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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独立外交
———２０１７ 年法国总统大选与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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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极端政党的崛起不是暂时性现象ꎬ而
是对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地位下降和安全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反应ꎮ 这深刻地影响着大选
中的外交政策辩论和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选择ꎮ 大选中的外交政策争论实质上是马克龙
的“ 开放的独立外交” 路线和勒庞的“ 封闭的独立外交” 路线之争ꎮ 它并未完全超越法国
外交传统中维护独立主权与维持欧洲合作这一基本矛盾ꎬ是其在全球化危机和欧洲一体
化危机中的再现与强化ꎮ 马克龙新政府“ 开放的独立外交” 既有对推进欧洲一体化和多
边主义的再承诺ꎬ又体现出政府间主义和大国合作的色彩ꎻ既有对国家安全和反恐的强
调ꎬ又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战略收缩和现实主义色彩ꎬ在大国关系中更是重现了法国外交
的独立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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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法国总统大选前所未有地引起了全球瞩目ꎮ 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的

崛起ꎬ大选中疑欧、“ 脱欧” 主张和反全球化言论的甚嚣尘上ꎬ使人们普遍担忧欧洲一
体化的前景和民粹主义的进一步泛滥ꎮ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的

当选不仅暂时缓解了这些忧虑ꎬ还激发了某种乐观的情绪ꎬ仿佛带来了重振法国和欧
洲一体化的希望ꎮ 在悲观与乐观情绪迅速转换的背景下ꎬ如何把握法国对外部世界尤
其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复杂态度? 玛琳娜勒庞(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 的主张并非无本之
木ꎬ法国是否存在走向封闭和民粹的可能性? 马克龙的主张事实上也并非是革命性
的ꎬ超越“ 祖国” 的欧洲对今天的法国而言更加不可能ꎮ 那么ꎬ新政府将作出怎样的外
交政策选择? 本文将基于大选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ꎬ分析马克龙政府外交政策的走
∗ 本文系 ２０１３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欧债危机背景下中法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 ( 项目批准号:
１３ＣＧＪ００６) 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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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其面临的挑战ꎮ

一

走向封闭和民粹的法国?

尽管马克龙最终当选ꎬ但 ２０１７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无疑展现了民粹主义和极端政

治力量在欧洲的崛起ꎬ法国总统大选也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国际政治的走向ꎬ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ꎮ 这主要体现在对法国走向封闭、民粹和“ 脱欧” 的担忧ꎬ具体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ꎬ 舆论将法国大选视为能否阻挡住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和全球泛滥的关
键ꎮ①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国际政治更加动荡多变ꎬ“ 逆全球化” 和民粹主义浪潮在全球泛
起ꎬ“ 黑天鹅” 事件频发ꎮ 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在美国的当选和英国通过
公投开启“ 脱欧” 进程ꎬ使得民粹主义在世界大国中进一步扩散ꎬ同时也为法国内部反
对全球化的势力、民粹主义势力和“ 反体制” 的势力提供了示范和鼓舞ꎮ 如果没有特
朗普的当选和英国的“ 脱欧” ꎬ法国大选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ꎮ 法国大选及其结果
成为影响国际政治走势关键的一环ꎮ

第二ꎬ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在大选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民意支持ꎮ 奉行民粹主
义、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主张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候选人勒庞

在竞选中支持率稳居前列ꎬ获得该党建立 ４０ 多年来最高的支持率ꎬ并在第一轮投票中
胜出ꎮ 她还在国际上出乎寻常地得到弗拉基米尔普京(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的会见和特
朗普的“ 示好” ꎬ颇有问鼎总统之势ꎮ 国际舆论普遍担心国际政治的“ 黑天鹅” 再度从
法国飞起ꎮ 不仅如此ꎬ极左翼力量“ 不屈法国” (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ｓｏｕｍｉｓｅ) 候选人让 － 吕克
梅朗雄( Ｊｅａｎ － Ｌｕｃ Ｍéｌｅｎｃｈｏｎ) 的支持率也在第一轮投票中创历史新高ꎬ 达到 １９.

５８％ꎮ 他的竞选主张也具有民粹主义和反体制、反欧盟的色彩ꎮ 极右(２１.３％) 和极左
(１９.５８％) 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 ４０％ 的支持ꎬ② 这说明他们具有了相当深
厚的社会基础ꎬ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ꎮ

第三ꎬ“ 脱欧” 在法国大选中成为一个政策选项ꎬ引发了对欧盟前景的普遍忧虑ꎮ
近年来欧盟已深受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的困扰ꎬ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英
国“ 脱欧” 公投意外通过ꎬ进一步加剧了欧盟面临的危机ꎮ 尽管历史上有过 １９６５ 年的
①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Ｔｉｄｅ” 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ｂ０ｆ４５ｆ１２－ｅ７ｃ８－１１ｅ６－９６７ｂ－ｃ８８４５２２６３ｄａ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② 法国内政部(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 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 ２０１７ 年总统大选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ｉｅｕｒ. ｇｏｕｖ. ｆｒ /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２０１７ / ＦＥ.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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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椅子危机” 和 ２００５ 年否决« 欧盟宪法条约» 的公投ꎬ但欧洲一体化建设是战后至今
法国在安全、发展和外交上最重要的战略依托ꎬ在国内一直有普遍的共识ꎮ① 如果没
有英国“ 脱欧” ꎬ人们难以想象法国会脱离欧盟ꎮ 和历史上一直与欧洲大陆保持“ 若即
若离” 关系的英国不同ꎬ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创始国和欧盟的核心发动机ꎬ如果这台
发动机熄灭ꎬ就意味着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毁灭性打击ꎮ
然而在法国大选中ꎬ１１ 位候选人中竟有 ８ 人提出了不同形式的脱离欧盟( 或欧元

