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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
余南平

内容提要:本文以全球化理论认识和反全球化思潮为研究视角ꎬ对全球经济、社会、
政治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和政治思潮进行了动力、机制、认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ꎮ
文章认为ꎬ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的转折点ꎬ经济全球化产生的“ 全球化红利” 支付难题ꎬ已
经导致民族国家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ꎻ而社会底层运动的呼声ꎬ得到了西方部分
政治代表人物的响应并推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念转换ꎬ这些都是影响反全球化的重要
因素ꎮ 传统西方左右翼政党的主流政治无法全面应对极右翼跨界联合的新挑战ꎬ从而在
更深的文明层面引发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对抗ꎬ而这种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扩散正
在主导本轮反全球化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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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何去何从” ? 这是现阶段我们从各类媒体、学术文章和学术研讨会主题

中看到的最热门、最具不确定性和最难以回答的一个方向性命题ꎮ 尽管这个命题似乎
有一个简单的主流答案ꎬ即全球化不会倒退ꎮ 但从逻辑与学理角度来看ꎬ这个“ 不会
倒退” 的轻松回答ꎬ并没有指出和全面解释当下反全球化思潮与行动所对应的基本问
题ꎬ也没有对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社会动力基础给予必要的合理解释ꎬ当然也就遑论
对未来方向的全面把握ꎮ 而在讨论反全球化现象的时候ꎬ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
全球化的定义与概念ꎮ
全球化(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ꎬ最早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

莱维特(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ｅｖｉｔｔ) 提出ꎮ 他在 １９８３ 年« 哈佛商业评论» 发表的文章“ 全球化的市
场” 中提出:全球化一词被用以描述商品、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全球投资、生产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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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扩散状况ꎮ① 作为商学院教授ꎬ莱维特显然早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全世界范围内
市场经济活动的“ 全球化” 现象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英国社会学学者马丁阿尔布劳

(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ｌｂｒｏｗ) 提出新的全球化认识维度ꎬ他认为“ 全球化是指世界上所有居民被整
合进一个单一社会的过程” ꎮ② 在阿尔布劳看来ꎬ如果要想在全球社会中共处ꎬ那么全

球居民之间即使不能完全认同ꎬ但至少也应相互包容ꎬ有一套得到大家默许的社会规
范ꎮ 因此ꎬ他对全球社会共同规范有极大的期盼ꎮ
目前比较公认的对全球化比较规范的定义ꎬ是由著名全球化学者大卫 赫尔德
等人在« 全球大转型 : 政治、经济与文化» 一书中所界定的:“ 全球化是指社会关系与
交易的空间组织的转变产生的跨大洲或跨地区的流动ꎬ可以从广度、密度、速度、影响
等多种维度来衡量ꎮ” 同样ꎬ在该书中ꎬ赫尔德这样解释道:“ 全球化一定是作用在一个
地方、国家ꎬ或者地区的连续体上ꎮ 一方面ꎬ这个连续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是基于地
方或国家的ꎬ而另一方面ꎬ这种关系网络也在更宽广的层面上为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所
塑造ꎮ” ③很显然ꎬ在赫尔德的眼中ꎬ全球化是网络关系ꎬ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双
重互动塑造的ꎮ
因此ꎬ简单回顾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进程和学术认识ꎬ我们可以认为ꎬ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这一轮迅猛的全球化ꎬ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动因ꎬ特别是国际政治结构和
地缘政治变迁的原因ꎬ如苏东剧变、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发展中国家共同拥抱全
球市场等等ꎬ但从更全面的动力和机制角度看ꎬ正如赫尔德等人早就判断的那样ꎬ除了国
家层面针对全球化的政治互动和合力推动外ꎬ还有经济与社会层面全球化的深层次嵌
入ꎮ 而这种分层次、网络型的深层次嵌入ꎬ在很大程度上恰与全球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
球资本流动和新技术扩散高度关联ꎮ 因此ꎬ当我们讨论今天反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时ꎬ
就必须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次切入ꎬ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再思考ꎮ

一

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

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动力ꎬ来自全球经济大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
定ꎬ还包括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单一货币创造( 欧元) 等ꎮ 这些国家间的互动在过去
几十年间为积极推动全球化创造了制度空间ꎬ而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与构
①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ｅｖｉｔｔꎬ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ｓ” 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Ｉｓｓｕｅ Ｍａｙꎬ １９８３.
②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ｌｂｒｏｗ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４０.
③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ｅｔ ａ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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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ꎬ既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ꎬ也是经济全球化能够落地的助推器ꎮ 因此ꎬ研究经济层面
的反全球化ꎬ就需要从全球产业链结构、宏观经济理论认识和国家政策行动等几个层
面分别进行观察ꎮ
( 一) 经济层面全球化的事实与问题

如何识别经济层面的全球化? 是从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长ꎬ还是从跨国投资总量的
持续增加来判断? 要认定过去 ２０ 年间全球化加速的事实ꎬ其实并不困难ꎮ 许多研究

一体化效应和区域多边贸易框架的文献表明ꎬ经济层面的全球化ꎬ加速了全球资本流
动并刺激了贸易的增长ꎮ 但如果我们选择产业集中度视角分析全球化的实质效果ꎬ可
能会发现更有说服力的事实ꎮ
首先ꎬ我们来看产业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全球化ꎮ 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ꎬ主要包括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 － 俄林的要素
禀赋理论(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 Ｏｈｌｉｎ ｍｏｄｅｌ) ꎬ还有日本独创的 “ 雁行发展理论” ꎬ哈佛大学雷
蒙佛农(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ｅｒｎｏｎ) 的“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ꎬ以及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产
业经济学所公认的“ 全球价值链理论” ꎮ 人们从产业视角观察到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跨
越了几百年ꎮ 但以国际学术界目前最为关注并在不断深入研究的“ 全球价值链理论”

而言ꎬ根据美国杜克大学格里芬( Ｇｅｒｅｆｉｉ) 等人自 １９９５ 年开始的持续研究ꎬ全球价值链
( ＧＶＣ) 可以被简单定义为“ 跨全球边界与地理空间的ꎬ从概念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与服
务的全过程链接” ꎮ 在分类上ꎬ格里芬综合他人研究ꎬ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为
五种ꎬ按照协调和力量不均衡程度ꎬ由低至高分别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
等级型ꎮ①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中ꎬ格里芬等人始终采用的是“ 领
导型公司” ( Ｌｅａｄ Ｆｉｒｍ) 和“ 整合性公司”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ｉｒｍ) 这两个概念ꎬ它所对应的含

义是ꎬ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构建和形成中ꎬ跨国公司作为主角ꎬ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
动力量ꎬ同时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ꎮ② 另外ꎬ来自欧盟的研究结论显示ꎬ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的十年间ꎬ就全球经济体角度而言ꎬ美国出口中国外创造的增加值从 １０.６％上

升到 １４.９％ꎬ欧元区从 １６.４％增至 ２１.２％ꎬ中国从 １７.３％增至 ２１.８％ꎬ日本则从 ８.５％增
至 １７％ꎻ就欧元区内部而言ꎬ２０１１ 年德国通过欧元区内出口贸易获得了 ２８.８％的增加
值ꎬ法国仅有 １４.８％ꎬ而意大利则为 １２.２％ꎬ欧元区内贸易以德国对所有国家全顺差形
式和对欧盟全顺差形式体现ꎮ 而在制造业方面ꎬ以 １９９５ 年的资本、高技术劳动力、中
①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ꎬ 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ꎬ “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５－１１.
② 相关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ｇｇｃ.ｄｕｋｅ.ｅｄｕ / ｐｄｆｓ / ２０１１－ ０５ － ３１＿ＧＶ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ｐｒｉｍｅｒ. 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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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所占增加值构成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ꎬ１９９５ 年全球制造业增

加值是 ６５８６０ 亿美元ꎬ２００８ 年是 ８６８４０ 亿美元ꎬ总额在十三年间提高了 ２.１ 万亿美元ꎬ
但从增加值构成来看ꎬ在十三年的全球化过程中ꎬ资本增加值提高了 ６.５％ꎬ高技术劳

