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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 域 与 共 通 体:欧 洲 转 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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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欧债危机后兴起的疑欧主义为欧洲转型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研究的空间ꎮ
欧洲转型不仅可以把欧洲整合进程中的前进、后退以及循环这样的复杂过程综合地概括
出来ꎬ同时还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上把握欧洲向心整合过程中的异质性ꎮ 欧洲转型的起点
是民族国家ꎬ而终点则是欧洲民族区域ꎮ 欧洲民族区域的构建包括区域构建和民族构建
两部分ꎮ 与联邦概念相比ꎬ民族区域概念在学理上更为准确ꎬ同时也与民族国家保持了
概念上的一致性ꎮ 欧洲转型并不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过程ꎬ而共通体则是其阶段
性的目标ꎮ 共通体是相对于共同体而言的概念ꎮ 共同体的资源分配以自上而下的模式
为主ꎬ而共通体的资源分配则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协调基础上ꎮ 本世纪以来的制宪进程是
一种共同体的努力ꎬ但是这一努力却需要在共通体的基础上达成ꎮ 欧债危机的产生表明
欧洲共同体还远未形成ꎮ 在危机出现的初期ꎬ欧盟放弃救助的逻辑便是共通体的逻辑ꎮ
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共通体逻辑的影响ꎬ但同时也为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孕
育了新的契机ꎮ 目前的欧洲转型有两项重点:一是巩固共通体的成果ꎻ二是从共通体转
向共同体ꎮ 不同区域执行这两大任务的侧重和进度应有所区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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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之后ꎬ疑欧主义在欧洲进一步蔓延ꎬ这使得欧洲一体化面临严重挑战ꎮ
有学者认为ꎬ“ 欧洲转型” 的概念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ꎮ 虽然“ 欧洲转型” 这一概
念已经出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中ꎬ但是并未经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和界定ꎮ 本文尝
试对此进行学理性的讨论ꎮ 笔者首先分析了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和意义ꎬ然后对这一
∗ 本文系 ２０１４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民主发展路径研究” (１４ＢＺＺ００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一等资助项目“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０５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全球
治理的哲学基础:中西方的比较” (２０１４Ｔ７００９８)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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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概念进行了起点和终点的界定ꎮ 为了更为准确地界定欧洲转型的终点ꎬ笔者在民
族国家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区域的概念ꎮ 同时ꎬ为了充分把握欧洲转型的复杂性
和阶段性ꎬ笔者又提出了欧洲共通体的概念ꎮ 最后ꎬ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ꎬ本文对本
世纪以来欧洲转型的两大事件———宪政进程和欧债危机进行了分析ꎮ

一

欧洲转型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为什么要提出“ 欧洲转型” 这一概念? 就描述欧洲民族国家向地区层面让渡权力
这一进程而言ꎬ过去学术界常用的概念是欧洲一体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ꎮ 这一概
念已经成为欧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ꎮ 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都围绕这一概念展
开ꎮ① 然而ꎬ在欧债危机后ꎬ欧洲出现了强烈的疑欧主义ꎮ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 ２０１３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ꎬ疑欧主义(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

ｃｉｓｍ) 过去被看成是英国的专属品ꎬ然而目前这种疾病已经在欧洲大陆蔓延ꎮ 这份报
告通过对欧洲晴雨表(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ꎬ在欧
债危机之后ꎬ成员国公民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显著下滑ꎮ 在 ２００７ 年ꎬ法国、德国、意
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英国公民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分别为 ＋ １０、 ＋ ２０、 ＋ ３０、 ＋ ４２、 ＋ ５０
和 － １３ꎬ而在 ２０１３ 年ꎬ这些国家的支持率则为 － ２２、 － ２９、 － ２２、 － ５２、 ＋ ６ 和 － ４９ꎮ②

在上述疑欧主义的背景下ꎬ概念创新的意义就逐渐显现ꎮ 概念创新是社会科学创

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ꎮ 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由推论构成ꎬ而推论则是对两个概念或多
个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述ꎮ 因此ꎬ概念是社会科学的基础ꎬ概念创新在很大程度也
是社会科学创新的基础ꎮ③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ꎬ人们在使用概念时会出现审美
疲劳ꎮ 即便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ꎬ人们在长期使用它的过程中对其关注度可能也会逐
渐下降ꎮ 概念的功用之一是通过一种意义的指称来激发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者变化的
关注ꎮ 而当人们对某一概念的关注度消失或者对某一概念表示强烈的怀疑时ꎬ概念创
新的空间就会显现ꎮ 人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概念创新来保持一种概念使用的新
鲜感ꎮ 当然ꎬ一个好概念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深刻把握所处时代的一些新的特征和内
① 在这一领域的一份非常有影响的英文刊物« 欧洲一体化杂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就以这一
概念命名ꎮ
② Ｊｏｓｅ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Ｔｏｒｒｅｂｌａｎｃ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Ｌｅｏｎ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Ｗｉｄ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ｍｏ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ｆｒ. ｅｕ / ｐａｇｅ / － / ＥＣＦＲ７９ ＿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 ＢＲＩＥＦ ＿ ＡＷ.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③ 关于概念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ꎬ参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ꎬ “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ｉ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６４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７０ꎬ ｐｐ. １０３３－１０５３ꎻ [ 意] 乔万尼萨托利:“ 比较政治学中的概
念误构” ꎬ高奇琦、景跃进主编:« 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３５－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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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ꎮ
“ 欧洲转型” 的提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概念创新的努力ꎮ 在国内ꎬ这一概念最早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相关中文著述中系统提出ꎮ 在英文文献中ꎬ“ 欧洲
转型”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一词多出现于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中ꎮ① 该词多与其他词
汇结合出现ꎬ如 “ 欧洲转型经济学”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ꎬ② 或 “ 中东欧转
型” (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等ꎮ③ 查尔斯寇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ｇａｎ) 在其一篇
论文的标题中独立使用了“ 欧洲转型”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一词ꎬ但是他在这篇文章
中讨论的却是密特朗在其执政时期对法国与北约关系的调整ꎬ而并未对“ 欧洲转型”