区) 的主张ꎮ 在勒庞等持反欧、疑欧立场的候选人的推动下ꎬ大选议题被引向全球化
与反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反欧洲一体化、“ 祖国与欧洲” 这样的非理性的二元对立ꎬ
使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普遍担心反欧盟候选人上台后法国“ 脱欧” 的可能ꎬ以至于欧
盟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罕见地对法国大选表达立场ꎬ声援支持亲欧盟的候选人ꎮ
尽管持坚定欧洲一体化立场的马克龙的当选缓解了这场危机ꎬ但在竞选过程中ꎬ反欧、
疑欧的主张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ꎬ法国社会中存在的对欧盟的不满再也不能为当政
者和欧洲领导人所忽视ꎮ
第四ꎬ传统政党的旁落和新兴政治力量带来不确定性ꎮ 这次法国大选备受关注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不同以往的不确定性ꎮ 这种不确定性既是由法国国内政治力
量演变带来的ꎬ也同样具有国际背景ꎮ 尽管最后的选举结果表明ꎬ法国的民调相对可
靠ꎬ②但此前英国“ 脱欧” 和美国大选的“ 意外” 结果使得人们对法国大选的民调持谨
慎态度ꎬ加之上述原因ꎬ人们普遍担心法国再度发生“ 黑天鹅” 事件ꎮ 当然ꎬ这种不确
定性的根源来自于法国内政ꎬ表现为传统政党的出局、极端政治力量的上升、非传统新
兴力量胜出和投票率创历史新低ꎬ③总体上呈现出“ 反体制” 的特征ꎮ 大选打破了法国
传统上中左、中右两翼角逐的局面ꎬ传统大党共和党和社会党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提前
出局ꎬ这是第五共和国以来首次由两位均不属于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
投票ꎮ 异军突起的马克龙及其“ 前进运动” ( Ｅｎ Ｍａｒｃｈｅ!) 在选前名不见经传ꎬ更不为

国际社会所知ꎮ 他的当选是选民对现状普遍不满和传统政党分裂衰落共同作用的结
果ꎬ是民心思变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ꎮ 选举进程、选举结果和当选总统都存在不确定
性ꎮ
法国大选中出现的封闭、民粹和“ 脱欧” 的倾向并非偶然和暂时性的现象ꎬ不能简
① 张骥:« 欧洲化的双向运动———法国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７０ 页ꎮ
② 这与法国民调采取的方法有别于美、英等国有关ꎮ
③ 在第二轮投票中ꎬ有 ２５.４４％的选民没有投票ꎬ有 １１.５２％的投票选民投了白票或废票ꎬ双双创 １９６９ 年以
来的历史新高ꎮ 法国内政部(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 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２０１７ 年总统大选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ｉｅｕｒ.ｇｏｕｖ.ｆｒ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２０１７ / ＦＥ.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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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归因为极端政党的煽动ꎮ 大选中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主张和民粹主义思潮
的甚嚣尘上ꎬ以及极端政党和反体制力量的崛起ꎬ是法国民众对当前经济社会状况、国
际境遇和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反应ꎮ 社会党五年执政ꎬ未能使法国摆脱低迷的经济增长
和长期持续 的 高 失 业 率ꎮ 法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一 直 徘 徊 在 １％ 左 右ꎬ 失 业 率 则 维 持 在

１０％ꎬ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 ２４％ꎮ① 大量难民的涌入不仅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ꎬ
还逐渐演变成一个安全问题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袭击使法国本土的
安全状况严重恶化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ꎬ法国本土已先后遭受 ２０

余次规模不等的恐怖主义袭击ꎬ超过 ３００ 人丧生ꎬ其中巴塔克兰音乐厅恐怖袭击一次
性造成 １３０ 人死亡、３６０ 多人受伤ꎮ 法国的国家紧急状态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巴黎连环恐
怖袭击后延续至今ꎬ已六次延长ꎮ 法国人普遍对国家持悲观情绪ꎬ在益普索( Ｉｐｓｏｓ) 最

近进行的一项针对 ２２ 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调查中ꎬ法国人对国家的悲观情绪
程度高居第八位ꎬ在欧洲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ꎬ６７％的受访者认为法国处于衰落之
中ꎬ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高度忧虑ꎮ②
面对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安全环境的恶化ꎬ民众对国家在全球化和
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和代价更加敏感ꎬ对现状和“ 体制” 普遍不满ꎮ 这构成了民粹主
义和极端政党( 极右和极左) 兴起的社会基础ꎮ 在大选中ꎬ法国传统的左右之争被演
化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支持欧洲一体化与反对欧洲一体化之争ꎮ 民粹力量利用民众
的不满转移焦点ꎬ将国内经济、社会危机的原因外部化ꎬ指向欧盟和全球化ꎬ试图将法
国塑造成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受害者ꎮ 如果这样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状况得不到改
善ꎬ民粹主义和极端政党的社会基础就将继续扩大ꎬ在未来的选举中不是没有可能最
终走上执政的道路ꎮ

二

外交政策的继承与背离:开放的独立还是封闭的独立

对法国面临的问题与危机ꎬ马克龙和勒庞显然给出了不同的药方ꎮ 在大选中ꎬ由
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被外部化ꎬ针对欧盟和全球化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政策主张成为
候选人政策辩论的焦点ꎬ尤其是马克龙和勒庞的政策之争ꎮ 他们不同的对外政策主
① 欧洲统计局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失 业 率 统 计 数 据: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ｔｇｍ / ｔａｂｌｅ. ｄｏ? ｔａｂ ＝ ｔａｂｌｅ＆ｉｎｉｔ ＝
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ｐｃｏｄｅ ＝ ｔｓｄｅｃ４５０＆ｐｌｕｇｉｎ ＝ １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② Ｆａｂｒｉｃｅ Ｎｏｄé－Ｌａｎｇｌｏｉｓꎬ“ Ｌ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ｓｏｎｔ ｌｅｓ ｐｌｕｓ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ｅｓ ｆａｃｅ à ｌａ ｍｏｎｄ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ꎬ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ｆｉｇａｒｏ.ｆｒ / ｃｏｎｊｏｎｃｔｕｒｅ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６ / ２０００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６ＡＲＴＦＩＧ００００２－ｌｅｓ－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ｓｏｎｔ－ｌｅｓ－ｐｌｕｓ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ｅｓ－ａｕ－ｍｏｎｄｅ－ｆａｃｅ－ａ－ｌａ－ｍｏｎｄ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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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ꎬ代表了在全球化竞争和内外危机中法国做出的不同回应ꎮ 然而ꎬ如果深入探究ꎬ他
们的政策之争并未完全超越当代法国外交传统中维护法国独立主权与维持欧洲合作
这一基本矛盾ꎮ 事实上ꎬ他们的争论是这一基本矛盾在全球化危机和欧洲一体化危机
中的再现与强化ꎮ 勒庞走向了极端ꎬ而马克龙也并非是彻底的欧洲主义者ꎮ 马克龙最
终胜出ꎬ尽管体现了开放对封闭、竞争对退却、挺欧对反欧取得了相对优势ꎬ但也预示
着当选者将受到政策选择上的制约ꎬ马克龙政府不能忽视大选中反映出的对全球化和
欧洲一体化建设的负面民意ꎮ
( 一) 欧债危机以来的外交政策