动力提高了 １.５％ꎬ中等技术劳动力下降了 ４.２％ꎬ低技术劳动力下降了 ３.８％ꎮ① 因此ꎬ
如果以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上述客观数据进行全方位分析的话ꎬ可以清楚地看到:( １)

发达国家出口中国外创造的价值明显增加ꎬ意味着全球化中留存本国的增加值在下
降ꎬ对应的也是本土就业的减少ꎻ(２) 在欧元区和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中ꎬ在双边贸易框
架内ꎬ德国作为较多全球“ 领导型公司” 的拥有者ꎬ在国家宏观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巨大
的贸易顺差和经济的强劲增长ꎬ在公司层面上ꎬ则表现为德国公司获得了来自欧盟与
欧元区内消费者贡献的更多利润ꎻ(３) 以全球增加值分配角度而言ꎬ资本家是本轮全
球化过程中的最大赢家ꎬ高技术劳动力获得有限ꎬ而中等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是最大
的输家ꎮ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ꎬ一方面ꎬ全球跨国公司作为“ 领导型公司” 通过技术研发
和创新ꎬ包括强大的资本运作ꎬ在快速推进的全球化中不断获取更多的利润ꎬ而仅贡献
了法律意义上“ 合理” 的本国税收ꎬ或在投资东道国应尽的税收义务ꎬ不可能全方位支
付“ 全球化红利税” ꎮ② 另一方面ꎬ许多竞争力弱的民族国家ꎬ除了获得由外国投资带
来的有限就业与全球平均税收外ꎬ③ 还要应对大量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诉求ꎬ特别是

西方传统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老龄化问题ꎬ由此产生了跨国公司是赢家而民族国家是输
家的“ 资本全球化” 的尴尬局面ꎮ④
其次ꎬ我们从产业聚集视角来观察全球化ꎮ 根据全球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
(ＰＩＩＥ)２０１７ 年的一项实证分析ꎬ以全球 １００ 强公司为样本来看ꎬ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后恢复阶段ꎬ老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进入全球 １００ 强的企
业数量都在不同程度地减少ꎬ其中英法两国分别从 １０ 家锐减为 ３ 家、９ 家锐减为 ４

家ꎻ德国的数量较为稳定ꎬ仅减少 １ 家ꎬ数量为 ８ 家ꎻ加拿大减少 １ 家ꎬ数量为 ３ 家ꎮ 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中国进入 １００ 强的企业数量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６ 家猛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① 有关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ｓｒｉ.ｉｅ / ｐｕｂｓ / ＪＡＣＢ２０１５３０.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许多跨国公司为了合理避税ꎬ采用离岸公司注册纳税手段避开母国高税收ꎬ如爱尔兰、瑞士就扮演了“ 税
收天堂” 角色ꎬ同时为了吸收外国资本ꎬ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用“ 税收优惠” 作为手段ꎬ吸引外资ꎮ 因此ꎬ跨国公
司获得了全球化中最大的利益ꎬ但却没有支付社会福利成本ꎮ
③ 所谓全球平均税收ꎬ是指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 全球税收竞争” ꎬ许多发展中国家除了拥有劳动力成本
优势外ꎬ通常也利用税收优势吸引外国投资ꎬ而发达国家中部分国家( 爱尔兰、瑞士等) 也将税收作为工具进行全
球竞争ꎬ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将美国公司所得税由 ３５％下调到 １５％的“ 税改计划” 就是全球税收竞争的极
好注释ꎮ
④ 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推动的“ 帝国版图扩张式” 全球化不同的是ꎬ本轮全球化是在互联网技术扩散、
全球运输与物流成本下降、全球资本流动加快等多因素聚集效应下ꎬ由跨国投资和全球贸易便利化推动的全球
化ꎮ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主角ꎬ但却缺乏早年“ 帝国全球化模式下” 的帝国体制内统一转移支付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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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家ꎬ美国从 ２９ 家增至 ３９ 家ꎬ日本和韩国各增加一家ꎮ 这表明ꎬ在全球竞争中ꎬ中国

力量快速上升ꎬ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ꎮ 从产业集中角度看ꎬ无论是以行业前四还
是前十的公司集中度ꎬ包括采用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 ＨＨＩ) 的产业集中指标来衡量ꎬ
这九年来ꎬ全球行业龙头企业的集中度均出现了下降ꎬ其稳定度同时降低ꎮ 这表明ꎬ在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低速恢复阶段ꎬ全球产业竞争更加激烈ꎬ全球化资源配置成为
一种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ꎮ① 如果说ꎬ产业集中度还不足以体现跨国公司在当今
全球化中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的话ꎬ我们可以采用« 福布斯» 杂志和 ＩＭＦ 给出的数据
进行综合比较ꎮ 以 ２０１５ 年全球跨国大公司营收额和全球国家 ＧＤＰ 进行对比的话ꎬ全
球单体公司营收额最大的零售巨头沃尔玛 ２０１５ 年营业额为 ４８５８ 亿美元ꎬ超过了泰国
(４１２７ 亿美元) 、南非 ( ４０２１ 亿美元) 、奥地利 ( ３９３７ 亿美元) 等国的 ＧＤＰꎬ并与波兰
(４９６７ 亿美元) 、挪威(５０１０ 亿美元) 、比利时(５１１１ 亿美元) 的水平接近ꎮ 考虑到沃尔

玛在全球仅雇用了 ２３０ 万员工ꎬ作为美国本土最大的雇主公司也才仅有 １５０ 万雇员ꎬ
一年税前利润 ２００ 亿美元ꎬ那么相比南非的 ５１７０ 万人口和泰国的 ６３００ 万人口ꎬ跨国
巨头沃尔玛的效率惊人ꎮ 如果将沃尔玛、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英国 ＢＰ、德国大众集

团、日本丰田、佳能、苹果、三星、伯克希尔哈撒韦十个全球营收额最大的公司进行累
计ꎬ那么可以发现其营收总额高达 ２９６６７ 亿美元ꎬ分别超过了法国( ２５６５６ 亿美元) 和

英国(２５３２０ 亿美元) 等欧洲大国的 ＧＤＰꎮ 从现金储备角度看ꎬ苹果作为全球最大的现
金储备公司ꎬ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其现金储备为 ２４６０ 亿美元ꎬ而 ２０１５ 年美国

前 ５０ 家大公司持有现金近 １.５ 万亿美元ꎬ这个规模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半ꎮ② 因
此ꎬ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导致了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ꎬ无论从营收的规模增长、利润
总量的获得ꎬ还是现金储备ꎬ均达到了“ 富可敌国” 的程度ꎬ由此产生了著名的“ 皮凯蒂
现象” ③ꎮ

( 二) 经济理论层面对于反全球化的认识

理论层面对于全球化与全球市场化结果的认识ꎬ并不是发端于此次金融危机前
后ꎬ而起始于 ２０ 世纪著名的人类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ꎮ 波兰尼认为ꎬ追溯 １９ 世纪西方文明时代的崩溃根源和历史断裂ꎬ经济自由

算ꎮ

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ｉｅ.ｃｏｍ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ｗｐ１７－３.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文中数据采用 ＩＭＦ 官方数据、« 福布斯» 杂志年度排行数据与美国上市公司官方网站数据自行综合计

③ “ 皮凯蒂现象” 是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名字命名ꎬ是指工资收入增长持续远低于资本盈利增长的现
象ꎮ 法国经济学托马斯皮凯蒂 ２０１４ 年出版了近 ７００ 页的巨幅学术著作ꎬ研究了 １８ 世纪以来的财富数据分析
结果ꎬ指出了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现象ꎬ具体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ꎬ巴曙松等译ꎬ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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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仅是罪魁祸首ꎬ同时其本身也是乌托邦式的幻觉ꎮ 同时ꎬ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
的市场社会还会导致两种类型的病症ꎬ它们并不能依靠自身的机制治愈ꎮ 第一种病症
可以被描述为“ 社会分化” (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ｒｅｍｐｔｉｏｎ) ꎬ它是指国家与市场的分离ꎬ而这种分离

在西方普选权下ꎬ会转换成政治民主与商业寡头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ꎻ第二种病症可
以被称为“ 伦理碎片化”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ꎬ它是指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道德贫乏
的社会ꎬ高度理性的社会环境将人们的行为“ 无根化” ꎮ 卡尔波兰尼言辞激烈地写
道:“ 要是让市场机制成为控制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的唯一力量的话———其结果将是