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完整的讨论ꎮ④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承办的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讨论了“ 欧洲转型及其影响” ꎮ 但与会者主要在实质意义或相关
意义上来探讨ꎬ而较少从理论上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分析ꎮ 从会议综述的内容来
看ꎬ仅有少数学者对欧洲转型的问题进行了直接的讨论ꎮ 例如ꎬ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研究员认为ꎬ欧洲一直处于转型之中ꎬ只是不同阶段的特征
各不相同ꎮ 目前的这个转型是向更加紧密的联盟转型ꎮ⑤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创新工程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名称中也出现了“ 欧

洲转型” 这一提法ꎮ 它基本上将欧洲转型界定为“ 通过一体化进程逐步走向联合壮
大” 的过程ꎮ 该报告认为ꎬ目前欧洲转型面临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在经济全球化急
剧扩张、高科技迅猛发展、冷战后国际格局嬗变的背景下ꎬ欧洲转型出现了新的契机ꎻ
二是本世纪的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推动了欧洲转型ꎬ并使其朝着
① 中文“ 转型” 所对应的英文ꎬ可以是“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ꎮ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往往指称一种状态到另一
种状态的革命性变化ꎬ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则往往指称源自内部的革新或变化ꎮ 本文用“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来指
称从民族国家到民族区域的一体化过程( 民族区域的概念后文将着重讨论) ꎮ 因此ꎬ相比而言ꎬ用“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比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更准确些ꎮ 同时ꎬ在英文的社会科学领域ꎬ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等概念也使用的是“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ꎬ作
者注ꎮ
② 相关重要文献如 Ａｌａｎ Ａ. Ｂｅｖａｎａ ａｎｄ Ｓａｕｌ Ｅｓｔｒｉｎｂꎬ “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７７５－７８７ꎻ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Ｇ. Ｄｅｍｅｋ￣
ａｓꎬ Ｂａｌáｚｓ Ｈｏｒｖáｔｈꎬ Ｅｌｉｎａ Ｒｉｂａｋｏｖａ ａｎｄ Ｙｉ Ｗｕꎬ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３６９－３８６ꎮ
③ 相关重要文献如 Ｐｅｔｒ Ｐａｖｌíｎｅｋ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ｎ Ｓｍｉｔｈ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ａｓｔ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ｚｅｃｈ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７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６１９－６３８ꎻ Ｄａｖｉｄ Ｔｕｒｎｏｃｋꎬ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ꎬ Ｇｅ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１－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１２９－１４０ꎮ 另参见德国左翼政治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 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 关于东欧
转型的重要著作: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ꎬ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ꎮ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ｇａｎꎬ “ Ｍｉｔｔｅｒｒａｎｄꎬ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ＮＡ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５７－２６７.
⑤ 孙莹炜、张海洋:“ ‘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欧洲转型及其影响’ 会议综述” ꎬ«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第
１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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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方向发展ꎮ 报告还从欧洲的经济治理、低碳化创新政策、社会模式调整、社会保障
制度变化、政治力量组合、法律实践、发展援助政策、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等多个方面讨
论了欧洲转型的具体内容和动因ꎮ①
转型是目前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行词汇ꎮ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ꎬ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 名词 ＋转型” 这样的组合概念ꎬ譬如“ 政治转型” 、“ 社会转型” 、“ 治理转型” 等ꎮ 转型

这一词汇主要具备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ꎬ转型所指称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宏大的、
深刻的变化ꎻ第二ꎬ转型代表了一种渐进改革的思路ꎮ 将这两点结合起来可以说ꎬ转型
既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ꎬ但其又通过渐进的阶段性改革来实现ꎮ “ 欧洲转型” 也可以

作为这样的组合概念出现ꎮ 它同样具备上述的这两个特征:既描述了一种向地区集聚
和整合资源的深刻变化ꎬ同时又代表了一种渐进变迁的思路ꎮ
从概念意义上来讲ꎬ欧洲转型与欧洲一体化究竟是何种关系呢? 就其实质意义而
言ꎬ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接近的ꎮ 在非学术的讨论中ꎬ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相互替换
地使用ꎮ 但是ꎬ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和科学概念的角度来看ꎬ这两个概念是有较大
差别的ꎮ “ 欧洲一体化” 中“ 一体化” 的英文是“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其对应的更准确的中文应
是“ 整合” ꎬ其表达的是一种内聚的、向心的运动状态ꎮ 从中文含义来看ꎬ“ 一体化” 所
指称的是各个行为体的行为变得一致的过程ꎮ②“ 一体化” 的中英文指称都相对比较具
体ꎬ同时其又有明确的单向的、线性的特征( 即从个体向中心集聚或个体围绕中心达
成某种一致) ꎮ 所以ꎬ当欧洲面临向心整合的挫折时ꎬ“ 一体化” 这一概念就会面临非
常大的挑战ꎮ