作为一个外交大国ꎬ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ꎬ建立在所
谓的“ 戴高乐 －密特朗共识” (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ａｕｌｌｏ － ｍｉｔｔｅｒｒａｎｄｉｅｎ) 的基础之上ꎬ即“ 独立的
大国外交” ꎮ 这一外交传统由三个支柱构成:在联盟体系中的战略独立ꎬ基于法德合

作的欧洲一体化建设ꎬ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多边主义ꎻ其宗旨是保持
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ｌｅ ｒａｎｇ) 和伟大(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ꎮ① 在这一外交传统中ꎬ维护法国

独立主权与维持欧洲合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ꎮ② １９５８ 年以来的法国外交政策基本上
延续了这一传统ꎬ也在独立主权与国际合作特别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矛盾中徘徊前
进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ꎬ
法国的国力遭到进一步削弱ꎬ国家实力与外交政策目标间的矛盾日益明显ꎬ维护独立
主权与维 持 国 际 合 作 / 欧 洲 合 作 间 的 矛 盾 也 更 加 突 出ꎮ 尼 古 拉  萨 科 奇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ａｒｋｏｚｙ) 政府和弗朗索瓦奥朗德(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 政府的外交政策正是在这样的
新背景下展开的ꎮ

萨科齐把重振法国的领导地位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ꎬ但面对法国在欧盟权力结构
中地位的下降ꎬ其欧洲政策表现出了不同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展现强势的
领导和进攻性ꎬ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领域与德国共同领导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德
国ꎬ展现出妥协性ꎮ③ 在大国关系上ꎬ萨科齐政府表现出明显的“ 大西洋主义倾向” ꎬ并
①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ｏｍａｒｔꎬ Ｍａｒｃ Ｈｅｃｋｅｒ ｄｉｒ.ꎬ“ 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ꎬ Éｔｕｄｅｓ ｄｅ ｌ’ Ｉｆｒｉꎬ
ａｖｒｉｌ ２０１７ꎬｐ.７ꎬ Ｉｆｒ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ｆｒｉ.ｏｒｇ / ｆｒ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ｔｕｄｅｓ－ｄｅ－ｌｉｆｒｉ /
ｌａｇｅｎｄ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ꎻＭａｎｕｅｌ Ｌａｆｏｎｔ Ｒａｐｎｏｕｉｌ ｅｔ Ｊｅｒｅｍ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ꎬ”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 ｄｅ Ｍａｃｒｏｎ : ｉｎｖｏｑｕｅｒ ｌ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ꎬ ＥＣＦ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ｆｒ.ｅｕ / ｐａｒｉｓ / ｐｏｓｔ / 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ｄｅ＿ｍａｃｒｏｎ＿ｉｎｖｏｑｕｅｒ＿ｌ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ꎻ
张骥:« 欧洲化的双向运动———法国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ꎬ第 ６９－７０ 页ꎮ
② 张骥:« 欧洲化的双向运动———法国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ꎬ第 ７３ 页ꎮ
③ 张骥:“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ꎬ«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第 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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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结构ꎬ引发了对其背离“ 独立外交” 和“ 戴高乐主义” 的质疑ꎮ 萨
科齐政府还奉行积极的干预主义ꎬ在利比亚战争中充当急先锋ꎬ实施了对科特迪瓦的
军事干预ꎮ 面对国家实力的下降ꎬ萨科奇政府的外交政策依然表现出对欧洲一体化的
支持和一体化领导地位的谋求ꎬ其外交政策呈现出很强的进攻性特征ꎬ体现了法国对
全球事务的关注和积极的干预主义ꎮ 然而ꎬ尽管萨科奇在带领法国和欧洲应对危机方
面展现出了强有力的领导ꎬ但仍受欧债危机的拖累下台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大选中ꎬ法国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左转的倾向ꎬ经济危机激发了反对

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ꎬ候选人纷纷提出保护主义的主张ꎮ 社会党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ꎬ在时隔 １７ 年后夺得政权ꎮ 奥朗德政府的欧洲政策延续了对欧洲领导权的
追求ꎬ不过其激烈批评萨科奇对德国的让步ꎬ尤其是强烈反对紧缩政策而主张通过促
进经济增长保护劳工权益ꎬ试图通过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来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
权势ꎮ① 尽管奥朗德政府的外交表现相对平庸ꎬ但在对外干预方面却保持了进攻性ꎬ
发动了对马里的军事干预ꎬ并积极寻求武力干预叙利亚ꎮ 奥朗德政府在坚持欧洲一体
化方向和谋求领导权的同时ꎬ已经在经济治理领域展现出某种保护主义的特征ꎬ而其
政权更迭式的对外干预则给法国和欧洲的安全造成了后果ꎬ难民危机和恐袭危机接踵
而至ꎮ
萨科奇政府和奥朗德政府的外交政策总体上继承了“ 独立大国外交” 的传统ꎬ坚
持把欧洲一体化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最重要的战略依托ꎮ 然而ꎬ在欧债危机的冲
击下ꎬ法国外交力不从心的一面也愈加突出ꎬ进取甚至进攻性的外交政策未能从根本
上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保障法国的国家安全ꎬ法国从欧洲一体化和国际干预中的收
益减小ꎬ损失增大ꎮ 这为封闭、民粹和“ 脱欧” 的主张提供了市场ꎮ
( 二) 大选中的外交政策之争

