总人口的 ３３％ꎮ① 另一方面ꎬ克鲁威尔等人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各类涉欧认知

的不同反应ꎬ以及与具体和总体支持的多样化关联程度ꎬ但其五类型说同样存在缺陷:
一是对积极涉欧认知的分类过于简化ꎬ难以客观反映此类人群内部存在的认知差异ꎻ
二是对消极涉欧认知予以过度区分ꎬ以至于在具体的分析中又不得不对疑欧与不信任
以及愤激与疏离主义进行合并处理ꎮ
笔者在综合上述两种分析路径的基础上ꎬ形成了一个新的五类型分析框架:中立
者、亲欧乐观者、亲欧疑欧者、恐欧务实者和恐欧抵制者ꎮ② 本文认为ꎬ中立者涉欧认
知的变化缺乏稳定性与规律性ꎮ 这一类人群的涉欧立场并非立足于总体支持而形成ꎬ
且对欧盟权力体系持有较高程度的警觉ꎬ其认知评价体系随之体现出较高的开放度ꎬ
受现实政治产出的影响程度比较明显ꎬ涉欧立场的不确定性因此最为显著ꎮ 其他几类
人群的涉欧认知取向ꎬ均不同程度地决定于总体支持ꎬ波动程度与方向因此较中立者
体现出更加明确的规律ꎮ 具体来看ꎬ亲欧乐观者与恐欧抵制者的立场最具稳定性ꎬ受
实际政治运作及产出的影响程度最低ꎮ 亲欧疑欧者及恐欧务实者的认知评价体系最
具开放性ꎬ其涉欧立场因此与具体支持存在高度的关联性( 见表 ３) ꎮ
表３

反
应
性

亲欧乐观

亲欧疑欧

中立者

恐欧务实

恐欧抵制

监督水平

低

高

较高

高

低

认知评价开放程度

低

高

较高

高

低

目标指向程度

低

高

较高

高

低

官僚

＋

＋－

－＋

－

( 具体支持)

组织机构

＋

＋－

－＋

－

一体化

共同体

( 总体支持)

欧洲规划

＋

＋－

－

－

欧盟
目标

公众涉欧认知分类及其反应

－＋
＋－

＋－
－＋

－＋
＋－

注:表由作者自制ꎬ＋表示积极ꎬ－表示消极ꎮ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ꎬ ６３－８６(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ｆｒｏｎｔｏｆ￣
ｆｉｃ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ｃｆｍ / Ｓｕｒｖｅｙ / ｉｎｄｅｘ＃ｐ ＝ １＆ｙｅａｒＦｒｏｍ ＝ １９７４＆ｙｅａｒＴｏ ＝ ２０１６＆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② 除中立者外ꎬ关于其他几类人群的涉欧认知ꎬ本文直接沿用了科佩琦的界定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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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ꎬ科佩琦与克鲁威尔等人的分析均未经过数据检验ꎮ 借此ꎬ本文将
使用“ 欧洲晴雨表” 及欧盟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证实或证伪上述推论ꎬ具体的研究假定
包括以下四点:(１) 总体支持与具体支持存在关联性ꎬ并且后者的持续作用会促动前
者的变化ꎻ(２) 欧盟权力体系的政策性溢出ꎬ对不同人群涉欧取向的影响程度存在差
异ꎮ 亲欧疑欧者及恐欧务实者受影响的程度最高ꎬ中立者次之ꎬ亲欧乐观者与恐欧抵
制者最低ꎻ(３) 宏观经济因素对各类人群的涉欧认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ꎮ 宏观经
济形势趋好ꎬＧＤＰ 增幅加剧ꎬ区域内贸易依赖度提高ꎬ以及通胀率、失业率及债务水平
降低ꎬ亲欧者的规模可能因此而扩大ꎬ恐欧者的人数可能会减少ꎬ反之亦然ꎻ( ４) 与其