相比而言ꎬ欧洲转型是一个更具开放性的复合概念ꎮ 具体来看ꎬ其概念优势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ꎬ欧洲转型可以把欧洲整合进程中的前进、后退以及循环这样的复杂过程综
合地概括进去ꎮ 一方面ꎬ转型是一个包含起点和终点的过程概念ꎮ 另一方面ꎬ转型又
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ꎬ既包括前进的过程ꎬ同时也可能包括后退的过程ꎮ 以政治
转型为例ꎬ目前学界认为ꎬ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三次明显的民主化浪潮ꎬ但同时在每次民
主化浪潮之后ꎬ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民主化回潮( 特别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民主化之
后) ꎮ③ 一体化的概念更多表示单向的线性过程ꎬ所以当实践中出现逆向行为时ꎬ这一
“ 欧洲转型 ２０１２:危机与调整” 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创新工程报告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第 ７ 页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 一体化” 的中英文含义是存在一定差别的ꎮ 然而ꎬ人们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会不断比
照中英文的含义ꎬ然后慢慢就达成了某种概念使用的共识ꎮ
③ 亨廷顿将第一次民主化和第二次民主化的时段分别界定为 １８２８－ １９２６ 年和 １９４３－ １９６２ 年ꎬ同时将第一
次回潮和第二次回潮的时段界定为 １９２２－ 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５８－ １９７５ 年ꎮ 参见[ 美] 亨廷顿:« 第三波———２０ 世纪后期
民主化浪潮» 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版ꎬ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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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会面临很大挑战ꎮ 相比而言ꎬ转型本身就预设了循环往复的复杂过程ꎮ
第二ꎬ欧洲转型可以同时从空间和时间上把握欧洲向心整合过程中的异质性ꎮ 欧
洲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空间概念ꎬ其反映了欧洲各国的资源要素在空间上自由流动以
及向心凝聚的过程ꎮ 同时ꎬ一体化概念只是清晰地表达出向心集聚资源的同质化的努
力ꎬ而不能对欧洲整合过程中的异质性特征给予充分地揭示ꎮ 而转型则将时间维度和
空间维度融合在一起ꎮ 欧洲转型通过多层次和多阶段的界定ꎬ可以对复杂的现实作出
有效的回应ꎮ 欧洲转型的异质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层治理ꎬ在时间上则表现为多期治
理和多速治理ꎮ

二

欧洲民族区域:欧洲转型的远期目标

如前所述ꎬ欧洲转型这一概念力图描述一种在民族国家之上进一步整合资源的复
杂过程ꎮ 因此ꎬ可以将欧洲转型的起点界定为民族国家ꎮ 那么ꎬ如何界定欧洲转型的
终点呢? 对于欧洲未来的政体形式ꎬ已经有较多的论述ꎮ 丘吉尔在 １９４６ 年“ 欧洲的悲

剧” 的演说中提出“ 欧洲合众国” 的想法ꎮ① 让莫内则认为:“ 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
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ꎬ或是一个‘ 欧洲实体’ ꎬ使欧洲成为一

个共同的经济单位” ꎮ② 詹多梅尼科马约内(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 则将欧盟看成是
一个保障欧洲市场有效运行的规制国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ꎮ③ 理查德贝拉米( 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Ｂｅｌｌａｍｙ) 对欧盟未来发展的表述则是“ 拥有多层‘ 机制’ 的多中心‘ 政体’ ” ( ａ ｐｏｌｙ￣
ｃｅｎｔｒｉｃ ‘ ｐｏ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 ｒｅｇｉｍｅ’ ) ꎮ④

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与民族国家相对的概念———民族区域ꎬ用以指称未来欧洲可

能的政体形式ꎮ 这一概念是在相对严密的概念逻辑基础上提出的ꎮ 首先ꎬ笔者认为ꎬ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构建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国家构建(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和民族构建
(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ꎮ 国家构建中最关键的要素有两个: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ꎮ 财政自

主的集中表现就是征税系统的形成及其制度化ꎮ 暴力垄断是指国家垄断暴力的使用ꎬ
而其他机构则不能轻易使用暴力( 其他机构在使用暴力时则需要得到国家的授权或

[ 法] 皮埃尔热尔贝:« 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ꎬ第 ４９ 页ꎮ
[ 法] 让莫内:« 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 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８９ 年版ꎬ第 １０ 页ꎮ
③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ꎬ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７７－１０１.
④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Ｄａｒｉｏ 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ꎬ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 － ‘ Ｐｏ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 Ｒｅｇｉｍｅ’ :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Ｅ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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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家的批准) ꎮ 这一点在查尔斯  蒂利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的著作中有过精要的论
述ꎮ① 民族构建的核心则是公民权、公民文化与民族认同ꎮ 这里的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ꎬ实际
上是国族( 即国家层面上的民族) ꎬ而不是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ꎮ 民族构建首先要给所
有的公民赋予平等的公民权( 主要包括政治参与权和政治表达权) ꎬ而保障公民权的

核心是法律框架和代议框架ꎮ 然后ꎬ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积极的公民文
化ꎮ 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公民文化产生的重要载体和场域ꎮ 最后ꎬ这种公共参与促
使公民在国家层面形成民族认同( 国族认同) ꎮ

同理ꎬ民族区域 ( ｎ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ｇｉｏｎ) 构 建 也 主 要 包 含 两 个 部 分: 区 域 构 建 ( ｒｅｇ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和民族构建(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ꎮ 区域构建的核心要素仍然是财政自主和暴力
垄断ꎮ 哈贝马斯在分析欧盟未来走向时ꎬ特别提出了在欧盟层面征税的重要性ꎮ② 之
前ꎬ欧盟的收入来源并非来自“ 共同体税” ꎬ而是由成员国规定并收取的“ 收入” 构成ꎮ
这些主要来自成员国的收入包括进口关税、农业性提款、所有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一部分等ꎮ③ 在财政问题上ꎬ欧盟讨论最多的仍然是成员国间的财政协调ꎬ而非在欧
盟层面直接征税ꎮ 这一点在未来仍然面临重大挑战ꎮ 在区域层面的暴力垄断上ꎬ欧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正如挪威学者阿什利托捷( Ａｓｌｅ Ｔｏｊｅ) 所指出的ꎬ在共同外交与
安全政策( ＣＦＳＰ) 领域ꎬ欧盟只能算作是一个小的权力体(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 ꎮ④ 目前暴力垄