在对外政策的论争中ꎬ马克龙和勒庞都求诸于法国外交传统的合法性ꎬ都声称要
维护法国的独立和伟大ꎮ 但对于如何实现“ 独立的大国外交” ꎬ他们主张采取完全不
同的路径ꎮ 马克龙与勒庞外交政策争论的实质ꎬ是“ 开放的独立外交” 路线与“ 封闭的
独立外交” 路线之争ꎮ
马克龙主张ꎬ法国应该成为一个“ 独立的、人道主义的、欧洲的大国” ꎮ② 勒庞则强

① 张骥:“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ꎬ第 ４２ 页ꎮ
② 马克龙关于 外 交 政 策 的 竞 选 主 张 参 见 “ 前 进 运 动” 官 方 网 站ꎬ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ꎬ Ｅｎ
Ｍａｒｃｈ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ｍａｒｃｈｅ.ｆｒ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 / ｌ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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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独立、法国认同和秩序” ꎮ① 马克龙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在一个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
界中ꎬ通过改革、合作、多边主义来捍卫法国的主权、独立和国际地位ꎮ 他主张ꎬ“ 主权
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 ꎬ② 封闭和孤立将大大削弱法国的能力和地位ꎬ损害法国的利
益ꎬ使法国丧失其作为大国的认同ꎮ 勒庞则主张“ 法国人优先” 、“ 法国利益至上” ꎬ采
用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国家的手段ꎬ主要依靠法国自己来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ꎬ只有当
国际合作能直接促进法国利益并建立在严格的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才是可接受的ꎮ③
马克龙认为全球化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ꎬ要适应全球化ꎬ对贸易和投资持开放
态度ꎬ通过改革提升法国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ꎬ扭转法国的衰落态势ꎮ 勒庞则主张法
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ꎬ反对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ꎮ 马克龙主张法国要积极参与多边国
际组织ꎬ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中发挥应有作用ꎬ塑造国际进程ꎬ而不应
拱手将国际事务的决策权让与美国和中国ꎮ 勒庞则认为法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 法
国认同” 的丧失ꎬ移民、欧盟、自由贸易、恐怖主义都在威胁法国的认同ꎮ 国际机制剥
夺了法国人民决定内部事务的权力ꎬ要维持秩序就要保护国家免受外部影响ꎮ 勒庞主
张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机构、申根协定、欧元、欧盟以及自由贸易协定ꎬ反对世界
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ꎬ主张不承担限制法国权益的国际义务ꎬ反对为了联盟
承诺而参加其他国家发动的战争和国际干预ꎮ④

关于欧盟ꎬ马克龙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实现法国外交政策目标、维持法国全球影响
力所不可或缺的ꎬ与欧洲伙伴的合作增进而不是损害了法国的利益ꎬ捍卫而不是削弱
了法国的主权与独立ꎮ 同时ꎬ欧盟的机构和政策都需要改革ꎬ要增强欧盟的民主基础ꎬ
以更好地回应欧洲各国人民的需求ꎮ 在英国“ 脱欧” 的背景下ꎬ法德合作显得更加重
要ꎬ将为带领欧盟走出危机提供领导力ꎮ 欧盟要加强团结和提高效率ꎬ增强“ 核心欧
洲” ꎬ采取“ 多速欧洲” 的方式ꎮ 面对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色彩浓厚的美国特朗普政
府ꎬ欧盟要加强团结ꎬ提升捍卫欧洲利益和欧洲安全的能力ꎮ 面对不确定性增加的联
盟( 北约) ꎬ欧盟要发展自己的防务能力ꎬ建立欧盟防务基金ꎬ以及能够独立实施行动
① 勒庞关于外交 政策的竞选主张见勒庞竞选 官方网站: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ꎬ “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ａｎｓ ｕｎ ｍｏｎｄｅ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ｉｒｅ” ꎬ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ｔｅꎬ２４ ｆéｖｒ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ｒｉｎｅ２０１７. ｆｒ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４ /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ｎ２－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ｍｏｎ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ｉｒｅ /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ꎮ
②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ｏｌｄｓ Ｉ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ｉ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ａｎｄｓ” 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ｄ０ｃｃ８５６－ｅ１８７－１１ｅ６－９６４５－ｃ９３５７ａ７５８４４ａ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③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ａｆｏｎｔ Ｒａｐｎｏｕｉｌ ｅｔ Ｊｅｒｅｍ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ꎬ “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 ｄｅ Ｍａｃｒｏｎ : ｉｎｖｏｑｕｅｒ ｌ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ꎻ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ａｆｏｎｔ Ｒａｐｎｏｕｉｌ ｅｔ Ｊｅｒｅｍ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ꎬ“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 ｓ Ｂａｉｔ － ａｎｄ － Ｓｗｉｔｃ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１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９ / ｍａｒｉｎｅ－ｌｅ－ ｐｅｎｓ－ ｂａｉｔ － ａｎｄ － ｓｗｉｔｃｈ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ꎻ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ｏｍａｒｔ ｅｔ Ｍａｒｃ Ｈｅｃｋｅｒ ｄｉｒ.ꎬ“ 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ｆｒｉ.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ｔｏｍｓ / ｆｉｌｅｓ / ｉｆｒｉ＿ａｇｅｎｄ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２０１７.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④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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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指挥的常设司令部ꎮ 如果美国实施单边主义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影响到欧洲的
企业、就业和税收ꎬ欧洲将调整贸易和税收政策予以反击ꎮ 他主张开放边界ꎬ移民不仅
仅是带来麻烦ꎬ也带来了“ 经济机遇” ꎮ① 勒庞的主张则主要包括将主权归还法国人
民、组织“ 退欧” 公投、退出欧元区恢复法郎、退出申根协定恢复国家边界、反对欧盟难
民政策和限制移民ꎮ 马克龙强调与德、美合作的重要性ꎬ勒庞则激烈批评德国ꎬ而强调
与俄罗斯改善关系ꎮ②

( 三) 外交政策的继承与背离

可以看出ꎬ无论是马克龙的“ 开放的独立外交” 路线ꎬ还是勒庞的“ 封闭的独立外
交” 路线ꎬ都试图说服选民ꎬ他们将捍卫法国的独立和伟大ꎮ 其政策之争正是法国外
交传统中基本矛盾的再现和强化ꎮ 这在当代法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ꎬ加之 ２０１６ 年
以来国际大背景中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泛起ꎬ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和激化ꎮ