他几类人群相比ꎬ中立者受总体支持约束的程度更低ꎬ但也会受到具体支持范畴内宏

观经济因素的影响ꎬ其对欧盟政策性溢出的反应因此缺乏相对明确的稳定性与规律
性ꎮ

三

数据与变量

本文主要参照社会取向的经济解释路径选取数据及设定研究变量ꎮ 有关公民个
体的涉欧认知数据ꎬ来源于每年两期的“ 常规欧洲晴雨表” ꎮ① 该类民意调查由欧盟委

员会主导ꎬ自 １９７４ 年开启以来每年进行两次ꎬ从未中断过ꎮ 欧盟现有的规模与体量主
要形成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实现的首轮东扩ꎬ考察的时间范围集中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ꎮ 其中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 ２００７ 年加入欧盟ꎬ克罗地亚于 ２０１３ 年入盟ꎮ 出于数据的完整
性与一致性考虑ꎬ本文的考察同时也涵盖了上述三国 ２００５ 年至入盟前的数据ꎮ

分析模型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以成员国为单位的年度数据ꎬ选自欧洲统计局ꎮ 数据

模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指标与个体层次的民意调查数据
进行匹配ꎮ 意大利学者尼克利(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Ｎｉｃｏｌｉ) 在研究极端反欧政党崛起与宏观经

济关联性的过程中ꎬ将选票及个体问卷数据集合为百分比ꎬ实现了与国家层面 ＧＤＰ 及

失业率等数据的匹配ꎮ② 本文据此使用以成员国为单位合成后的百分比数据ꎬ即某一
类人群占某年某国总人口的比重ꎬ具体的百分比数据来源于欧委会依据“ 常规欧洲晴
雨表” 的总样本数形成的年度数据报告ꎮ 本文关涉的实际样本总量为 ３３６ꎬ即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年间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的年度数据ꎬ单位为百分比( ％) ꎬ具体的变量包括以

① “常规欧洲晴雨表” 不同年份的实际样本数会有一定的变化ꎬ但每个成员国每年的平均样本量约为 ９９０ꎬ
欧盟 ２８ 国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涉及的基础样本总数约为 ３３００００ꎮ
②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Ｎｉｃｏｌｉꎬ “ Ｈａｒｄ－ｌｉｎｅ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０８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５５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３１２－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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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个类别:
( 一) 因变量

本文分析的因变量为欧盟成员国内对联盟持认同或不认同立场的人数占总人口

的比例ꎬ数据来源于“ 常规欧洲晴雨表” 中的问题:“ 总体来看ꎬ欧盟给你的印象是非常
积极、比较积极、中性的、比较消极、非常消极?” 以该问题为基础设定因变量的依据
是:第一ꎬ这一问题与伊斯顿的总体支持理论更具贴切度ꎻ第二ꎬ该问题是“ 常规欧洲
晴雨表” 中最具稳定性与连续性的问题之一ꎬ自 １９９９ 年首次纳入问卷以来从未中断
过ꎻ第三ꎬ这一问题是“ 常规欧洲晴雨表” 中对不同人群切分类别最多的问题ꎬ且与本

文前述的五类型分析框架高度吻合ꎮ
在具体操作上ꎬ本文将按照答案所代表的认同与不认同欧盟的程度ꎬ将因变量进
一步切分为完全认同、比较认同、中立、比较不认同和完全不认同五类人群占某一成员
国总人口的比例ꎮ 另一方面ꎬ将一年两期的调查问卷的结果取平均数处理ꎬ用来代表
某年某成员国内认同或不认同欧盟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ꎬ以避免一次问卷中出现极
端值的情况ꎬ同时也可与自变量的年度数据进行匹配ꎮ①
( 二) 自变量

数据模型的自变量为欧盟 ２８ 国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的宏观经济指标ꎮ 前述艾肯伯格等