断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共同安全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ꎬ譬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的设立ꎮ 然而ꎬ最关键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军队的设立ꎬ但进展有限ꎬ因其与
财政自主密切相关ꎬ在财政自主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ꎬ上述种种都是空谈ꎮ
欧洲的民族构建便是欧罗巴民族的形成ꎬ其构成要素为欧洲公民权、欧洲公民文
化以及欧洲民族认同等ꎮ 欧洲公民权的讨论之前就已出现ꎮ⑤ 欧洲议会和欧洲政党
的发展可以为公民权奠定基础ꎮ 一些乐观的研究表明ꎬ欧洲议会正在逐渐走向成熟ꎬ
同时ꎬ欧洲政党的发展也在为欧洲层面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ꎮ⑥ 当然ꎬ这类观点可能
需要更为冷静地看待ꎮ 欧洲公民文化的发展则与欧洲公民社会和欧洲公共领域的发
① [ 美] 查尔斯蒂利:«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公元 ９９０ － １９９２ 年) » ꎬ魏洪钟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１９－３１ 页ꎮ
② 参见[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 ꎬ曹卫东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１５８ 页ꎮ
③ 参见翁武耀:“ 欧盟税制概况” ꎬ«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第 ６３－６４ 页ꎮ
④ Ａｓｌｅ Ｔｏｊｅꎬ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４３.
⑤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øｌｌｅｓｄａｌꎬ “ Ｕｎｉ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ꎬ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２３３－２３７.
⑥ Ｓｅｅ Ｓｉｍｏｎ Ｈｉｘꎬ Ａ. Ｎ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Ｇ. Ｒｏｌａｎｄꎬ “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１９７９－２００１”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０９－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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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紧密关联ꎮ 进入本世纪后ꎬ欧盟逐步设计了确保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咨询和对话机
制ꎬ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欧盟的治理框架ꎮ① 与此同时ꎬ欧洲公共领域也在缓慢发展ꎮ
一些研究认为ꎬ欧盟机构与公众之间正在创造一个争论的公共空间ꎬ公众舆论和集体
意志也在其中形成ꎮ② 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乐观的估计持批评态度ꎮ 同时ꎬ欧洲层面
的民族认同似乎也在向前推进ꎮ 尽管有许多研究都强调欧洲层面的象征符号与大众
层面的泛欧洲经验间的互动ꎮ 然而ꎬ目前的欧洲认同却与国家认同形成了多种复杂的
关系ꎬ这些关系包括嵌套关系、交叉关系以及混杂关系等ꎮ③ 关于欧洲民族认同的形
成ꎬ两方面的因素最为关键:第一ꎬ日常民族主义( 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对欧洲认同的塑
造ꎬ④即欧洲民众经常关注和参与欧洲层面的活动ꎮ 在这种不经意之间ꎬ欧洲的民族
认同就在缓慢地形成ꎻ第二ꎬ一些关键事件可以成为欧洲认同形成的历史关节点ꎮ 重
大事件会激发人们的讨论ꎬ在争论中可能会更为有效地形成欧洲民族认同ꎮ 欧洲民族
构建的最终产品是欧洲性(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ｓｓ) ꎮ 托马斯里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认为ꎬ欧洲性
要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ꎬ即构建欧洲性的关键是“ 成为欧洲”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ꎮ⑤ 里斯的观点更多地基于当下的情境ꎮ 在未来ꎬ如果欧洲性要成为一种重要的
认同ꎬ势必要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形成某种竞争关系ꎮ

可能有研究者会问:这里的欧洲民族区域所指称的内涵不正是欧洲联邦的内涵
吗? 因此ꎬ这里需要对民族区域与联邦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ꎮ 联邦是民族国家的一种
形式ꎮ 我们通常认为ꎬ联邦制和单一制是民族国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两种不同
的制度形式ꎮ 联邦制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共和国、州、邦) 结合而成的国家
结构形式ꎮ 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士、加拿大、印度等国实行联邦制ꎮ 单一制是由若干
行政区域或自治区域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的结构形式ꎮ 中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实行单
一制ꎮ⑥ 换言之ꎬ联邦制赋予地方较多的自主权ꎬ而单一制则赋予中央较多的控制权ꎮ
① Ｓｅｅ Ｂｅａｔｅ Ｋｏｈｌｅｒ－Ｋｏｃｈꎬ“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Ｕ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Ａｓｔｒｏｔｕｒ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００－１１６.
② Ｓｅｅ Ｅｒｉｋ Ｏｄｄｖａｒ Ｅｒｉｋｓｅｎꎬ “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３４１－３６３.
③ [ 德] 托马斯里斯:“ 社会建构主义与欧洲一体化” ꎬ[ 英] 安特耶维纳、[ 德] 托马斯迪兹主编:« 欧
洲一体化理论» ꎬ朱立群等译ꎬ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２０９－２１１ 页ꎮ
④ 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米歇尔比利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ｉｌｌｉｇ) 用日常民族主义一词来指称那些通常没有被注意
到的、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民族实践ꎮ 他说:“ 日常民族主义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和激情下被有意
识地挥舞的旗帜ꎬ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 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ｉｌｌｉｇꎬ 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８. 另参见高奇琦:“ 宏观民族分析的微观基础:西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评述及补充” ꎬ« 民
族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１２ 页ꎮ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ꎬ “ Ｎｅ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９１－３０９.
⑥ 孙关宏、胡雨春主编:« 政治学» 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６３－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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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用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 即联邦) 来指称某种民族国家的替代形式是不恰当的ꎮ
事实上ꎬ将欧洲的未来形式比喻成联邦ꎬ更多的是政治家的一种形象的说法ꎬ并非严格
意义上的学术指称ꎮ 并且ꎬ联邦只能描述类似国家的政权建设ꎬ而不能描述民族构建
的内容ꎮ 而民族区域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概念ꎬ既包括区域构建的内容ꎬ也包括民族
构建的内容ꎮ 另外ꎬ民族区域与民族国家也保持了一种概念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ꎮ 综
上ꎬ从概念的逻辑严密性上来看ꎬ民族区域要优于联邦ꎮ 在对民族区域进行概念界定
后ꎬ欧洲转型就可以被界定为从欧洲民族国家到欧洲民族区域的过程ꎮ

三

共通体:欧洲转型的阶段性目标

如前所述ꎬ欧洲转型是从欧洲民族国家到欧洲民族区域的过程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过程ꎮ 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复
杂性ꎮ 欧洲转型从一开始就需要在克服国家性上进行努力ꎮ 而克服国家性的一个重
要内容即是在国家之间形成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ꎮ 因为欧洲转型的过程是极其复杂
的ꎬ所以要辨识欧洲转型是在前进而不是后退ꎬ就需要设立一个阶段性目标ꎮ 笔者在
这里将这个阶段性目标界定为“ 共通体” ꎮ