面对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衰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领导力的下
滑ꎬ法国外交传统中维护法国独立主权与维持国际( 欧洲) 合作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ꎮ
对于那些在全球化和欧盟发展进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和群体ꎬ对于在难民潮和恐怖主
义袭击阴云中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大众ꎬ勒庞的主张提供了简单的外化的原因解释ꎬ
而通过封闭、排外和保护主义营造的只不过是一个过去的伟大和光荣的“ 海市蜃楼” ꎮ
它给欧洲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是对倒退的忧虑和恐惧ꎮ 它不可能引领法国走出危机ꎬ不

可能给法国带来真正的安全ꎬ也与法国世界大国的抱负南辕北辙ꎬ实质是对法国外交
政策传统共识的背离ꎮ
法国的“ 脱欧” 尽管在大选中成为一个选项ꎬ但离“ 脱欧” 的现实可能性还相距遥
远ꎮ 事实上ꎬ“ 脱欧” 主张主要是在支持国民阵线的选民群体中获得认同ꎬ这一群体中
仅有 ３０％的人认为留在欧盟对法国有益ꎮ 而且这一群体在本次大选中有相当的增
长ꎬ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７６０ 多万张选票ꎬ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 １０００ 多万张选

票ꎮ 但从让饶勒斯基金会( Ｆｏｎｄａｔｉｏｎ Ｊｅａｎ Ｊａｕｒèｓ) 和 ＩＦＯＰ 在 ２０１６ 年进行的一项大
型民意调查来看ꎬ仍有 ６７％的受访者认为继续留在欧盟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ꎮ③

马克龙的主张则在实质上继承了第五共和国的外交传统ꎬ核心在于独立、欧洲一

体化和多边主义ꎬ对法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挑战也有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认识ꎬ因此不
①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ｏｌｄｓ Ｉ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ｉ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ａｎｄｓ” ꎻ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ａｆｏｎｔ Ｒａｐｎｏｕｉｌ ｅｔ Ｊｅｒｅｍｙ Ｓｈａ￣
ｐｉｒｏꎬ”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 ｄｅ Ｍａｃｒｏｎ : ｉｎｖｏｑｕｅｒ ｌ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ｏｍａｒｔ ｅｔ Ｍａｒｃ Ｈｅｃｋｅｒ ｄｉｒ.ꎬ“ 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③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Ｃｏｒｒｅꎬ “ Ｆｒ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Ａ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Ｕ.Ｓ.－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
ｒｉｅｓꎬＮｏ.５９ꎬ ２０１７ꎬｐｐ.１３－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ｒａｎｃ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ｌａｙｅｒ－ｉｎ－ａ－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ｅｕｒｏｐ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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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独立外交

仅在国内ꎬ也在欧洲和国际上得到更多的支持ꎬ甚至被寄予厚望ꎮ
“ 开放的独立外交” ꎬ首先表现在其开放性ꎮ 它再次表明ꎬ法国外交政策目标甚至

国家目标的实现已经深深嵌入欧洲一体化的框架ꎮ 尽管在欧洲一体化中的相对收益
下降ꎬ法国的领导权也由于欧盟的扩大遭到一定程度的“ 稀释” ꎬ但放弃欧洲一体化、
重回单纯依靠民族国家的路径不可能像极右翼描述的那样实现法国的国家利益ꎮ 欧

洲一体化已经成为法国实现国家目标不得不依赖的路径ꎬ法国的影响力和权力也必须
依赖欧洲一体化这个框架才能发挥ꎮ 尽管欧洲一体化面临重重危机ꎬ但它仍是欧洲国
家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路径ꎮ 尽管欧洲一体化需要国家让渡部分主权ꎬ
但这些国家主权的实现必须依赖欧洲一体化ꎬ一体化本身已经成为实现国家主权的一
种形式ꎮ
另一方面ꎬ法国从来没有在一体化中放弃主权ꎬ“ 开放” 并非是超国家主义的ꎬ“ 主
权” 和“ 独立” 仍然是法国外交的基本诉求ꎮ 当法国在欧洲一体化、全球化中的相对收
益下降ꎬ甚至利益遭到损害时ꎬ强调保护的一面就会上升ꎮ 这不仅体现在这次大选中ꎬ
在 ２０１２ 年的大选中亦复如是ꎮ 马克龙的“ 开放的独立外交” 同样强调了“ 主权” 的概
念以及“ 主权的欧洲” ꎬ回应了对法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恐袭、难民等问题ꎬ强调对
国家安全的重视ꎻ强调欧盟的效率、“ 多速欧洲” ꎬ以及在东西欧关系中对国家利益和
欧洲规范的捍卫ꎮ 维护独立主权与维持欧洲合作的关系将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平衡ꎮ

三

开放的独立外交: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政策

继赢得总统大选后ꎬ“ 共和国前进运动” (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ｎ ｍａｒｃｈｅ !) ① 与结盟的

“ 民主运动” (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 阵营又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５７７ 个席位中的 ３５０ 席ꎬ其中“ 共和国前进运动” 赢得 ３０８ 席ꎮ② 议会选举的结果避免
了出现“ 共治” ( 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对总统的牵制ꎬ进一步巩固了马克龙的执政地位ꎬ稳固了
马克龙推行对外政策的政治基础ꎬ也带来了某种乐观的情绪ꎮ 在国际舞台上ꎬ马克龙
一改近年来法国领导人保守、沉闷的形象ꎬ从首访德国ꎬ先后邀请正受欧美制裁的俄罗
斯总统普京、与欧洲发生龃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法ꎬ到参加北约峰会、欧盟峰会、

① 马克龙当选总统后ꎬ辞去“ 前进运动” ( Ｅｎ Ｍａｒｃｈｅ!) 主席ꎬ“ 前进运动” ( Ｅｎ Ｍａｒｃｈｅ!) 更名为“ 共和国前进
运动” (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ｎ ｍａｒｃｈｅ !) ꎮ
② 法国内政部(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 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 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ｉｅｕｒ.ｇｏｕｖ.ｆｒ / 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Ｌ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 / ｅｌｅｃｒｅｓｕｌ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７ / ( ｐａｔｈ)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７ / ＦＥ.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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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Ｇ２０ 峰会和联合国大会ꎬ再到提出“ 重启欧洲” 的倡议①ꎬ似乎令国内外耳目一新ꎬ大有
欲重执欧洲牛耳之势ꎬ其对外政策尤其是欧洲政策的框架也逐渐清晰ꎮ