毁灭整个社会如果人类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ꎬ他们将因此完全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而逐渐消亡ꎻ他们将作为尖锐的社会分裂的牺牲品而死去自然将被其组
成要素所肢解ꎮ” ①
波兰尼的见地无疑是深刻的ꎬ虽然他并未给出自己提出的“ 社会保护” 的终极实
现方案ꎬ也未阐明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完成 “ 市场嵌入社会” 的 “ 嵌入性”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ｓｓ) 操作方法ꎮ 但波兰尼的敏锐与洞察力ꎬ已经使其从人类学和历史而非经济理论

角度来看待 ２０ 世纪全球化中市场动力机制所带来的威胁与灾难ꎮ 而他对于全球化可
能性后果的分析与判断是如此清晰和具有前瞻性ꎬ以至于其经典论断“ 随着自由贸易
的发展ꎬ一种新的、巨大的冒险即全球相互依赖最终形成” ꎬ成为最早的经济全球化风
险的警世名言ꎮ②

在快速全球化启动的 ２０００ 年前后( 以欧元诞生作为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加

速为标志) ꎬ许多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现象ꎬ并开始提示并重

温波兰尼早年的论证与观点ꎬ如约翰格雷这样的学者和政治家、著名的全球投资人
乔治索罗斯ꎬ甚至还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ꎮ③ 但是ꎬ这些警惕
的声音在当时还不是学术界主流ꎬ也不被政治家所重视ꎬ更无法对抗全球范围内资本
流动的强大力量ꎮ 除了在每年全球性峰会的抗议者口号中ꎬ我们能够看到反全球化的
零星呼声外ꎬ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ꎬ没有人像波兰尼那样关心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
的消极后果ꎮ 甚至到了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 ２０１０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现ꎬ
人们还是始终把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于市场的监管不力ꎮ 在美国ꎬ奥巴马政府的解决
方案是出台了厚达 ２３００ 页的« 多德弗兰克法案» ꎬ期望通过市场管制来解决资本流
①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７６.
② 对卡尔波兰尼学术思想评述参见[英]加雷斯戴尔:« 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 ꎬ焦兵译ꎬ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ꎮ
③ 约翰格雷曾经担任撒切尔夫人的私人顾问ꎬ后因撒切尔夫人推动全球化下的私有化计划而与其决裂ꎬ
著有«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想» ꎬ张敦敏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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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问题ꎻ而在欧洲ꎬ欧盟的一系列应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ꎬ也
是在坚持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框架下ꎬ强调国家的财政纪律与预算约束原则ꎬ并没有注
意到在欧洲一体化中ꎬ由于国民性和文化差异以及宗教习惯影响下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问题ꎬ甚至故意回避这个差异性带来问题的无解性ꎮ① 因此ꎬ进入新世纪以来迅猛的
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ꎬ包括多数民族国家促进公平增长的能力下
降等问题ꎬ似乎并不在主流学术界视野之中ꎬ学界也缺乏当年类似约翰格雷那样的
质疑声音ꎮ 更重要的是ꎬ当全球化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运用的推动下更加普及的今
天ꎬ人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卡尔波兰尼当年的提醒和对于全球市场化失控的强烈
批判ꎮ②

( 三) 国家经济行动层面的反全球化

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设置ꎬ可以被视为国家层面的经济反全球化的典型做法ꎮ 虽
然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ꎬ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几乎都是“ 贸易保护主义滋生” 的新
闻报道ꎬ但是通过客观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并进行历史对比发现ꎬ自“ 乌拉圭回合” 谈判
结束后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间ꎬ以反倾销( ａｎｔｉ －ｄｕｍｐｉｎｇ) 发起为例ꎬ来自 ＷＴＯ 成员方出口商
发起的反倾销动议一共 ４９８７ 起( 如果计算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则为 ５１３２ 起) ꎬ除了

２００１ 年有 ３７２ 起ꎬ２００２ 年有 ３１１ 起外ꎬ其余年份均在 ２００ 起左右ꎬ数量没有很大的变
化ꎬ其中 ２０１１ 年仅为 １６５ 起ꎬ除了印度比较集中使用反倾销发起手段外ꎬ欧盟与美国
虽然是反倾销发起的大户ꎬ但 ２０１０ 年美国仅有 ３ 起( 最多的 ２０１５ 年有 ４２ 起) ꎬ欧盟

２０１３ 年仅为 ４ 起( 最多的 １９９９ 年有 ６５ 起) ꎬ没有充分证据显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及欧
债危机发生后ꎬ世界各国出现了特别集中的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ꎬ而且在数据
排列上也未显示持续显著的反倾销上升趋势ꎮ③ 因此ꎬ在 ＷＴＯ 框架下ꎬ过去十年间在
国家层面ꎬ即国与国贸易总体还是沿着贸易开放、关税降低的路径在发展ꎬ虽然 ＷＴＯ

“ 多哈回合” 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ꎬ但在全球范围内ꎬ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ꎬ
包括区域贸易投资协定( ＲＴＡｓ) 谈判却如火如荼ꎮ ２０１４ 年全球新签的双边贸易协定

① 笔者认为ꎬ欧洲一体化框架下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事实上与一体化带来的福利趋同两者并存ꎬ是欧债
危机无解的根本原因ꎮ 从理论上而言ꎬ民族国家的存在使得欧盟范围内全方位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得不可能ꎬ有关
论述可参见余南平:“ 欧债危机的福利趋同解释” ꎬ« 同济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② 互联网经济导致了典型的“ 贝加尔湖” 效应ꎬ大型灵长类动物型公司如苹果、谷歌年复合增长率远高于
普通小型公司ꎬ产生了资源与现金的聚合效应ꎬ不仅降低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能力ꎬ同时也加速了经济不平等ꎬ而这
一问题并未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足够关注ꎮ
③ 笔者根据数据统计自行计算ꎬ数据采用 ＷＴＯ 官方数据ꎬ具体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ａｄｐ＿ｅ / 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ＲｅｐＭｅｍ.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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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０ 个ꎬ全球超过 １１０ 个国家参与了 ２２ 个区域一体化谈判进程ꎮ① 因此ꎬ从数据对
比来看ꎬ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直观认识和新闻误
导ꎮ 那么ꎬ真正的经济反全球化是以何种国家行为作为标识和起点?
笔者认为ꎬ经济反全球化的转折点是 ２０１６ 年英国的脱欧公投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演讲清楚地表明ꎬ英国并不是寻求保持政治与主权独立ꎬ而是
寻求脱离欧盟的经济框架ꎬ并与欧盟重新签订新的双边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ꎮ 这不仅
意味着英国政治上寻求独立和经济上反全球化的“ 硬脱欧” 开始ꎬ同时也是一个主权
国家放弃一体化框架下的经济利益的标识ꎮ 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ꎬ新当选总统特朗
普的竞选许诺以及就职后的实质性行动ꎬ再一次将国家层面的反全球化推向新的高
度ꎮ 特朗普在就职后的第三天立刻签署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ＴＰＰ) 的总统
令ꎬ不仅是对奥巴马政府耗时 ５ 年推动贸易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努力的全面否定ꎬ同

时也是美国在国家层面发展区域一体化框架下的贸易与投资全球化的一个重大转向ꎮ
特朗普在否决 ＴＰＰ 协定的同时ꎬ还表示 １９９４ 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要
重新谈判ꎮ 而此前ꎬ美国许多学者对 ＴＰＰ 为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带来的益处进行了大
量研究ꎮ② 这些学术研究显然并不为特朗普政府看重ꎮ 而为了改善美国就业ꎬ采取更
保守的办法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增强美国单方面利益ꎬ才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的选
择ꎮ 在此背景下ꎬ全球经济与需求总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明确选择了国家层面的反
全球化行为ꎬ背离了过去十几年甚至二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原
则ꎬ转而以“ 美国优先” 为政策取向ꎬ并确定了以双边替代多边ꎬ包括采取单方面贸易
行动的政策原则ꎮ③