“ 共通体” 这一概念源自法国思想家让 － 吕克南希( Ｊｅａｎ － Ｌｕｃ Ｎａｎｃｙ) « 解构的共

通体» (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Ｄéｓｏｅｕｖｒéｅ) 一书的译本ꎮ 书中“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一词对应的英文
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ꎮ 该词在中文语境中一般被翻译为“ 共同体” ꎮ « 解构的共通体» 一书
的译者夏可君先生认为ꎬ“ 共同体” 的译法并不能完全表达原意ꎬ甚至还可能错误地表
达原意ꎮ “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来自拉丁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 ( 名词) 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形容词) ꎮ 其中ꎬ“ ｃｏｍｍｕｎ” 的词根被看成是与“ ｐｒｏｐｒｅ” ( 专有、特有) 相对的一个概
念ꎬ即表达一种相对于“ 私人” 的“ 公共” 、相对于“ 特有” 的“ 一般” 的含义ꎮ “ ｍｕｎｕｓ” 的
词根则强调作为礼物相互给予、交换和交流ꎮ① 从其表达的含义来看ꎬ“ 共同体” 与“ 共
通体” 这两个译法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ꎮ “ 共同体” 更多展示的是一致性ꎬ或者说是差
异性的消除ꎮ “ 共同体” 一般会形成一种具有强制力的中央权威ꎬ其资源分配以自上
而下的模式为主ꎮ 建立在这种分配模式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是匀质的和均等的ꎬ这便是
其“ 同” 的核心含义ꎮ 而“ 共通体” 则更多展示的是协调性ꎬ或者说是在协调与沟通的
基础上逐步克服差异性的消极影响ꎬ并力图寻求一致性ꎮ “ 共通体” 并没有形成有效
的中央权威ꎬ所以ꎬ其资源分配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协调基础上ꎮ 一方面ꎬ建立在协调的
①

[ 法] 让－吕克南希:« 解构的共通体» ꎬ夏可君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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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模式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是存在差异的ꎬ另一方面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力图在协调
后希望实现一种相对匀质或均等的效果ꎮ
上文中讨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区域实际上都是共同体的一种类型ꎮ 对于民族国
家的国家建设而言ꎬ“ 共同体” 的“ 同” 主要体现为法律规范的同一化以及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ꎮ 中央权威或者说公共权力则是保障这种“ 同” 的根本力量ꎬ其力量的形成从
根本上来自于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ꎮ 在民族国家的民族建设中ꎬ这种“ 同” 则体现为
同质的公民文化ꎬ以及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即公民认为国家的权威是唯一的) ꎮ 同样ꎬ
对于民族区域的区域建设而言ꎬ“ 同” 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区域层面构建公共权力( 区域

层面的独立征税和垄断暴力便是公共权力的核心表现) ꎬ以及在这种公共权力的保障
下实现一体的法律秩序和公共服务ꎮ 在民族区域的民族建设中ꎬ“ 同” 则主要体现为
在区域层面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ꎮ
“ 共通体” 则是柔性地实现共同体的一个阶段性状态ꎮ 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设更

多地与战争联系在一起ꎮ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ꎬ国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在国内社会汲
取资源的能力ꎮ 同时ꎬ在战争之后ꎬ获胜方以秩序之名可以宣布暴力的垄断性使用ꎮ①
因此ꎬ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战争史ꎬ这一点在欧洲的案例中有非常
明显的体现ꎮ 而欧洲民族区域发展的最大困难在于ꎬ这一目标是在和平的环境下不断
推动的ꎮ 尽管这一进程在推动的初始阶段有战争的背景ꎬ即欧洲向心整合的初始动力
是为了抗衡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和防止德国的膨胀及其对欧洲的主导ꎬ②但是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ꎬ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与战争没有太大的关联ꎮ 目前的欧洲民族区域
建设采用的过渡性方法是“ 通” ꎬ即在沟通的基础上寻求一致ꎮ

因此ꎬ这里需要对“ 共通体” 和“ 共同体” 做更为清楚的界定ꎮ “ 共通体” 是主体间

的开放性结合ꎬ而“ 共同体” 则是多主体聚合后形成的新的主体ꎮ “ 共通体” 的特征是
差异性团结ꎬ即构成共通体的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很明显的ꎬ然而为了某种目标ꎬ这些
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团结的状态ꎮ “ 共同体” 的特征是一致性团结ꎬ即构成共同体的是

一个新的主体ꎬ在新主体内部是相对一致和同质的ꎬ这种一致性和同质性本身就构成
了团结ꎮ
在地区与民族国家讨论的情境中ꎬ共通体则是民族国家的开放性组合ꎬ其主要特
① [ 美] 查尔斯梯利:“ 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 ꎬ[ 美]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斯
迈耶、西达斯考切波:« 找回国家» ꎬ方力维、莫宜端、黄祺轩等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４６－２５１ 页ꎮ
② [ 法] 法布里斯拉哈:« 欧洲一体化史:１９４５ ~ ２００４» ꎬ彭 姝祎、陈志瑞译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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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体现在如下四点:(１) 共通体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ꎻ( ２) 对待地区层次的整合ꎬ民
族国家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ꎬ而不是封闭和抗拒的态度ꎻ( ３) 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
等要素在地区层面的自由流动是共通体最直接的表现ꎻ(４) 在地区层面还没有出现具
备较高程度的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主体ꎮ 结合欧盟的情况来看ꎬ我们可以发现ꎬ欧
洲转型目前并没有完全跨越共通体的发展阶段ꎮ 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ꎬ关于欧盟( 欧共体) 作用发挥方式的一些经典描述都深刻地反映出ꎬ民族国
家在欧盟中仍然是一种主体性的力量ꎮ 弗朗索瓦迪歇纳(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Ｄûｃｈｅｎｅ) 曾提出
欧共体是“ 民事力量”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的说法ꎮ 这里的“ 民事力量” 包含两个内容:一