在马克龙雄心勃勃的“ 重启欧洲” 的倡议中ꎬ既有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再承诺ꎬ也
呈现出政府间主义和大国合作的色彩ꎬ安全关切和防务问题被置于议程的前列ꎻ在重
申多边主义的原则和国际义务的同时ꎬ也呈现出某些战略收缩的成分和现实主义的色
彩ꎻ而在大国关系中ꎬ法国外交的独立性更加凸显ꎮ 这些构成了马克龙政府“ 开放的
独立外交” 的基本特点ꎮ
第一ꎬ居于对外政策核心的是欧洲政策ꎮ 马克龙提出了要建设一个“ 主权的、团
结的和民主的欧洲” ꎬ②体现了在民粹主义和疑欧、反欧情绪上升的法国ꎬ对坚定推行
欧洲一体化的再承诺ꎬ同时更加强调要建设一个“ 能够提供保护的欧洲” ( Ｅｕｒｏｐｅ ｑｕｉ
ｐｒｏｔèｇｅ) 和更有效率的欧洲ꎬ回应一体化带来的损害ꎮ

首先ꎬ重塑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领导权是马克龙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ꎮ 在奥

朗德总统任期内ꎬ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下滑ꎬ法德在欧债危机应对、欧洲经济治理、
对外干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ꎬ德国越来越成为欧洲事务中一个“ 不情愿的霸
权” ꎬ法国对德国的不满也在日益增长ꎮ③ 这是法国民粹主义和退欧、反欧、疑欧情绪
的重要根源ꎮ 马克龙的政策框架十分清晰:一是通过重振欧洲来重振法国ꎬ法国的发
展只能在欧洲的框架内才能更好地实现ꎬ法国的影响力只有通过欧洲联合才能更好地
发挥ꎻ二是在欧盟中重振法国的领导权ꎬ实现途径是通过法德合作ꎬ在法德合作中改变
“ 德强法弱” 的格局ꎮ 英国的“ 脱欧” 在加重欧盟面临的危机的同时ꎬ也为欧盟团结和
法德领导提供了动力ꎮ

其次ꎬ欧洲建设要回应人民的需要ꎬ保障欧洲的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ꎮ 欧洲面
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世界秩序变革带来的不平等、伊斯兰极端主义、气候变化、民粹主义
和美国的“ 推脱” ꎮ 重振欧洲的核心是建设一个“ 能够提供保护的欧洲” ꎬ能够在安全、
经济和价值上保护欧洲各国人民ꎬ特别是感到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ꎮ 要实

现这个目标ꎬ一是要强化欧盟的外交和军事能力ꎬ要和德国一道ꎬ带领那些愿意参与的
①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马克龙在法国索邦大学发表重要演讲ꎬ阐述“ 重启欧洲” 的倡议ꎮ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ｏｕｒ ｌ ’ Ｅｕｒ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ꎬ ｕｎｉｅꎬ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 ꎬ
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Éｌｙｓéｅ.ｆｒꎬ ２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ｌｙｓｅｅ.ｆｒ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ｐｏｕｒ－ｌ－ｅｕｒｏｐ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ｄ－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ｐｏｕｒ－ｕｎｅ－ｅｕｒｏｐ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ｕｎｉ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 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访问ꎮ
②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ｏｕｒ ｌ’ Ｅｕｒ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ꎬ
ｕｎｉｅꎬ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
③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Ｃｏｒｒｅꎬ “ Ｆｒ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Ａ Ｗａｋｅｎ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ｐｐ.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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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国家制定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ꎬ特别是在美国不愿介入的情况下能够
保证欧洲自身有防卫能力ꎻ二是要提升欧盟应对大规模难民潮的效率ꎬ改革欧盟难民
政策ꎬ在保护欧洲边界和保护难民庇护权之间寻求平衡ꎬ加强欧洲外部边境管控ꎬ建立
欧洲边境宪兵署( ｌ’ Ａｇ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 ｄｅｓ ｇａｒｄ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 ꎬ同时改革难民庇护体系ꎬ
还应在反恐中加强政策和司法合作ꎻ三是重振欧洲经济ꎬ深化欧元区的一体化ꎬ要提升
欧洲经济治理的民主性ꎬ强化欧元区的风险分担功能ꎬ制定欧元区共同预算ꎬ加强共同
的公共投资ꎬ保障民生ꎬ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ꎮ①
实现上述欧洲建设目标的关键是法德合作ꎬ为欧洲提供领导力ꎬ带领那些愿意参
与合作的国家加强团结、提高效率( 多速的欧洲) ꎮ 而要实现法德合作ꎬ有两个必要的

条件ꎮ 其一ꎬ马克龙也认识到ꎬ要说服德国支持法国的倡议ꎬ法国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
和社会改革ꎬ以扭转法德核心内部的“ 德强法弱” 的不平衡ꎬ② 特别是经济地位的失衡
和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ꎮ 马克龙即将进行的劳动法改革等提振经济的改革措施ꎬ将面
临国内强大的工会力量和议会内部极右极左等反对派的强大阻力ꎮ 其二ꎬ德国也需要
作出适当妥协ꎬ特别是调整在欧洲经济治理领域的强硬态度ꎬ在欧元区内承担更多的
风险和分担责任ꎬ以及同意增加共同的公共投资ꎮ 这将有利于缓解法国民众的忧虑和
反德情绪( 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和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都在大选中激烈批评德国的自
私和霸道) ꎮ③ 安格拉默克尔( 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 对马克龙新政府总体上持合作态度ꎬ
但德国大选后新的政治格局对法德合作的前景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ꎮ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ꎬ７ 月 １３ 日ꎬ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巴黎主持法德联合内阁会议ꎬ

就加强法德在欧洲反恐、防务、气候变化、经济、文教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多项共识ꎬ包括
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机供两国军队共同使用ꎬ积极参与欧洲无人机研制计划ꎬ在卫星、数
字技术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等ꎬ两国还将在制定欧洲虎式直升机新标准、研发