二

社会层面的反全球化

社会层面的全球化ꎬ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指出的那样ꎬ是指全球居民被整合进入
全球单一社会的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全球居民通过交往或是文化融合逐渐产生社会
① 笔者根据有关数据自行统计ꎬ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ｒｔａｉ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Ｕ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ｌｌＲＴＡＬｉｓｔ.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彼得森研究所( ＰＩＩＥ) 在过去几年间对 ＴＰＰ 进行了持续追踪研究ꎬ并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长达 １３６ 页的研究报
告ꎬ具体内容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ｉｅ.ｃｏｍ /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③ 美国贸易代表处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发表的«２０１７ 年贸易议程与 ２０１６ 年年度报告» 清楚地显示了美国贸易
的转向ꎬ并明确提出要以双边而不是多边来重新处理美国与外部的贸易关系ꎬ这可以被确认为明确的贸易反全球
化举动ꎬ 具体报告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７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１４４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认同ꎬ并渐进改造社会意识ꎮ 因而ꎬ讨论社会层面的反全球化ꎬ需要关注社会意识形态
变化特征和社会运动轨迹ꎮ
( 一) 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全球化

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全球化ꎬ是全球社会层面的反全球化认识和观点的统称ꎬ
或者称之为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意识形态ꎮ 过去十年间ꎬ全球呈现出一个非常怪异
的景象ꎮ 传统上ꎬ拉美民粹主义在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以强烈的拉美左翼
意识形态出现ꎬ但这种以阶级划分认识与认同的左翼意识形态ꎬ随着这些国家持续的
经济失败逐渐退化ꎬ其民粹主义基因中占主导的平等和阶级斗争意识ꎬ似乎随着拉美
国家的经济衰落而消亡ꎮ① 如果把巴西作为案例剖析ꎬ那么从总统罗拉在位期间的治

理方式到首位女总统罗塞夫被弹劾的全过程ꎬ似乎看不到 “ 拉美左派” 参与式民主意
识形态的影响ꎬ“ 革命、民主、民族” 既不再是鼓舞人心的代名词ꎬ也不再是连接社会普
罗大众汇聚意识形态共识的纽带ꎻ② 而在亚洲这个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早
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地区ꎬ不仅全面缺席民粹主义运动ꎬ而且在韩国这样曾有过激进
民粹主义运动历史的国家ꎬ也仅在朴槿惠“ 闺蜜门” 事件中ꎬ才能看到要求司法公正的
民众共识( 如果可称之为一种民粹主义意识的话) ꎻ相反ꎬ在欧洲ꎬ这个看起来在战后

已经建立起完整民主制度ꎬ按照有效政党组织原则运转的大陆ꎬ不仅民粹主义意识广
泛增长ꎬ而且在不断地发酵和进入公共政治领域ꎬ甚至在民粹主义运动消声很久的美
国ꎬ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扩散ꎬ并在政治空间与话语空间中不断生长的情况ꎮ③
解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全球化ꎬ一方面需要探究社会层面反全球化议题的核
心内涵ꎻ另一方面则需要理解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思维导向ꎮ 而这两个问题事
实上都与欧洲著名学者达伦多夫提出的“ 达伦多夫困惑” 密切相关ꎮ 欧盟委员会经济
与金融总司的两位高级官员为了解答“ 达伦多夫困惑” ꎬ引用了欧洲社会融入监测报

告的实证研究结果ꎬ并从统计分析角度提出:工人阶级和低技能领导者倾向于认为全
球化是一种威胁ꎬ而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者则是全球化的拥护者ꎬ传统主义者无

① 在按表现形式判断激进与否的排名中ꎬ拉美左翼意识形态表达形式的激烈程度远高于欧洲极右翼政党ꎬ
在全球 ２２ 个国家分级评级中ꎬ委内瑞拉得分最高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其次ꎬ欧洲范围内瑞士排名最高ꎮ 虽然英
国有著名的英国独立党ꎬ但其排名倒数第四ꎬ甚至不及瑞典和比利时ꎻ美国没有出现在排名表中ꎮ 具体实证分析
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ｂｙｕ.ｅｄｕ / ＳｉｔｅＡｓｓｅｔｓ / Ｈａｗｋｉｎｓ＿Ｓｉｌｖａ＿Ｐｒｏｖ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５.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传统上拉美左翼政党是以阶级认识来反全球化ꎬ认为全球化是欧洲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治理方式的
一个变种和延续ꎬ是外国资本主义对本国工人和底层民众的侵略行为ꎮ
③ «时代» 杂志以专栏文章形式讨论了跨大西洋的民粹主义意识增长问题ꎬ具体参见 ｈｔｔｐ: / / ｔｉｍｅ.ｃｏｍ /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 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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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均对全球化保持警惕ꎮ① 同样ꎬ我们也可以基于访谈结果提出同样
的疑问ꎬ为什么在欧洲与美国参与当下民粹主义运动的主体ꎬ是以中老年为主、受过普
通教育、从事低端劳动ꎬ并且有着较为明确西方宗教信仰的白人群体?② 当下欧美的
民粹主义运动与种族特别是与宗教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 新闻记者丹桑切斯( Ｄａｎ

Ｓａｎｃｈｅｚ) 在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 ＦＥＥ) 网站上发表了评论文章“ 班农相信寒冬将至” ꎬ
非常透彻地展示了这个易被忽略的视角ꎮ 这篇文章的插图将班农装扮成一个远古战
士( 身披铠甲、手持利剑) ꎮ 在文中ꎬ桑切斯指出:班农认为“ 历史有循环逻辑ꎬ每个周
期大约持续 ８０ 年ꎬ今天美国历史正在经历第四个回合ꎬ它意味着一次规模性战争ꎬ其

规模不会小于二次大战ꎬ而这场战争目前正处在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全球战争的开始
阶段回顾犹太 －基督教西方反伊斯兰教的漫长历史ꎬ我相信我们的祖先坚持住了

立场ꎬ把它抵挡在这个世界之外ꎬ无论是在维也纳ꎬ还是在图尔” ꎮ 班农的言论ꎬ
在桑切斯看来正是米塞斯称之为“ 战争社会学” 的底层哲学ꎬ这种哲学的逻辑是ꎬ除非
牺牲掉另一方ꎬ否则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好处ꎮ 在“ 零和” 世界体系中ꎬ对立群体之间
利益不可调和ꎮ 在历史上ꎬ这种情景在左翼意识形态中体现为阶级斗争和身份政治ꎬ
而在右翼意识形态中则是文化战争与民族主义ꎮ 冷战结束后ꎬ在福山曾经断言的“ 历
史的终结” 的背景下ꎬ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带动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ꎬ使我们全然忽
视和淡忘了民族、文化、宗教等宏大议题本身具有的内在张力和潜在的对抗元素ꎮ 在
社会意识层面ꎬ近些年我们所熟悉的名词是“ 全球市场、自由贸易、气候变化、黑科技、
恐怖主义” 等流行词汇ꎮ 全球社会就像一部结构精准的机器ꎬ在全球资本注入和跨国
流动中ꎬ不断地进行技术、服务、产品的创新ꎮ 直至今日ꎬ我们才在美国、欧洲逐渐显现
的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中ꎬ发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模式
和意识形态端倪ꎮ 这个反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诉求ꎬ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民族国家独立性与帝国疆土维护之间的争夺对抗ꎬ而更可能是人类
社会中具有更久远历史传统的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撑的文明对抗和文明冲突ꎮ 我们
完全可以借用米塞斯的逻辑ꎬ将当下社会意识层面的反全球化观念总结为:由于宗教
① 所谓“ 达伦多夫困惑” 是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在 ２０ 年前讨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时提出的困
惑ꎬ即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整合体如何能够保证社会团结和政治自由的存在? 如果不能ꎬ达伦多夫则预言必然是
新的威权主义崛起ꎬ具体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 / / ｖｏｘｅｕ.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ｄａｈｒｅｎ￣
ｄｏｒｆｓ－ｑｕａｎｄａｒｙ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笔者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美国内华达和德州访谈了 １２ 位司机ꎬ其中有 ６ 位白人男性司机( 占白人男性司机的
１００％) 对移民表示了强烈的反感ꎬ并支持特朗普参加竞选ꎮ 包括支持英国独立党的人群结构统计也显示了同样
的结果ꎬ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爆发的骚乱ꎬ更是凸显了“ 白人至上” 主义者的行为
和观念ꎮ