方面ꎬ欧共体的优势是经济力量ꎬ而军事力量相对不足ꎻ另一方面ꎬ欧共体的政策并不
是基于强制力ꎬ而是基于合作的和规范的方法ꎮ① 之后ꎬ伊恩曼纳斯(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

也提出欧盟是一支“ 规范力量”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的观点ꎮ 这里的“ 规范力量” 强调欧

盟与民族国家的区别ꎬ即民族国家依靠强制力来实施其政策ꎬ而欧盟则主要依靠意识
形态及其塑造“ 标准” 的能力来实施其政策ꎮ② 此外ꎬ欧盟委员会在本世纪以来强调
“ 开放协调模式” ( Ｏｐ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在欧盟治理中的重要性ꎮ 这一模式通过
基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目标设定( ｔａｒｇｅｔ － ｓｅｔｔｉｎｇ) 和同行评议(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等方式ꎬ为欧
盟治理提供了一种异质的、去中心化的、动态的新思路ꎮ③ 其他学者则将“ 开放协调模
式” 称为“ 软治理” ( Ｓｏｆ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ꎮ④ 总之ꎬ无论是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ꎬ还是开放

协调模式或软治理等描述都深刻地指出了欧盟的最大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于硬性的强
制( 共同体的特征) ꎬ而是来自一种柔性的引导( 共通体的特征) ꎬ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
在欧盟中仍然是一种主体性的力量ꎮ 正因为如此ꎬ民族国家才可以免于欧盟的强制ꎮ

第二ꎬ“ 差异性一体化”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的概括既反映出民族国家对待

一体化的开放态度ꎬ但同时也反映出民族国家的主体意味仍然很强烈( 如对差异的强
调) ꎮ “ 差异性一体化” 是对欧洲公共资源整合的经典描述ꎬ其含义是允许欧盟成员国
在参与一体化进程时在时间进度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ꎮ “ 差异性一体化” 的
①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Ｄûｃｈｅｎｅꎬ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ꎬ ｉｎ Ｍａｘ Ｋｏｈｎｓｔａｍｍ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Ｈａｇｅｒ ｅｄｓ.ꎬ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 Ｌａｒ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７３ꎬ ｐ.１９.
②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２３５－２５８.
③ Ｄｅｒｍｏｔ Ｈｏ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ｅｌｄａ Ｍａｈｅｒꎬ “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ｆ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７１９－７４６.
④ Ｓｕｓａｎａ Ｂｏｒｒá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ｏｎｚｅｌｍａｎｎꎬ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５３１－５４８ꎻ 高奇琦:“ 公共权力与欧
盟的软治理”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第 ３３－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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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反映了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属性与欧盟的超国家属性之间的张力ꎮ 在欧洲公共资
源整合的过程中ꎬ欧盟成员国在合作和让渡主权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ꎮ 因为欧盟
的共通体属性使其并不具有强制性ꎬ所以ꎬ为了在总体上推动整合的进一步发展ꎬ欧盟
和成员国采取了一些诸如在欧盟框架之外合作、 选择性退出和增强合作等弹性策
略ꎮ① 这些差异性安排充分反映了共通体的特征ꎮ
第三ꎬ“ 双向欧洲化” 的概念更多地强调民族国家而不是欧盟在欧洲转型中的重
要作用ꎮ “ 欧洲化” 这一概念在使用之初主要描述一种欧盟自上而下地对成员国产生

影响的过程ꎮ 然而ꎬ伴随着政治、外交、安全与防务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在欧洲一体
化进程中的推进ꎬ研究者们发现ꎬ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的欧洲化是在一体化尚未实现的
情况下开始和存在的ꎬ也就是巴斯蒂安伊宏戴乐( Ｂａｓｔｉｅｎ Ｉｒｏｎｄｅｌｌｅ) 所言的“ 没有欧

盟的欧洲化”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ꎮ② 这一思路强调要同时重
视成员国对欧洲化的接受过程( 自上而下) 和成员国对欧洲化的投射过程 ( 自下而

上) ꎮ③ 因此ꎬ这时的“ 欧洲化” 概念就做出了一种重要的修正ꎬ即从共同体思路在向共
同体和共通体复合的思路转向ꎮ 这种转向可以更好地解释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大国对
欧洲化的塑造作用ꎮ 这些国家对欧洲转型的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ꎬ它们在自身预期的
引导下进行欧洲化改革ꎬ其目的是使自己在欧盟共同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处于有利地
位ꎮ “ 没有欧盟的欧洲化” 这一表述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共通体的特征ꎮ