空地战术导弹等项目中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ꎮ 可以看出ꎬ双方合作的亮点是在争议和
分歧较小的防务和安全领域ꎮ 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承担安全预算上的批评、对北约的
“过时” 论调、对欧洲安全的“ 推脱” 态度ꎬ以及一直以来在欧盟安全与防务合作中强调

“大西洋主义” 的英国的“ 脱欧” ꎬ为强化欧盟自主的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带来了机遇ꎬ
①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 “ Ｌ ’ Ｅｕｒｏｐｅ ｎ ’ ｅｓｔ ｐａｓ ｕｎ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ｃｈé ” ꎬ 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Éｌｙｓéｅ.ｆｒꎬ ２２ Ｊｕｉｎ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ｌｙｓｅｅ.ｆｒ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ｄ－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ｌ－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ｓｔ－ｐａｓ－ｕｎ－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ｃｈ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② 张骥:“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ꎬ第 ３２ 页ꎮ
③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Ｂｅ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ｏｍａｒｔꎬ “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ｏｗ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Ｃａｎ Ｒｅｖｉｖｅ
ｔｈｅ ＥＵ” 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８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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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带来了紧迫性ꎮ 而在财政政策进一步一体化和共同投资等议题上ꎬ可能进入德国联
合政府的自民党持消极和反对的立场ꎬ缩小法德分歧的困难加大ꎮ
在中东欧国家的问题上ꎬ马克龙持较为强硬的立场ꎬ体现出某种保护主义的色彩ꎮ
他声称“ 欧盟不是一个超市” ꎬ①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应该承担政治后果ꎮ 他在大选中严

词批评了波兰、匈牙利等国在难民问题上拒绝合作的立场ꎮ 同时ꎬ他也指出欧盟劳工
政策方面的缺陷ꎬ要解决所谓“ 东欧工人抢走西欧工人饭碗” 的问题ꎮ 在英国“ 脱欧”
谈判的问题上ꎬ他在大选中主张强硬谈判立场ꎬ认为应该给那些试图“ 脱欧” 的国家一
个教训ꎮ 马克龙还强调要采取务实的态度ꎬ与“ 脱欧” 后的英国保持合作关系ꎬ“ 脱欧”
谈判必须顾及欧盟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利益ꎮ
第二ꎬ将国家安全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ꎬ这是对法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和
选民不安全感的直接回应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法国本土的安全形势由于接连不断的恐
怖主义袭击急剧恶化ꎬ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ꎮ 大量难民的涌入也逐渐演化为一个安
全问题ꎮ “ 安全” 成为极右势力在大选中的一个主要议题ꎬ构成了极右和民粹势力崛
起的重要社会基础ꎮ 但法国本土安全确实面临现实威胁ꎬ必须有效应对ꎮ 同时ꎬ美国
日渐浓厚的“ 孤立主义” 倾向ꎬ也迫使欧洲盟友更多依靠自己承担防务和安全责任ꎮ
马克龙将国家安全放在外交政策的突出位置ꎬ任命具有丰富国防和安全事务经验的奥
朗德政府国防部长让 － 伊夫勒德里昂( Ｊｅａｎ － Ｙｖｅｓ Ｌｅ Ｄｒｉａｎ) 担任新政府外交部长ꎮ
其主要政策框架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欧洲和法国的防务能力ꎬ逐步增加防务开支ꎬ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军费占 ＧＤＰ 的 ２％的目标ꎮ 如前所述ꎬ在提升法国自身防务能力的同时

主要依靠欧洲合作来保障安全ꎻ二是强化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ꎬ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
国际合作ꎬ集中针对那些直接威胁法国的地区和来源ꎬ而不是宽泛地参与打击恐怖主
义的行动ꎻ三是通过欧洲合作ꎬ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管控和改革避难保护体系双管齐下
以缓解难民危机ꎮ
但马克龙新政府加强国家安全的努力面临严峻的财政挑战ꎮ 为了兑现减少财政
赤字的承诺ꎬ马克龙政府计划削减 ４５ 亿欧元的财政支出ꎬ其中包括削减 ８.５ 亿欧元的

军费ꎬ这对法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军费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ꎬ引发军方不满并最终导致
与马克龙争吵的总参谋长皮埃尔德维里耶(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辞职ꎮ 为此ꎬ马克龙承
诺ꎬ２０１８ 年在不增加其他部门预算的情况下将军费由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２７ 亿欧元增加到

３４２ 亿欧元ꎬ并在 ２０２５ 年前实现军费增加到占 ＧＤＰ２％ 的目标ꎮ 但是ꎬ如果法国的经

济和财政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ꎬ安全、福利、发展对资源需求的矛盾将长期困扰法国政
①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ｎ’ ｅｓｔ ｐａｓ ｕｎ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ｃｈé” .