１４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分歧与生活习惯将全球社会垂直割裂ꎬ而文明碰撞与经济竞争将全球社会横向割裂ꎬ
全球社会意识形态再次从共识中分裂ꎬ并以自我理解的文明为基础进行碎片化后的再
整合ꎬ甚至以冲突方式寻求矛盾的解决ꎮ
( 二) 新社会运动与反全球化

社会运动的规模性形成与持续ꎬ源自剧烈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冲突加剧ꎮ 社会运动
可以是自发、非系统组织的ꎬ如在过去十年间全球性峰会召开期间各类非政府组织的
零星主题性抗议示威ꎬ包括反全球化人士的自动聚集和跨国联合行动ꎮ① 但是ꎬ一个
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ꎬ如果要获得更大的成功ꎬ并对政治产生影响ꎬ那么政党的有效组
织与广泛宣传可能必不可少ꎬ同时灵魂人物的存在也至关重要ꎮ 上个世纪欧洲的纳粹
主义运动即是佐证ꎮ 然而ꎬ本轮社会运动的反全球化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遵循
上个世纪人们习惯的大规模底层社会运动的轨迹ꎬ而是呈现了广泛的多元化表现形
式ꎮ 总体上可分成三种模式:一是德国的“ 精英式” 主题运动模式ꎬ其主要是针对全球
化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发出现的新的精英式政党和简单诉求的社会运动ꎮ②
德国选择党( ＡＦＤ) 在德国的出现ꎬ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精英反对欧元一体化ꎬ包括对欧

债危机的救援方式的精英式思维诉求的反映ꎬ其发起人和领导人汉堡经济学家贝恩德
卢克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ꎬ而是一个学者型社会精英ꎬ其党员主要构成
也不是社会中的低层群体ꎬ而是以社会精英为主ꎬ其支持率从 ２０１３ 年成立以来持续上
升ꎬ说明越来越多的德国精英对反一体化与移民进行了深入思考ꎻ③二是法国的“ 半精
英式” 不稳定社会运动模式ꎮ 以让 － 玛丽勒庞为首的反移民、反欧元一体化极右翼
政党国民阵线构建的社会运动模式ꎬ从 １９７２ 年开始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ꎬ观察其历
史上支持者的构成与投票支持率的变化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ꎬ即无论投票
率高低ꎬ其党员和支持者的构成始终是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ꎬ而没有新的社会成员加
入ꎬ这些稳定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构成了国民阵线的“ 半精英” 模式ꎮ 研究其支持率变
化的高点与低点ꎬ则更富有解释和分析价值ꎮ ２００７ 年的法国大选正处于全球金融危
① 最典型的全球性社会抗议运动是 ２０１０ 年多伦多 Ｇ２０ 峰会期间爆发的抗议活动与引发的骚乱ꎬ而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 占领运动” 则更可以被视为反全球化、反不公平结果的全球性联合抗议活动ꎬ参与抗议的人群遍布全
球 ３０ 多个国家ꎬ持续时间长达 １ 个月ꎮ 具体报道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Ｏｃｃｕｐ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对比研究德国纳粹主义大规模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ꎬ当年参与纳粹主义运动的人群构成ꎬ主要是中低受
教育水平和中低社会阶层人员ꎬ同时纳粹主义运动有全面的政治、社会、文化、种族治理理念和系统性观点ꎮ 而今
天德国选择党的社会运动诉求主题相对单一ꎬ缺乏全面性与系统性ꎮ
③ 关于德国选择党的政治诉求与德国主流政党的分歧ꎬ参见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的研究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ｍｆｕｓ.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ꎻ 关于德国选择党的情况和发展ꎬ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
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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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爆发之前ꎬ也就是全球经济泡沫膨胀期和蜜月期ꎬ法国国民阵线的投票支持率下降
到 ４.３％ꎮ 这个结果固然可归因于萨科奇成功的竞选战略ꎬ以及法国左右翼联合对极
右的警惕因素影响ꎮ 但从经济投票理论角度看ꎬ在膨胀的经济中ꎬ人们关心的是眼下
的利益ꎬ而非持续捍卫政党初衷和价值理念ꎬ其参与者立足于社会运动认识层面而非
精英党员的政治理念诉求ꎮ ２０１７ 年法国大选前的民调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底国民阵线

的支持率猛升到 ２６％ꎬ这是该党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支持率ꎬ其所对应的社会背景ꎬ
就是欧洲经济艰难恢复与欧洲难民问题叠加ꎬ从而导致法国社会对经济问题和移民问
题的认识转向ꎬ更多的人是从社会情景和社会氛围来选择支持某个政党ꎻ① 三是美国
的“ 反对建制派式” 社会运动模式ꎮ 美国茶党的“ 反建制” 社会运动经历了三个典型阶
段:在茶党 １.０ 阶段ꎬ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即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ꎬ茶党发起全国
性聚会的初始阶段ꎬ该党的社会运动主题是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法案ꎬ明显带有历史上
美国茶党“ 抗税” 的思维痕迹ꎬ这是一种自发的来自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拥有传统价值
观者的运动与呼声ꎻ在茶党的 ２.０ 阶段ꎬ也就是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茶党运动爆发阶段ꎬ
其主题是“ 政府债务危机” 与“ 政府停摆” ꎬ期间伴随着国会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就预算
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和重大分歧ꎬ茶党作为社会运动ꎬ在外围全过程呼应了两党的辩
论和博弈ꎻ最后是茶党 ３.０ 阶段ꎬ其的主题突然转向了更具文化与文明特征的“ 移民问
题” ꎬ并迎合了美国大选中的“ 反建制” 潮流ꎬ在这一阶段ꎬ茶党支持者明确将主题固定
为“ 反对移民文化带来的多元化” ꎮ 而当茶党的持续社会运动遇上特朗普参与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竞选后ꎬ一切就发生了改变ꎬ茶党运动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运动ꎬ其诉
求与反建制派政治家实现了无缝结合ꎬ并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ꎮ 因此ꎬ茶党的社会运
动模式ꎬ可被视为非固定主题的反建制运动ꎬ由经济、政治问题向文明冲突进行了渐进
式演化ꎬ并在特定环境下成为政治成功的典范ꎮ②

三

政治层面的反全球化

政治层面的全球化推力ꎬ一般取决于全球政治主导大国和主要参与国家对全球化
中政治合作的态度、认识与行动ꎮ 而判断反全球化同样也要从国家层面的政治行动和
政治结构变化角度进行分析ꎮ
① 有关法国国民阵线的得票分析统计ꎬ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ｏｎｔ＿( Ｆｒａｎｃｅ) 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有关茶党的研究ꎬ包括其民粹主义和反穆斯林特征分析以及茶党与特朗普政治观的融合研究ꎬ参见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ｏｒｇ / ｔｒｕｍｐ－ｔｈｅ－ｔｅａ－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 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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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国脱欧能否被视为政治反全球化的转折点

英国脱欧是否是国家层面反全球化的转折点? 这个问题肯定会引发争论并有不
同的答案ꎮ
首先ꎬ英国历史上曾经历过脱欧公投ꎮ １９７５ 年的那场英国公投ꎬ 以微弱多数组阁

的工党威尔逊政府的公投诉求可以简单表述为:给英国人民一个展示其权利的机会ꎬ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利益ꎬ包括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与预算分配ꎮ① 而这个场景与 １９６４

年欧洲著名的“ 空椅子危机” 的剧情一样ꎬ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撤回参加布鲁塞尔欧
共体理事会会议的法国代表团的政治行动ꎬ其动机是维护法国在欧共体中的经济利
益ꎮ 而从解决方案而言ꎬ核心焦点仍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ꎮ 英国与欧共体重新谈判
的主要目标ꎬ在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的巴黎峰会和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的都柏林欧共体理事会上达