人在宏观经济范畴内选取的自变量包括 ＧＤＰ、贸易依赖度、失业率、通胀率、共同体预

算返还、成员国财政盈余ꎬ同时也将国际安全、国内选举、政府执政时限和腐败问题等

政治因素纳入考察范畴ꎮ②尽管政治因素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众的立场ꎬ但欧盟
的统一绩效集中体现于经济与金融领域ꎬ联盟在冲突管控、国内大选、成员国的腐败治
理等领域并无实际的行动权能ꎬ且民众可直接感知的问题更多地局限于欧盟在低政治
领域的政策输出ꎬ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因此未包括国际及国内层面政治范畴内可能具有
些许作用的影响因素ꎮ
回顾欧盟的多轮调整与变革历程不难发现ꎬ共同财政摊款与返还不均等问题已经
有了显著的改善ꎮ 随着欧元区的建构与扩大ꎬ欧盟政策性输出的重点更多地集中于财
政与金融秩序的稳定ꎬ核心指导原则是马约及« 稳定与增长公约» 所规定的四大趋同
标准ꎬ即年度财政赤字、政府债务水平、通货膨胀率和长期名义年利率ꎮ 这四大趋同标
① 每期问卷中ꎬ有约 ２％的受访者回答“ 不知道” ꎬ本文对此作了删除处理ꎮ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ｉｃｈ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Ｄａｌｔｏ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ｐｐ.５０７－５３４ꎻ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Ｅｒｋｅｌ ａｎｄ Ｔｏｍ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ꎬ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ｃ￣
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１５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ꎬ ｐｐ.１７７－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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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也是衡量欧盟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不可或缺的指标ꎬ理应成为本文自变量的核心构成
部分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具有显著的相关性ꎮ 成员国政府可通过增加
税收等填补预算亏空ꎬ也可能通过发行债券等举债途径缓解赤字压力ꎮ 自欧债危机爆
发以来ꎬ后者显然成为多数成员国的无奈之举ꎮ 与此相类似ꎬ通胀率与年利率之间也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ꎮ 出于排除共线性因素干扰的考虑ꎬ数据模型的核心自变量并未涵
盖上述四个宏观经济指标ꎮ 而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发酵ꎬ公众对于债务水平及通胀率
的感知与关注度相对更高ꎬ因此ꎬ本文选择债务及通胀率作为核心自变量ꎬ以取代前述
学者选用的预算返还及财政盈余等影响因素ꎮ 分析模型的具体核心自变量包括:ＧＤＰ
(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失业率、贸易依赖度 ( 成员国欧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

重) 、通胀率( 消费者物价 [ ＨＩＣＰ ] 年度增长指数) 和债务水平 ( 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 比

重) ꎮ

选取以上自变量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各国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程度与各成员国宏观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水平ꎮ 如前所述ꎬ欧盟的一体化成效更多地体现在低政治领域ꎮ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联盟的政策已经深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领域ꎬ成员国内超过

８０％ 的规范商品、服务及资本的政策法规均由欧盟制定ꎮ① 随着经货联盟的建构与运
行ꎬ多数成员国的货币管控及规制金融市场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已为欧洲央行取代ꎬ财

政政策工具也受到了紧缩标准及« 稳定与增长公约» 的制约ꎮ 联盟的实际政策溢出不
仅成为影响成员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核心变量ꎬ同时也直接波及民众的生活ꎮ
( 三) 控制变量

毋庸置疑ꎬ上述自变量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原因ꎮ 前述英格尔哈特及加贝尔等人认
为ꎬ青年群体及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优厚的人群ꎬ整体上对一体化持有更为
积极的立场ꎮ 为排除以上因素的干扰ꎬ本文将年龄因素及从业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了考察范畴ꎮ 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年龄( ２０ － ３９ 岁人群占成员国总人

口的比重) ꎻ职业( 经理人、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行政服务人员占成员国 １５ － ６４ 岁具
备从业能力人口的比重) ꎮ

分析模型的公式为: ｙ ｉｔ ＝ λ ｉ ＋

Ｋ

β ｋ ｘ ｋｉｔ
∑
ｋ＝８

＋ ｕ ｉｔ ꎮ 其中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Ｎꎬ表示 Ｎ 个个

体ꎻｔ ＝ １ꎬ２ꎬꎬＴꎬ表示 Ｔ 个时间点ꎮ ｙ ｉｔ 是因变量对个体 ｉ 在 ｔ 时的观测值ꎻ ｘ ｋｉｔ 是第 ｋ
个自变量对于个体 ｉ 在 ｔ 时的观测值ꎻβｋ 是待估计的系数ꎻ ｕ 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ꎮ
①