第四ꎬ从经济领域来看ꎬ欧洲大市场和货币联盟都是共通体的表现ꎬ相比而言ꎬ更

能反映共同体特征的财政政策却比较弱ꎮ 欧洲大市场力图实现各种经济要素在欧洲
的自由流动ꎬ这明显是共通体的特征ꎮ 货币所保障的是交易的顺利达成ꎬ这也是“ 通”
的特征ꎮ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单一货币究竟是“ 通” 还是“ 同” ꎮ 如果与多种货币的相
互交换相比ꎬ单一货币是“ 同” 的努力ꎮ 但是货币的基本属性是帮助流通ꎬ所以ꎬ单一
货币从根本上讲还是共通体的特征ꎮ 相比而言ꎬ财政政策更能反映共同体的特征ꎮ 财
政政策通过税收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ꎬ然后再将公共资源在统一的政策框架
下进行分配ꎮ 然而ꎬ欧盟发展的基本情况是ꎬ财政政策基本仍由各成员国掌握ꎮ 欧盟
试图通过« 稳定与增长公约» 来对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进行限制ꎮ « 稳定与增长
公约» 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能超过 ３％ꎮ 但是ꎬ对公约规定的执行却不得力ꎬ以至于像
①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Ｇ. Ｓｔｕｂｂꎬ “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
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２８３－２９５.
② Ｂａｓｔｉｅｎ Ｉｒｏｎｄｅｌｌｅ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６” ꎬ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０８－２２６.
③ 另参见张骥:“ 欧洲化的双向运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ꎬ第 １２４－１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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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也率先违规ꎮ① 目前欧洲最大的问题是ꎬ采取单一货币的同时
又缺乏紧密的财政政策协调ꎮ
第五ꎬ从外交和安全领域来看ꎬ成员国的一致通过和达成共识仍然在欧盟“ 共同
外交与安全政策” 中占主导地位ꎬ这就意味着欧盟距离共同体层面的暴力垄断还很
远ꎮ 特别是在处于高级政治( ｈｉｇ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顶端的防务领域ꎬ以英法为核心的双边合作
仍构成欧盟“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的主导方式ꎮ 并且ꎬ这一方式还高度依赖于其与
美国和北约的紧密合作ꎮ 这些特征清晰地体现于欧洲对利比亚干预的过程中ꎮ 在
２０１１ 年的利比亚危机中ꎬ尽管英法两国表现出强烈的干涉意图ꎬ但是由于德国的冷淡

以及缺乏联合国安理会的直接授权ꎬ欧盟并未采取武力干涉行动ꎬ而是先由英法两国
联合其他国家组成多国部队ꎬ然后再由北约接手ꎮ 利比亚事件表明ꎬ在处理传统安全
议题时ꎬ欧盟的决策与执行力仍有较大的局限ꎮ②
以上这些特征说明ꎬ目前的欧洲转型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共通体特征ꎮ 共通体是
相对于共同体而言的ꎮ 如前所述ꎬ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是观察共同体的两个关键性指
标ꎮ 共同体在这两项指标上会有较高程度的正值表现ꎮ 同时ꎬ如果这两项指标的值较
低ꎬ那就是共通体的表现ꎮ 从欧盟的财政领域、外交和安全领域来看ꎬ这两项指标的表
现还远远不够ꎮ 因此ꎬ可以说ꎬ欧洲转型目前还主要是努力实现共通体的目标ꎮ 实际
上ꎬ目前欧洲共通体的目标也并没有完全实现ꎬ并且会不时出现回潮ꎮ 譬如ꎬ在突尼斯
危机爆发后ꎬ法国和德国为防止已经进入意大利的北非移民再流入法德ꎬ启动了临时
边境检查ꎮ 同时ꎬ欧盟委员会也出台了一系列包括临时启动边境检查在内的移民政策
调整方案ꎮ③
应该说ꎬ共同体和共通体这对概念要比联邦主义和政府间主义更为准确ꎮ 虽然后
面的这组概念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ꎬ但实际上有其定义上的问题ꎮ 以上述及ꎬ联邦的
全名应是联邦制国家ꎬ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ꎬ是相对于单一制国家( 中央权力较强)
而言的ꎮ 联邦主义则表达两层含义:一是在地方分权的语境下ꎬ联邦主义反映了一种
中央集权的努力ꎻ二是在单一制国家( 中央集权) 的背景下ꎬ联邦主义则反映了地方分
权或与地方权力平衡的努力ꎮ 因此ꎬ联邦主义的语义指称高度依赖语境ꎮ 在不同的语
江涌:“ 述论« 稳定与增长公约» 的僵化与弱化”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０５－１１６ 页ꎮ
Ｎｉｃｏｌｅ Ｋｏｅｎｉｇꎬ “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１－３０ꎻ Ａｎａｎｄ Ｍｅｎｏ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Ｌｉｓ￣
ｂ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ｙａ” 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７５－９０.
③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ｏｌｌｅｔｔꎬ “ Ｆ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 ｓ Ｓｃｈｅｎｇｅ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 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ａ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ｓ－ｓｃｈｅｎｇｅ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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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ꎬ联邦主义的涵义可能完全不同ꎮ 政府间主义同样有其不足ꎮ 在欧盟转型过程
中ꎬ成员国政府确实在起主导性的作用ꎮ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是ꎬ非政
府的力量如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对欧洲转型的参与在不断加强ꎬ并且成为新的动力来
源ꎮ 并且ꎬ政府间主义的指称只突出了政治系统中的行政机关ꎬ而在政治系统中ꎬ至少
还应该有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参与ꎮ 相比政府间主义ꎬ国家间主义可以更为完整地
涵盖政治系统ꎬ但是这样的指称也忽视了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的作用ꎮ 相比联邦主义
和政府间主义ꎬ共通体和共同体更加准确ꎬ也更加抽象ꎮ 共通体强调原初层面个体的
主体性ꎬ而共同体则更强调新层面集合体的主体性ꎮ

四

共通体与共同体视角下的制宪进程和欧债危机

本世纪以来ꎬ欧洲转型经历了两大事件:制宪进程和欧债危机ꎮ 欧盟制宪无疑是
一种共同体的努力ꎮ 然而ꎬ这种共同体的努力需要在共通体的基础上达成ꎬ即需要得
到各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ꎮ 在 ２０００ 年尼斯首脑峰会之前ꎬ制宪的呼声就不断高涨ꎮ
然而ꎬ尼斯会议的结果却令制宪者们失望ꎮ 特定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虽有所扩大ꎬ
但由于采用新的计票规则ꎬ即三重多数( ｔｒｉｐｌ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ꎬ事实上使得决策程序比以前
更为复杂和迟缓ꎮ① 在 ２００１ 年的莱肯欧洲理事会会议上ꎬ与会者就下述内容达成一
致:对“ 制宪大会” 授权ꎬ并提出要起草一部“ 宪法性文件” ꎮ 莱肯峰会还任命吉斯卡尔
德斯坦( Ｇｉｓｃａｒｄ Ｄ’ Ｅｓｔａｉｎｇ) 为制宪大会主席ꎮ② 制宪大会由成员国政府代表、欧盟
委员会成员、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组成ꎮ 从参与人员的组成来看ꎬ制
宪大会无疑是共通体和共同体的复合ꎮ 成员国政府代表和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是共
通体的象征ꎬ而欧盟委员会成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则是共同体的象征ꎮ
从决策程序来看ꎬ共通体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民主的共通体方式和集权的共通体
方式ꎮ 同样ꎬ共同体方式也可以分为民主的共同体方式和集权的共同体方式ꎮ 就其决
策过程来看( 特别是在最后阶段) ꎬ制宪大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集权的共同体方式
(自上而下) ꎬ即由 １２ 名主要成员组成的“ 主席团” 领导新条约的起草ꎮ 德斯坦的沟通