成ꎬ欧共体各成员国就预算修正机制、允许新西兰乳制品进入和定价许可达成了一致ꎮ
英国首相威尔逊认为ꎬ政府已经“ 将我们的决定带到了共同体的谈判桌上ꎬ就成员国
而言ꎬ谈判已经足够深入” ꎮ② 接下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ꎬ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在威尔逊
正式向下院阐述谈判结果后ꎬ民调马上出现变化ꎮ 而在随后举行的 ６ 月 ５ 日公投中ꎬ
英国以压倒性优势选择留在欧盟ꎮ 反观 ２０１６ 年的英国公投准备ꎬ可追溯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的欧盟峰会上ꎬ英国以不符合“ 国家利益” 为由ꎬ否决了以法德为首提出的修改
«里斯本条约» 的动议ꎬ迫使除英国和捷克之外的 ２５ 个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条约框架之
外签署了政府间性质的“ 财政契约” ꎮ 这个转折点可视为英国对欧盟应对“ 欧债危机”

处理方式的不满ꎬ更可以视为英国对自身政治主权的一种坚决捍卫ꎮ 随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卡梅伦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布隆伯格演讲(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Ｓｐｅｅｃｈ) ꎬ阐明了政府希望
欧盟进行条约改革的四个领域:第一ꎬ不参与政治一体化的所谓“ 更紧密的联盟” ꎬ加

大国家议会在欧盟立法中的权力ꎬ不能脱离民众做决定ꎻ第二ꎬ欧元区一体化必须对欧
元区国家和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ꎻ第三ꎬ停止依靠移民福利政策吸引其他欧盟国家
公民来英国工作ꎻ第四ꎬ需要保持竞争力、工作机会、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成功ꎮ③ 很

显然ꎬ这些主张遭到了法国、德国的拖延式反对ꎮ 而早在 ２０１２ 年ꎬ英国的多次民调就
显示ꎬ保守党中要求退出欧盟的比例高达 ６８％ꎮ④ 历史上保守党存在因某些问题几乎

① Ｈａｒｏｌｄ Ｗｉｌｓｏｎꎬ “ Ｌｅｔ Ｕｓ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Ｌａｂｏｕｒ’ ｓ Ｗａｙ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ｔ / ａｒｅａ / ｕｋ / ｍａｎ / ｌａｂ７４ｆｅｂ.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② “ Ｈａｎｓａｒｄ １８０３－２００５” ꎬ ＥＥＣ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ꎬ ＨＣ Ｄｅｂ １２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７５ꎬ Ｖｏｌ. ８８８ꎬ ｃｃ５０９－ ２２ꎬ
ｈｔｔｐ: / / ｈａｎｓａｒｄ.ｍｉｌｌｂａｎｋ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ｎｓ / １９７５ / ｍａｒ / １２ / 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ｅｅｔｉｎｇ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
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③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ｅｕ－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④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ｆｆｅｙꎬ “ Ｆｏｕｒ ｏｕｔ ｏｆ １０ Ｌｉｂ Ｄｅｍ Ｖｏ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ＥＵ－Ｐｏｌｌ” 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２ / ｎｏｖ / １７ / ｌｉｂ－ｄｅｍ－ｖｏｔｅｒｓ－ｅｕ－ｐｏｌ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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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党内分裂的先例ꎬ如果卡梅伦坚持不对其欧盟立场进行明确表态ꎬ很可能危及他
的支持率ꎬ并且造成保守党内部分裂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卡梅伦演讲发表后ꎬ保守党内部达到

了空前团结ꎬ不管是支持欧洲、怀疑欧洲ꎬ还是反对欧洲的派别都支持卡梅伦的明确表
态ꎮ 事实上ꎬ在英国ꎬ当时的政治进程设计已经确定ꎬ只待欧盟的反应ꎮ 理论上ꎬ欧盟
有三年的时间和无数次谈判机会ꎬ包括到最后时刻妥协都有机会挽留英国ꎬ但德国、法
国的拖延ꎬ或者说“ 建制派精英” 的傲慢ꎬ导致欧盟最终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方案ꎮ 所
以ꎬ与 １９７５ 年不同的是ꎬ２０１６ 年英国公投的主题不是欧盟国家传统上的经济利益问

题ꎬ而是一个欧盟国家对欧盟政治一体化框架的认同和立场问题ꎮ 公投是在一种明确
的政治选择倾向下展开的ꎬ是英国反对欧盟与反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一体化的选
择ꎮ
其次ꎬ从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来看ꎬ英国保守党右翼虽然是 ２０１６ 年公投的主角ꎬ

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ꎬ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 ＵＫＩＰ) 的支持率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１％ 增至

１２ ６％ꎬ并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直选中获得了 ２７.５％的支持率ꎬ而其在欧洲一体化鼎盛
时期ꎬ也就是欧元创建并开始流通使用的 ２００１ 年ꎬ仅有 １.５％ 的支持率ꎮ① 另外从投
票结果来看ꎬ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英国公投后进行的数据分析显示ꎬ支持脱欧的投票者
主要是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给英国独立党的群体ꎬ包括未获得大学学位者、６０
岁以上的老人、面临就业竞争压力的低端行业劳动者等ꎮ

民意测验专家阿什克罗夫特在英国公选后也再次进行了大样本民调ꎮ② 民调结

果显示ꎬ退欧投票群体主张的最大理由是“ 应该坚持由英国做出自己决定的原则” ꎬ而

留欧群体则主张 “ 考虑到经济、工作机会和价格因素ꎬ投票给退欧的风险似乎太大
了” ꎮ 同时ꎬ退、留欧投票群体还在诸如多元文化、社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互联网发

展等问题上持相反观点ꎮ 另外ꎬ在英国公投结束后的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由沃威克大学学
者进行的实证研究再次证实ꎬ自 ２００４ 年欧盟扩大后ꎬ有 １００ 万移民从中东欧进入英

国ꎬ占英国工作人口的 ３％ꎬ低收入移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出现ꎬ才是影响本次英国公
投结果的关键因素ꎬ也是英国反欧洲化的主导因素ꎮ③ 因此ꎬ综合分析投票结果和实

证研究后ꎬ不难发现ꎬ本次英国公投脱欧是由右翼政党发起并主导ꎬ且得到全社会弱势
① 有关英国独立党的成长历史ꎬ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Ｕ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ａｒｔ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ꎮ
② Ｌｏｒｄ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ꎬ “ 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ｏ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ａｎｄ Ｗｈｙ” ꎬ Ｌｏｒｄ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Ｐｏｌｌｓꎬ ２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ｒｄａｓｈｃｒｏｆｔｐｏｌｌ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ｈｏｗ－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ｖｏｔｅｄ － ａｎｄ － ｗｈｙ /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③ 具体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ａｃ. ｕｋ / ｆａｃ / ｓｏｃ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ｅｎｔｒｅｓ / ｃａｇｅ / ｍａｎａｇ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０６－２０１６＿ｂｅｃｋｅｒ＿ｆｅｔｚｅｒ.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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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附和与赞同的一次“ 联合行动” ꎬ其主要分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经济投票” ꎬ也
不是传统左右翼政党关于社会政策开放与保守的争辩ꎬ而是在政治、移民、文化、女权
问题上见解的彻底不同ꎬ选民也出现了跨越政党界线的“ 左右共识和联合” ꎬ比如下层

劳工就站在脱欧派一边ꎮ 在民粹主义导致的左右共识问题上ꎬ美国杨百翰大学哈金斯
和欧洲中央大学的席尔瓦ꎬ对全球 ２２ 个国家的样本进行了数量化的分级研究ꎬ其得出

的重要结论是: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ꎬ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理念不仅对社会传统右翼
群体有影响力ꎬ同时也平衡、均匀地在左翼和右翼群体间传播ꎮ①