Ｓｉｍｏｎ Ｈｉｘ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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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的回归分析

本文聚焦的问题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公众对欧盟总体支持的变化趋势及其促动因

素ꎮ 根据“ 常规欧洲晴雨表” 第 ６３ － ８６ 期中的数据ꎬ这一时期公众涉欧立场的变化受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大体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欧债危机爆发

之前ꎬ持比较认同及中立态度的人群占总人口的 ７０％以上ꎬ且各类人群的占比相对较

为稳定ꎻ第二个阶段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欧债危机重度发酵期ꎬ比较认同者的占比大幅减
少ꎬ秉持比较不认同立场的人数急剧上升ꎬ中立者的占比同时也有一定的增长ꎻ第三个

阶段为 ２０１４ 年以来欧债危机趋缓的时期ꎬ持比较认同立场的人群数量回升ꎬ比较不认

同者的人数同时减少ꎬ但 ２０１６ 年各类人群的比重又体现出向第二阶段回归的趋势( 见
图 １) ꎮ 由此可见ꎬ欧债危机及其导致的经济后果对公众立场具有显著影响ꎮ
图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认同与不认同欧盟的人口占比( ％)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ꎬ６３－８６(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将欧盟 ２８ 国的 ＧＤＰ、贸易依赖度、通胀率、失业率和债务水平等宏

观经济指标作为面板数据加以分析ꎬ以便深入考查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人群涉欧立场的
差异化影响ꎮ 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不同ꎬ面板数据是由横截面数据集中的每个数
据的时间序列组成的数据ꎬ具有空间和时间双重特性ꎮ① 针对面板数据ꎬ学界一般倾向

于选择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ꎬ本文以 ＥＶｉｅｗｓ９.０ 为分析工具ꎬ获得以下五组数据模型(见表 ４)ꎮ

①

参见漆海霞、周建仁:“军售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布局”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４５－１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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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

３７.４１６

０.０００

４３.９１６

０.８１３

０.８３２

４８.２８７ ∗∗∗

０.３８５ ∗∗∗

－０.６４２ ∗∗∗

０.０５７ ∗∗∗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０ ∗∗∗

中立

模型三

３９.０００

０.７９４

０.８１５

－３３.１３５ ∗∗

０.４３１ ∗∗∗

０.８５５ ∗∗∗

－０.１５０ ∗∗∗

－０.４９９

∗∗∗

－０.３４８ ∗∗∗

０.５５５ ∗∗∗

０.０８３

注:表由作者自制ꎬ其中 ∗∗∗、∗∗、∗ 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ꎮ

０.０００

４０.９４２

０.０００

４２.８４２

０.８００

０.８１９

１４.２２９ ∗

－０.１７８ ∗∗∗

－０.４５３

∗∗∗

－０.３７８ ∗∗∗

０.５３９ ∗∗∗

－０.０２０

比较认同

模型二

０.０００

５５.７７０

０.０００

５３.３５０

０.８３３

０.８４９

２６.２２６ ∗∗∗

０.１３８ ∗∗∗

０.２２２
∗∗∗

０.１６１ ∗∗

－０.３２０ ∗∗∗

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０

５５.９８４

０.０００

５４.２２３

０.８４４

０.８６０

７０.１３６ ∗∗∗

－０.４７１ ∗∗∗

－０.６５５ ∗∗∗

０.１２６ ∗∗∗

０.２２８
∗∗∗

０.１８２ ∗∗

－０.３４８ ∗∗∗

－０.０８１

比较不认同

模型四

０.０９０

９.５１０

０.０００

３１.５２７

０.７４５

０.７６９

８.０２７ ∗∗∗

０.０５３ ∗∗∗

０.０６６

∗∗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０ ∗∗∗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６２.４７９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７８