开放的独立外交

１２５

府ꎮ
第三ꎬ在对外政策中放弃新保守主义ꎮ 尽管马克龙将安全和反恐置于外交议程的
优先地位ꎬ但他决定改变前两届政府对外武装干预的新保守主义路线ꎬ体现了某种程
度的战略收缩ꎮ 近年来ꎬ法国先后发动了对利比亚更迭政权的干预战争ꎬ以及对科特
迪瓦、马里以及中非共和国的武装干预ꎮ 这些对外干预消耗巨大ꎬ又未能有效维护法
国的利益ꎬ反而使法国成为恐怖主义报复的主要对象ꎮ 马克龙认为ꎬ民主不是从外部
强加的ꎬ对利比亚的干预战争是一个错误ꎬ干预的结果催生了失败国家ꎬ使其成为恐怖
主义的温床ꎮ① 马克龙政府对外反恐军事行动的政策框架有四个方面:一是打击恐怖
主义势力ꎬ特别是对法国安全构成威胁的“ 伊斯兰国” 等恐怖组织而不是以政权更迭
为导向ꎻ二是要加强反恐行动中的国际合作ꎬ不以意识形态画线ꎬ特别是需要得到俄罗
斯、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的合作ꎻ三是更加注重外交和政治手段的作用ꎬ不是一味使用
武力ꎻ四是利用当地的力量( 代理人) 开展反恐军事行动ꎬ②而不是法国直接出兵ꎮ
马克龙认为对叙利亚的政策不应重蹈利比亚的覆辙ꎮ 他不坚持将巴沙尔阿萨
德( Ｂａｃｈａｒ ｅｌ －Ａｓｓａｄ) 的下台作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前提条件ꎬ而是划定“ 使用化学武
器” 和“ 人道主义通道” 两条红线ꎬ如果找到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ꎬ法国将做出军事反
应ꎬ甚至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ꎮ 马克龙确定了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框架:一是军事行
动只针对恐怖组织ꎬ任何有助于根除恐怖主义势力的合作都是受欢迎的ꎬ特别是需要
俄罗斯的合作ꎻ二是要维护叙利亚的稳定ꎬ而不是出现一个失败国家ꎻ三是“ 使用化学
武器” 和“ 人道主义通道” 两条红线ꎬ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ꎻ四是
中期目标是实现一个稳定的叙利亚ꎬ这包括尊重少数群体的权利ꎮ③
第四ꎬ更加平衡和灵活的大国关系ꎮ 马克龙在上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ꎬ先后邀
请正受欧美制裁的俄罗斯和与欧洲盟友龃龉的美国的领导人访法ꎬ显示出在处理大国
关系上的灵活手腕ꎬ在国际舞台上凸显了法国“ 独立” 外交的传统ꎮ 法俄、欧俄关系由
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和法、欧对俄制裁持续紧张ꎬ马克龙调整对俄政策ꎬ在欧美
大国中率先邀请普京访法ꎬ以务实态度推动与俄罗斯的对话ꎬ一方面寻求俄罗斯在反
恐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ꎬ另一方面也继续在乌克兰、叙利亚危机和人权问题上向俄
罗斯表明不同立场ꎮ 更令人意外的是ꎬ马克龙邀请与欧洲盟友特别是与德国发生龃龉
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法ꎬ试图说服特朗普改变退出« 巴黎协定» 的立场ꎬ而此前他曾公
①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ꎬ “ 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ｎ’ ｅｓｔ ｐａｓ ｕｎ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ｃｈé” .
② Ｊｏｈｎ Ｉｒｉｓｈꎬ “ 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Ｍａｃｒｏｎ Ｐｕ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ｔ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２３ Ｊｕｎｅ ２３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ｆ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９Ｄ２Ｏ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③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 “ 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ｎ’ ｅｓｔ ｐａｓ ｕｎ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ｃｈ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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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批评美国准备退出« 巴黎协定» 的决定ꎮ 虽然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
义倾向ꎬ欧美在北约、欧洲安全、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上矛盾扩大ꎬ① 但马克龙仍然强
调在国际反恐、叙利亚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ꎻ而在英国“ 脱欧” 、美德关系龃
龉的情况下ꎬ法国也成为美国在欧盟中重要的对话伙伴ꎮ② 此外ꎬ马克龙主张与“ 脱
欧” 后的英国保持务实和紧密的关系ꎬ在安全、防务、反恐、移民等领域加强合作ꎮ 他
还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叙利亚问题上寻求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合作ꎮ 可以看出ꎬ法国新政
府试图在对美和对俄关系方面寻求某种新的平衡ꎬ并试图在存在严重意识形态和战略
矛盾的大国中扮演对话者的角色ꎮ

四

结论

２０１７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极端政党的崛起不是暂时性的现象ꎬ

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国际环境ꎮ 它是法国社会对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地位下降和安
全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反应ꎬ同样也受到民粹主义在欧美大国兴起的影响ꎮ 法国民众对
本国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和代价更加敏感ꎮ 民粹力量将其加以利用ꎬ将国
内经济、社会危机的原因外部化ꎬ指向欧盟和全球化ꎬ法国传统的左右之争被演化为全
球化与反全球化、支持欧洲一体化与反对欧洲一体化之争ꎮ 这深刻地影响着大选中的
外交政策辩论和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选择ꎮ
大选中的外交政策争论实质上是以马克龙为代表的“ 开放的独立外交” 路线和以
勒庞为代表的“ 封闭的独立外交” 的路线之争ꎮ 尽管他们都声称求诸于法国外交传统

的合法性ꎬ但勒庞通过封闭、排外和保护主义给欧洲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是忧虑和恐惧ꎬ
不可能给法国带来真正的安全ꎬ实质是对法国外交传统共识的背离ꎻ马克龙主张独立、
欧洲一体化和多边主义ꎬ实质上继承了第五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共识ꎮ 与此同时ꎬ
大选中反映出的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负面民意也制约了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选择ꎮ
“ 开放的独立外交” 再次表明ꎬ尽管法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的相对收益下

降ꎬ但欧洲一体化仍是法国实现国家目标不得不依赖的路径ꎬ一体化本身已经成为实
现国家主权的一种形式ꎮ 同时ꎬ“ 开放” 并非是超国家主义的ꎬ“ 主权” 和“ 独立” 仍然
是法国外交的基本诉求ꎬ而且当在一体化和全球化中利益受损时ꎬ强调保护的一面就
会上升ꎮ 维护独立主权与维持欧洲合作的矛盾仍是法国外交中的基本矛盾ꎮ
①
②

赵怀普、赵健哲:“ ‘ 特朗普冲击波’ 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Ｃｏｒｒｅꎬ “ Ｆｒ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Ａ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ꎬｐｐ.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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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框架已经逐渐清晰:一是将重塑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
洲领导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ꎻ二是将国家安全置于外交议程的优先地位ꎻ三是
放弃对外武装干预的新保守主义路线ꎬ强调有针对性的反恐和加强国际合作ꎻ四是更
加平衡和灵活的大国外交ꎮ 其中既有对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的再承诺ꎬ又
体现出政府间主义和大国合作的色彩ꎬ既有对国家安全和反恐的强调ꎬ又体现出某种
程度的战略收缩和现实主义色彩ꎬ在大国关系中更是重现法国外交的独立特征ꎬ这些
构成了马克龙新政府“ 开放的独立外交” 的基本特征ꎮ 马克龙的当选暂时扭转了法国
走向封闭、民粹和“ 脱欧” 的危机ꎮ 当前的危机也许能给欧洲一体化建设带来改革和
前进的动力ꎬ但所有的努力既需要真正务实的推进ꎬ也需要回应法国民意的关切ꎮ 能
否在捍卫独立主权与维持欧洲合作之间寻求到新的平衡ꎬ仍然在考验着法国新政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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