英国的公投结果② 释放了一个不祥的信号ꎬ欧盟作为战后人类历史最高水平的

“ 政治一体化” 组织ꎬ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一体化历程后ꎬ出现了内部松动和作用降低ꎮ
而这恰恰发生在许多欧洲政治和经济学者著书撰文ꎬ将欧盟应对“ 欧洲债务危机” 不
利的原因归咎于缺乏“ 政治共识” ꎬ并呼吁加强欧盟和欧元区“ 高政治” 领域合作之
时ꎮ③ 可能也有观点和分析会将英国脱欧视为欧洲范围内特有的“ 反一体化” 现象ꎬ并
以“ 区域一体化” 的概念与视角解释英国脱欧问题ꎮ 但我们不能无视的问题是ꎬ如果
将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行省管理制度ꎬ特别是帝国法律的普遍适用ꎬ看成人类历史上最
早的政治一体化的标识特征之一的话ꎬ那么在今天欧盟范围内ꎬ欧盟的法律在各国的
嵌入与适用也同样证明ꎬ在欧盟框架内存在实质性的政治一体化ꎮ 欧盟政治治理形式
和模式ꎬ就是全球化政治治理的一种区域性特殊表现ꎬ或者说是更高层级的表现ꎮ 因
此ꎬ在逻辑层面上ꎬ当我们将英国脱欧看成当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结果时ꎬ就可以完全解
释让-玛丽勒庞统率的持更激进主张的国民阵线在法国支持率持续上升的事实ꎻ④
当然同样也可以解释ꎬ从欧盟地区政策中受惠的中东欧国家( 主要是维谢格拉德集
团) 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强烈批评和拒绝ꎬ并称坚守欧洲文化与文明价值ꎻ还可以解释
荷兰作为传统欧盟中坚力量和开放性国家ꎬ其极右翼的反伊斯兰政党荷兰自由党的力
量不断增强ꎮ
因此ꎬ当我们把英国公投脱欧结果置于整个欧洲政治运动的视野下ꎬ并关注在欧

① 在研究民粹主义导致的左右共识问题上ꎬ哈金斯( Ｋｉｒｋ Ｈａｗｋｉｎｓ) 和席尔瓦( Ｂｒｕｎｏ Ｓｉｌｖａ) 两位学者的具体
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ｂｙｕ.ｅｄｕ / ＳｉｔｅＡｓｓｅｔｓ / Ｈａｗｋｉｎｓ＿Ｓｉｌｖａ＿Ｐｒｏｖ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５.ｐｄｆ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２０１６ 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投票率高达 ７２.２％ꎬ高于 ２０１５ 年英国大选的 ６２.２％ꎬ高于 １９７５ 年脱离欧共体公
投的 ６４％ꎬ仅低于 ２０１４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 ８４.６％ꎮ 这个投票率很难用缺乏代表性来笼统解释ꎮ
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一批欧洲著名的学者在著名研究智库 ＣＥＰＲ 上发表了电子出版物ꎬ讨论加强欧元区政治合
作以保护开放社会ꎮ 具体参见 ｈｔｔｐ: / / ｖｏｘｅｕ.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ｅｕｒｏｚ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④ ２０１７ 年法国大选ꎬ“ 非左非右” 的马克龙虽然当选ꎬ延续了法国中左右翼协力对抗极右的政治传统ꎬ但在
地方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得票增加ꎬ已经在某些层面极大地改变了法国原有的政治生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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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传统意义上的左右翼选民中出现的“ 问题式” 联合与认同①时发现ꎬ随着政治与经济
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累积和矛盾增加ꎬ传统的“ 政治正确” 因素正在逐步消失ꎮ 一种
新的以保卫自身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保守政治理念正在崛起ꎮ 无论是被简单
形容为“ 民粹主义” ꎬ还是被描述为政治极右思潮抬头ꎬ这种反全球化的政治思潮突破
了传统政治左右翼政策认识的界限ꎬ瓦解了传统的政党动员与组织结构ꎬ并以“ 文明
生存” 为口号在逐步形成政治动员力量ꎬ而英国脱欧不过是其一种有影响力的表现形
式而已ꎮ
( 二) 政治人物的政治哲学认识中的反全球化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英国政治家托尼布莱尔依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提出“ 第

三条道路” 的政治主张后ꎬ②整个欧洲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都缺乏新的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政治思想和治理理论突破ꎮ 选民并不在乎那些位居高位的欧洲政治家主张什么ꎬ事
实上他们也难有打动选民的新观点和新思想ꎮ 人们更关心的具体问题是ꎬ德国在欧债
危机中能够做什么? 是否能够给予更多的救援资金? 在救援政策实施上ꎬ德国这个
“ 金主” 能否宽恕南欧国家的过度福利行为? 因此ꎬ欧债危机以后上台或是还在继续
执政的欧洲政治家们和政党ꎬ无论是左派的法国社会党ꎬ还是右派的德国基民盟ꎬ在执
政的政治理念方面似乎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分歧ꎬ其目的就是维护欧盟这驾“ 轮毂松
散” 的马车不要翻车ꎬ以保证车上的人不至于跌入深渊ꎮ
在英国ꎬ法拉奇所领导的英国独立党支持率近年来不断上升ꎻ在荷兰ꎬ极右的自由
党领导人威尔德斯的反伊斯兰政治主张正在获得更多的认同ꎬ但这些欧洲的民粹主义
政治家ꎬ似乎也只有口号与行动目标ꎬ缺乏明确系统的政治理论的支持ꎬ正如法拉奇在
成功启动英国脱欧进程后ꎬ面对脱欧投票结果却不知道如何开始走下一步ꎮ 对他们而
言ꎬ这种缺乏持续政治理念和清晰政治逻辑的僵局将如何破解? 直到美国 ２０１６ 年大
选结果公布后ꎬ政治研究者才比较确定ꎬ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们给出了答案ꎮ 他
们不仅在大选中谴责了建制派政治家“ 政治正确” 的代价与其所面对的问题ꎬ同时在
取得选民的相当程度的认同时ꎬ也提出了完整且清晰无误的政治理念ꎬ如果我们可以
将其称为“ 另类新保守主义” 的话ꎮ③

事实上ꎬ只要阅读特朗普在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 美国再伟大» 这本书并分析其深层内

① 所谓“ 问题式” 联合与认同ꎬ是指选民们关心的是投票的主题ꎬ而不是政党理念和政策主张ꎬ在以问题为
导向的投票中ꎬ左右翼政党选民可以就某一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和认同ꎮ
② 有关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论述ꎬ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ꎬ郑戈译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ꎮ
③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是美国的传统政治主题ꎬ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开创性地使用了“ 情景保
守主义” 这个名词ꎬ以强调出现外来挑战和威胁时ꎬ美国保守主义者就会作出激烈反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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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ꎬ就可以发现ꎬ它不仅是特朗普的竞选说辞和执政纲领ꎬ同时也隐含着特朗普对约
翰罗尔斯所谓“ 政治自由主义认定民主文化之理性多元化的事实” 的强烈抨击和反
感ꎮ① 特朗普在书中不仅猛烈抨击了伊朗核协定ꎬ而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表达了强烈
的开战决心ꎮ 通过特朗普核心团队人物的言论及其著作ꎬ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场
已经开始的政治反全球化的思想脉络ꎮ 以已经辞职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迈克
尔弗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ｙｎｎ) 为例ꎬ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的« 战场:我们如何赢得与伊斯兰

极端主义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 一书中ꎬ他明确指出:“ 我们正处在一场世界大战中ꎬ
以对抗罪恶人群自居救世主的大规模运动ꎬ他们中大多数人受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这
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煽动” ꎮ 如果说弗林的将军身份使得这本书的学术分量不足

的话ꎬ那么请注意这本书的合作者ꎬ正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保守主
义斗士迈克尔林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ｄｅｅｎ) ꎮ 他在过去几年内不仅连续为新保守主义杂志
« 新共和» 撰写文章ꎬ同时作为一个专业学者也对伊朗问题、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问
题进行了系统论述ꎮ② 同样以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新当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例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召开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ꎬ他不仅与另一著名的右派人士———白宫
首席战略师班农同台出席ꎬ而且在演讲中坚定地宣称:“ 我们组建了无与伦比的保守
派内阁ꎬ以色列的奋斗就是我们的奋斗ꎬ以色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ꎬ以色列的价值
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③由此可见ꎬ新一代的“ 另类新保守主义” 运动经历了近十
年的蛰伏ꎬ已经在理论基础和政治人物培养上完成了相应的准备ꎮ 他们主导下的政治
反全球化目标ꎬ就是清除过去自由主义与建制派在政治全球化和“ 政治正确” 理论指
导下的所有“ 错误” ꎮ 他们的行动目标有一项重要任务ꎬ就是保卫西方文明ꎬ阻止伊斯