０.７５６

０.７８０

２１.３０１ ∗∗∗

－０.２９３ ∗∗∗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９ ∗∗∗

０.０７３ ∗∗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３ ∗∗∗

－０.０５３ ∗∗∗

完全不认同

模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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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曼检验 Ｐ 值

０.０００

６１.１１５

０.０００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Ｆ 检验 Ｐ 值

３４.７４７

３５.７１５

Ｆ 检验统计量

０.７９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Ｒ２

０.２５８

－０.１９０ ∗∗∗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９ ∗∗∗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２５１ ∗∗∗

－６.５０４ ∗∗

０.７９０

－０.０９８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２７１ ∗∗∗

０.０２２

常数项

职业

年龄

债务水平

失业率

通胀率

贸易依赖度

０.０３５

完全认同

自变量

ＧＤＰ

模型一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欧盟成员国公众涉欧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因变量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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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模型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两种影响形式ꎬ即固定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变截距模型和随机效应(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变截距模型ꎮ 选择哪种影响形式建模由

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决定ꎮ 豪斯曼检验的 ｐ 值是拒绝原假设的概率ꎬｐ 值非常小就

可以拒绝原假设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ꎮ 表 ４ 中豪斯曼检验的 ｐ 值表明ꎬ五组模型的检
验结果均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ꎬ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建模ꎮ Ｒ ２ 检

验了模型中因变量变化的程度可以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ꎬ取值范围为 ０ － １ 区间ꎬ比例

越大说明自变量越多ꎬ也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化ꎮ 然而ꎬＲ ２ 的值往往会随自变量数量的

增加而上升ꎬ为免除这一因素的干扰ꎬ选用调整后的 Ｒ ２ 以便更精准地测度拟合效果ꎮ

Ｆ 检验是对回归方程显著性的检验ꎬ其值越接近于 ０ꎬ说明回归方程的显著度越高ꎮ①
如表 ４ 所示ꎬ五组模型中因变量的变化程度在很大比例上被自变量解释ꎬ说明自变量
对因变量确实存在显著影响ꎬ且五组模型整体的解释能力较强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上述每一组模型实际上包含两个模型ꎬ前者是剔除控制变量后的
数据模型ꎬ后者为包含了年龄及职业两个控制变量的模型ꎮ 如表 ４ 所示ꎬ年龄及职业

因素的确对公众的涉欧认知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ꎬ对其控制后的数据结果显然更能精
准地反映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效度ꎮ 因此ꎬ下文的回归分析将聚焦于包含控制变量的
数据模型ꎮ
具体来看ꎬ模型一和模型三中贸易依赖度及债务水平两项指标显著ꎬ模型二中除
ＧＤＰ 外其他指标均显著ꎬ模型四中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全部显著ꎬ模型五中除通胀率外

其他均显著ꎮ 前述的第一个研究假定是具体支持领域的宏观经济指标ꎬ对总体支持范

畴内的公众涉欧立场具有影响力ꎮ 如表 ４ 所示ꎬ具体支持范畴内的宏观经济因素ꎬ的

确对总体支持领域的公众涉欧认知取向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效力ꎬ且在比较认同、

比较不认同和完全不认同者人群中影响更广泛ꎮ 但是ꎬ表 ４ 的结果同时也表明ꎬ除贸

易依赖度及债务水平外ꎬ其他因素并未对所有人群的涉欧认知都产生影响ꎮ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定是具体支持范畴内的宏观经济因素ꎬ亦即欧盟的政策性溢
出ꎬ对不同人群的涉欧认知的影响水平有差别ꎬ其中受影响程度最高的是比较认同者
和比较不认同者两类人群ꎮ 如表 ４ 所示ꎬ五个模型中自变量的显著性及其差异化的系

数ꎬ基本证实了这一推论ꎮ ＧＤＰ 仅在模型四和模型五中显著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０.０８１

和 － ０.０５３ꎬ说明 ＧＤＰ 增长率提高ꎬ持消极涉欧立场的人数将减少ꎬ其中比较不认同者
减少的幅度将超过完全不认同者ꎮ 贸易依赖度在五个模型中均显著ꎬ总体上与积极认

① 参见漆海霞:“ 中国与大国关系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对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 年数据的统计分析” ꎬ«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第 ６１－７８ 页ꎻ张晓峒:« ＥＶｉｅｗｓ 使用指南与案例» ( 数量经济学应用系列) 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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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群成正相关ꎬ与中立者及消极认同群体成负相关ꎬ其中贸易依赖度提高增幅最多
的可能是比较认同者ꎬ减少幅度最大的将是比较不认同者ꎬ中立者次之ꎮ
通胀率仅在模型二和模型四中显著ꎬ与比较认同者成负相关ꎬ与比较不认同者成
正相关ꎬ表明通胀率上升可能导致比较认同者数量的减少ꎬ比较不认同者人数可能增
加ꎮ 失业率 在 模 型 二、 模 型 四 和 模 型 五 中 显 著ꎬ 影 响 系 数 分 别 为 － ０. ４９９、 ０. ２２８ 和

０ ０７３ꎬ表明失业率上升可能导致比较认同者数量减少ꎬ消极认同人群的规模可能会随
之扩大ꎬ其中比较不认同者的增幅将超过完全不认同者ꎮ 债务水平在五个模型中均显
著ꎬ与完全认同者和比较认同者成负相关ꎬ与中立者、比较不认同者及完全不认同者成
正相关ꎬ说明债务水平提高可能导致积极认同人群规模的缩减ꎬ中立者及消极认同人
群数量将增加ꎬ其中缩减和增加幅度最大的可能是比较认同者和比较不认同者两类人
群ꎮ
前述的第三个假定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各类人群涉欧认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ꎮ
经济趋好ꎬ亲欧者人数可能随之增加ꎬ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可能导致恐欧者规模的扩大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贸易依赖度的上升以及债务水平、通胀率及失业率的下降ꎬ总体上将促
动亲欧者规模的扩大以及恐欧者阵营的缩减ꎬ反之亦然ꎮ 但是ꎬＧＤＰ 的作用效度并未
完全证实上述假定ꎮ 如表 ４ 所示ꎬＧＤＰ 仅在模型四和模型五中显著ꎬ说明 ＧＤＰ 上升可

能导致比较不认同者和完全不认同者人数的减少ꎬ反之亦然ꎬ但其他三类人群对此的
感应性并不显著ꎮ 中立者与积极认同者何以对 ＧＤＰ 缺乏反应ꎬ显然是一个很难有确
切答案的问题ꎮ 仅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的情况分析ꎬ几乎所有成员国的 ＧＤＰ 均长期
处于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状态ꎬ因此成为恐欧者疑欧认知的主要依据之一ꎮ 负债率等
其他方面的情况则有所不同ꎬ不同成员国的实际境况差距显著、各不相同ꎬ中立者与积
极认同者可能因此将关注重点转向了债务水平等其他更具直接感知度与差异显著的
问题ꎮ
本文的第四个假定是中立者的涉欧认知较少受到总体支持的约束ꎬ但会受到具体
支持范畴内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ꎬ其涉欧认知变化因此缺乏相对明确的规律性与稳定
性ꎮ 由表 ４ 可见ꎬ数据结果既没有完全证实也没有完全证伪这一研究假定ꎮ 模型三中
贸易依赖度与债务水平两项指标显著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０.２３０ 和 ０.０５７ꎮ 从受影响的
程度来分析ꎬ因贸易依赖度上升而减少的中立者人数ꎬ将少于比较不认同者ꎬ但会超过
完全不认同者群体ꎮ 但是ꎬ随债务水平提高增加的中立者人数ꎬ不仅少于比较不认同
者ꎬ同时也少于完全不认同者人群ꎮ 由此可见ꎬ中立者的变化的确缺乏相对明确的规
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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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从受影响的方向来看ꎬ中立者的变化并非完全没有规律ꎮ 贸易依赖度
与中立者和消极认同人群成负相关ꎬ表明贸易依赖度上升ꎬ中立者、比较不认同者及完
全不认同者的规模都将缩减ꎮ 债务水平与中立者及消极认同人群成正相关ꎬ说明债务
水平提高ꎬ中立者及消极认同者的数量都可能随之增加ꎮ 由此不难看出ꎬ部分宏观经
济因素对中立者的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与消极认同人群是一致的ꎬ中立者的涉欧认知
变化因此又体现出一定的规律ꎮ