兰极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ꎮ 其政治哲学基础就是确信文明的冲突与竞争是天
然存在的ꎬ是制度、文化、习惯、传统、宗教自然的对抗ꎮ 如果说特朗普、彭斯、班农、弗
林等人的某些明确目标ꎬ是指文明的冲突与对抗的话ꎬ那么在美国沉默许久的新保守
主义政治战略家罗伯特卡根ꎬ则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出版的美国« 外交政策» 杂志中ꎬ
延续其一贯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立场ꎬ并将这种可能的冲突引向了“ 修正主义大
国” ꎬ并声称“ 全球正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倒退” ꎮ 根据罗伯特卡根的主张ꎬ在过去
几十年间全球化过程中的大国政治合作与治理共识ꎬ以及美国的任何实质性让步ꎬ均

①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ꎬＧｒ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ｘ Ｏｕｒ Ｃｒｉｐｐｌ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５.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ｙｎ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ｄｅｅｎꎬ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Ｆｉｇｈｔ: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Ｗ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ｅｓꎬ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
③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３ / ｃｐａｃ－ｂａｎｎｏｎ－ｐ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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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换来安全承诺与利益交换ꎬ反而会助长“ 修正主义大国” 攫取世界舞台权力的野
心ꎮ①
因此ꎬ我们在讨论本轮政治反全球化之时ꎬ无论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ꎬ无论其
逻辑依据是否合理ꎬ包括其主张是否正确ꎬ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ꎻ这种政治反
全球化主张在美国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政治行动ꎬ并形成了一群立场鲜明的政治代表人
物ꎮ② 他们能否号召并影响更多的人聚焦在“ 政治保守主义” 与“ 西方文明捍卫者” 的
旗帜下? 我们无法马上清晰地回答ꎮ 但是ꎬ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西洋两岸的反全球化政
治理念在特定氛围下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ꎮ 虽然其表现方式不尽相同ꎬ但这种非主流
的政治反全球化力量再凝聚现象较之过去十年无疑更为明显了ꎮ③

四

结语

透视上述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ꎬ我们可以发现ꎬ本轮国家层面反全球化的经
济行动、政治思潮与政党运动以及社会运动ꎬ既不是由个别政治人物发起的一国现象ꎬ
也不是单纯的国家经济利益诉求ꎮ 相反ꎬ当下的反全球化思潮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
几十年间快速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问题的一次“ 集体性反思” ꎮ 反全球化主题也

由传统国家层面和社会群体层面的经济利益得失转向政治层面ꎬ以及文明与文化冲突
的纵深层面ꎬ而且预示着全球不同文明的竞争与对抗在特定环境下的显性化和表面
化ꎮ 在经济层面ꎬ全球经济治理缺乏“ 全球化红利” 转移支付体系的存在ꎻ在社会层
面ꎬ文明与文化冲突的张力增加ꎻ在政治层面ꎬ标志性、领导性的政治人物不断出现ꎮ
这一切使得本轮反全球化以多层面、多维度的立体方式展开ꎮ 虽然我们尚不能预测反
全球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ꎬ但可以肯定的是ꎬ无论我们将这种反全球化的转向称为民
粹主义全球化ꎬ还是文明直接碰撞的结果ꎬ全球政治发展与运作轨迹在西方国家明显

① 卡根的文章参见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６ / ｂ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ｔｏ － ｗｏｒｌｄ － ｗａｒ － ｉｉｉ －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ａ － ｔｒｕｍｐ －
ｏｂａｍａ / 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政治反全球化不象经济反全球化那样能够精确定义ꎬ特朗普虽然提出了某些政治反全球化主张并有所
行动ꎬ比如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结束的 Ｇ７ 首脑峰会上ꎬ由于美国的阻挠ꎬ会议未就全球气候变暖达成共识ꎮ 但毕竟美
国自认为是全球领导型国家ꎬ因此ꎬ在国家利益层面上的全球合作ꎬ包括与其他世界大国进行务实的双边合作ꎬ也
是特朗普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ꎮ 同时ꎬ特朗普政府内部结构的变化ꎬ如弗林辞职、班农退出等ꎬ会导致政治平衡与
政治哲学导向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ꎮ
③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对于欧洲范围内的极右翼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性分析ꎬ相关研究参
见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ｅｓ.ｄｅ / ｐｄｆ－ｆｉｌｅｓ / ｉｄ / ｉｐａ / １０７５６.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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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更右” 的方向发展ꎬ并且得到了来自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与反馈ꎮ①

很显然ꎬ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拉美式民粹主义运动不同ꎬ特朗普的“ 限穆令”

和废除 ＴＰＰꎬ勒庞的“ 反移民” 导向和退出欧元区主张ꎬ荷兰威尔德斯对穆斯林的敌对
与议会席位的扩大ꎬ还有匈牙利欧尔班的“ 保卫西方文明” 的造墙举措这些正在
世界各国发生的政策转向与社会政治运动呼声ꎬ都具有一个明确的指向ꎬ即彻底废除
过去一个阶段“ 新自由主义” 政治家的“ 政治正确” 导向ꎬ并以民族和自我文化认同ꎬ包
括文明习惯保护为立场ꎬ以使自身族类和社会免受全球化过程中的所谓“ 文明污染” ꎮ
这种反全球化的政治导向与政治哲学认识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着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极
端主义运动的痕迹ꎬ也突破了过去几十年间西方政党理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 左派”
与政治“ 右派” 认知体系ꎮ②
在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ꎬ公共政治辩论和公民投票的主题不是选择大政府与小
政府ꎬ也不是争论公共开支预算大与小ꎬ更不是回答社会政策是否更多向妇女与儿童
等传统议题倾斜ꎬ而是需要政治家与选民更清楚与坚定地回答:“ 我是谁” ꎬ“ 我从哪里
来” ꎬ“ 我如何认识世界” ꎬ以及“ 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类问题是本源的、植根于文明
和文化习惯的“ 高意识形态” 问题ꎮ 的确ꎬ在今天的反全球化思潮下ꎬ政治领域需要回
答的问题ꎬ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识上的西方政党“ 左右” 政治选择所面对的问题ꎮ 西
方政党传统右派与传统左派一样ꎬ似乎均不能解答“ 达伦多夫困惑” ꎬ也提不出全球化
过程中已经“ 碎片化” 的社会如何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ꎮ③ 因此ꎬ当主流政治无法面对
与解决问题的时候ꎬ一个来自文明层面的认识分歧和竞争以及对抗力量的再凝聚ꎬ也
就潜移默化地主导了当前反全球化的进程ꎮ
( 作者简介:余南平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ꎻ责任编辑:

张海洋)

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日的民调显示ꎬ对于特朗普就职后首次在国会发表的演讲ꎬ
５７％的被调查者认为演讲非常正面ꎬ比较正面的是 ２１％ꎬ而负面的仅为 ２１％ꎻ调查同样显示ꎬ认为特朗普将带领国
家转向正确方向的人为 ６９％ꎬ认为错误的是 ２６％ꎬ认为特朗普将带领国家“ 向右” 转的人ꎬ在演讲前是 ５８％ꎬ而演
讲后上升为 ６９％ꎮ 该民调显示ꎬ选举前后激烈的反特朗普运动ꎬ不仅在美国得到了平息ꎬ同时美国社会逐步开始
认可特朗普的各项政策举措ꎬ并认为国家方向正在向右转变ꎮ
② 英国著名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者蒙莎拉特吉尔伯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ꎬ并警告说ꎬ目前激进的极
右翼政党有着明显的反穆斯林和反非白人移民倾向ꎬ他们不希望通过法西斯体制和个人独裁来改变现行政治制
度ꎬ但正在通过民族主义的共识来跨越左右界线ꎬ并克服传统左右的政治分裂ꎮ 无视这种挑战ꎬ未来的主流政治
可能会被取代ꎮ 具体研究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ｅ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ｅｄ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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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作为传统的中左翼政党基金会ꎬ艾伯特基金会注意到了目前主流政治对于极右翼回击不力的问题ꎬ并认
为传统的回应与妖魔化极右翼均是无效的ꎬ主流政治要成功应对ꎬ就必须回答选民的焦虑与担忧ꎮ 具体研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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