五

结论与讨论

德国学者沙夫( Ｆｒｉｔｚ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 将公权力奠基的合法性区分为输入和输出取向

两个类别ꎮ 输入型合法性指涉政治共同体的权力构成基础ꎬ主要体现在法规形成过程
中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水准及对公权力的掌控程度ꎬ亦即公权力的决策应直接体现公民
个体的诉求ꎮ 沙夫认为ꎬ合法性的输入取决于两大先决条件ꎬ即隶属某一政治实体的
人民以及高度的集体身份认同ꎮ 输出型合法性关涉的主要是公权力的运行效率ꎬ即问
题处置能力和服务公众的水平ꎬ具体包括三大宗旨:阻止公权力的滥用ꎻ提高共同体成
员的整体福祉以及促进经济繁荣ꎮ①
显而易见ꎬ解构联盟的国家主权主义路径以及增进联盟制度建构的联邦制欧洲道
路ꎬ都试图从合法性输入的范畴一劳永逸地解决欧盟长期面临的各种危机ꎮ 但沙夫及
马约内(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 等学者却认为ꎬ欧盟本质上是由主权国家基于契约形成
的后现代联盟ꎬ缺乏类似于民族国家奠基的“ 人民” 以及深厚的集体身份认同基础ꎬ因
此极力主张在合法性输出的范畴内探寻有效且可行的危机化解路径ꎮ②
本文前述的数据回归结果不仅证实了马约内等人的论断ꎬ同时也表明ꎬ宏观经济
运行状况对合法性输入范畴内的公众涉欧认知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力ꎮ 借此ꎬ促进一体
化的经济绩效ꎬ依然不失为平抑民粹主义反欧浪潮的有效途径ꎮ 具体而论ꎬ欧盟未来
在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性输出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有效避免国家主权主义与联邦主义者的过度干扰ꎮ 依据本文
的前述考察ꎬ欧盟各成员国内虽然均存在一定数量的完全亲欧和完全恐欧人群ꎬ但这
两个群体显然不应成为联盟决策的重点关照对象ꎮ 一是解构国家或联盟的二元对立
路径ꎬ极可能导致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或欧盟的解体ꎻ二是这两个群体的立场并非公
① Ｆｒｉｔｚ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ꎬ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７－１３.
②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ＥＵ ａｔ Ｆｉｆ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７５－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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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涉欧认知的主流ꎬ两者分别占总人口的比重最低时仅有约 ３％ꎬ最高时也不及 １０％

(见图 １) ꎻ三是这两类人群受总体支持的约束程度相对最高ꎬ对联盟政策性溢出的感
应总体上低于其他人群ꎮ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在比较认同与比较不认同者之间寻找相对均衡的政策着力界
面ꎮ 如图 ２ 及表 ４ 所示ꎬ这两类人群的比重不同年份虽有一定的变化ꎬ但总体上长期
居于主流地位ꎬ两者合计约占欧盟总人口的 ５０％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这两个群体对联盟
政策的感知度最高ꎬ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点着力对象ꎮ

有必要指出的是ꎬ欧盟在这一方面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ꎮ 欧委会长期开展涉欧
民意调查的主旨在于解决多数派关切的问题ꎮ 然而ꎬ欧委会依据原始民调数据形成的
决策咨询报告ꎬ将实际存在的五类人群合并为积极、中立、消极三个群体ꎮ 这样的统计
路径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将主权主义与联邦主义者这两类少数派的主张混入了相对
亲欧与相对反欧这两大主流群体ꎬ从而降低了联盟决策应有的针对性ꎻ二是三类型统
计方式可能导致决策者的误读ꎮ 相对亲欧者虽然长期占比相对较高ꎬ但规模最大的实
际上是中立派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ꎬ比较认同者年均占总人口的比重是 ３５.０９％ꎬ中立者为

３７.６％ꎬ但完全认同与比较认同者合并后却增至 ４１.１２％ ( 见图 ２) ꎬ超过中立派成为规
模最大的群体ꎮ 马约内曾批评欧委会等通过“ 偷窃” 的方式ꎬ推动一体化实现了超越
民众认可的超前发展ꎮ 仅从数据的角度来看ꎬ“ 偷窃式一体化”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ｅａｌｔｈ)
并非完全没有民众的认同基础ꎬ①但其客观性显然存在一定的扭曲ꎮ
图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五类与三类人群统计年均占比( ％)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ꎬ６３－８６(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ꎮ

①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ＥＵ ａｔ Ｆｉｆｔｙꎬ ｐ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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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对中立者群体的政策投向ꎮ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ꎬ
中立者成为规模最大的群体ꎬ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３８％左右( 见图 ２) ꎮ 另一
方面ꎬ中立者对联盟的政策性输出并非完全没有感应ꎮ 如果以前述的回归结果为起点
进行纯粹的理论推论不难发现ꎬ欧盟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亲欧与恐欧派之间的博弈ꎬ中
立者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ꎮ
如图 ３ 所示ꎬ随贸易依赖度及债务水平变化而可能流转的中立者ꎬ对亲欧与恐欧

者之间的博弈产生了相对明确的非均衡性影响ꎮ 贸易依赖度的提高及债务水平的下
降ꎬ可能促使中立者倒向亲欧派ꎬ因此对两者间的博弈产生了直接影响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贸易依赖度下降及债务水平上升产生的影响却相对较为间接ꎬ由此而缩减的亲欧
者可能倒向恐欧派ꎬ也可能加入中立者阵营ꎮ 在此条件下ꎬ中立者尽管没有直接介入
亲欧与恐欧者之间的对垒ꎬ但其数量的增减客观上导致了亲欧与恐欧派规模的相对缩
减与扩张ꎬ因此对两者间的博弈产生了间接影响( 见图 ３) ꎮ
图３

贸易依赖度与债务水平作用下的中立者流转方向示意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ꎬ图中有虚线标示的一侧是否存在流转及具体的流变方向均不明确ꎮ

上述关于中立者流变方向的逻辑推论ꎬ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检验予以证实或证
伪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ꎬ即中立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保持中立立场ꎮ 因此ꎬ比
较认同者、中立者及比较不认同者显然是欧盟未来政策性输出的主要关切对象ꎬ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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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着力重点在于妥善处置以下两大所有人群均具明确感应的问题:如何进一步促进统
一大市场的融通性与流转效能ꎬ以增进成员国经济的区域内贸易依赖度? 如何大幅缩
减公共债务规模ꎬ以提振公众对欧盟统一事业的信任与信心?
从相对长周期的角度来考察ꎬ欧洲一体化总体上经历了由精英政治趋向于大众民
主政治转变的过程ꎬ主要的节点是 １９７９ 年欧洲议会直选的实现ꎮ 随着« 申根协定» 的

欧盟化及经货联盟的建立与运营ꎬ一体化的实际承载也基本实现了由后物质主义趋向
于物质主义的转变ꎮ 联盟的政策性输出不仅成为左右成员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导性
变量ꎬ同时也成为影响公众生活与工作的重要因素ꎮ 与此相适应ꎬ公众对联盟的关切
程度也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冷漠到密切关注的演变过程ꎮ 就本文考察的时段及数据结
果而言ꎬ宏观经济趋好ꎬ包括中立者在内的多数公众对欧盟总体上抱有认同与支持的
立场ꎬ逆转主要发生在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段ꎮ 从这一意义来看ꎬ欧盟的未来虽然仍
离不开精英的贡献ꎬ但根本上取决于绝大多数公众的认同与支持ꎮ 只要联盟的政策性
输出更加贴近多数公众的需求ꎬ英国脱欧及民粹主义反欧政党的崛起就不会对欧盟构
成解体的威胁ꎮ
(作者简介:贾文华ꎬ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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