方式则是集权的共同体方式和共通体方式的复杂结合体ꎮ 他广泛征求成员国政府的
意见ꎬ试图在下一次政府间会议召开之前预判它们的观点( 体现为集权的共通体方
① Ａｘｅｌ Ｍｏｂｅｒｇꎬ “ Ｔｈｅ Ｎｉ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２５９－２８２.
② 德斯坦曾任法国总统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ꎬ并曾多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ꎬ他集
成员国利益代表和欧盟机构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于一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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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ꎬ但是他却没有认真听取制宪大会内部的意见( 体现为集权的共同体方式) ꎮ 在

２００３ 年夏制宪大会结束时ꎬ大会就一部完整和全面的条约草案达成一致ꎮ 条约草案

使用了许多共同体的标志和内容ꎬ如联盟盟旗及联盟标志、欧盟总统和外交部长等等ꎬ
但是将欧洲联盟改名为“ 欧洲合众国” 的提议却未获采纳ꎮ① 制宪大会还为之后的政
府间制宪会议确定了日程ꎬ而这一新的政府间过程明显又是共通体的程序ꎮ
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在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的领导人峰会上获得通过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成员

国领导人正式在« 欧盟宪法条约» 上签字ꎮ 由于条约的立宪意图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
注ꎬ许多成员国决定采用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该条约通过与否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荷兰和
法国的选民在公投中否决了« 欧盟宪法条约» ꎬ致使“ 欧洲制宪危机” 爆发ꎮ② 之后ꎬ欧
盟委员会和各国政府达成一致ꎬ需要一段反思期来促进与公民的沟通ꎮ 在经过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７ 年的反思期之后ꎬ各国领导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签署了调整后的« 里斯本条
约» ꎮ « 里斯本条约» 将« 欧盟宪法条约» 中高度政治化的表述删除ꎬ但同时也将« 欧盟
宪法条约» 中绝大多数条款的实质性内容纳入其中ꎮ « 里斯本条约» 是一次实现共同
体的重要努力ꎮ 反映共同体特征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选举、欧盟外交
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设立、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特定多数投票方式的扩大适用、欧
洲法院裁决权的扩大、欧盟公民立法动议权的设立等内容上ꎮ③ « 里斯本条约» 的获批

主要采取了间接民主的共通体方式ꎬ即除爱尔兰外各成员国均采取议会表决的方式批
准条约ꎮ④
在制宪进程基本告一段落之后ꎬ欧洲却遭遇了本世纪以来的另一重要事件———欧

债危机ꎮ 欧债危机的产生实际上表明了共同体还远未形成ꎮ 在危机出现的关键时刻ꎬ
欧盟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去救助危机国ꎮ 这种不救助的逻辑便是共通体的逻辑ꎮ 在
欧盟看来ꎬ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的前提是其要达到欧盟规定的一些标准ꎬ但是一些新成
员国实际上并没有达到ꎬ并且弄虚作假ꎬ所以产生了债务问题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
应该去拯救ꎬ否则就会扰乱共通体的规则ꎮ 换言之ꎬ救助机制会减弱« 稳定与增长公
约» 约束成员国财政开支的效果ꎬ同时也会降低成员国的违约成本ꎮ 从共通体的角度
来讲ꎬ不去救助也是符合其基本规则和道德要求的ꎮ
——欧洲联盟宪政化进程中的曲折起
① [ 荷] 托马斯克里斯滕森:“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欧盟条约改革进程—
伏”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第 １３６ 页ꎮ
②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Ｄｉｎａｎꎬ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６３.
——欧洲联盟宪政化进程中的曲折起
③ [ 荷] 托马斯克里斯滕森:“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欧盟条约改革进程—
伏” ꎬ第 １３９－１４０ 页ꎮ
④ 在采取直接民主方式的爱尔兰ꎬ« 里斯本条约» 在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被否决了ꎮ 不过ꎬ在爱尔兰进行的第
二次公民投票中ꎬ« 里斯本条约» 获得通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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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体的逻辑还体现在欧洲央行的功能上ꎮ 欧洲央行的基本宗旨是保持货币稳
定和防止通货膨胀ꎮ 因此ꎬ只有在危及欧元的稳定和存亡时ꎬ欧洲央行才有义务对成
员国经济进行干预ꎮ 在这一逻辑下ꎬ在危机爆发初期ꎬ欧洲缺乏救助机制ꎮ 因为缺乏
统一的财政政策ꎬ所以欧盟只能依赖共通体的共同约束方式来约束各国的财政ꎮ 而如
果设立有效的救助机制( 这是共同体的特征) ꎬ那么约束各国财政的效果就会消失ꎬ各

成员国就不会认真地对待和执行共通体的共同约束方案ꎬ这种悖论是我们理解欧债危
机的一个重要观测点ꎬ这也是一个处于共通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困境ꎮ 因为财政的共同
体没有形成ꎬ所以只能采取一些共通体的做法ꎮ 而共通体的做法又使得成员国存在道
德风险ꎬ所以当成员国出现问题时ꎬ如果采用共同体的做法( 救助) 则会使共通体的努
力失效ꎬ而采用共通体的做法( 不救助) 则会让危机加剧ꎮ
欧债危机对欧洲转型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ꎮ 一方面ꎬ在欧债危机之后ꎬ共通体
的特征进一步显现ꎬ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ꎬ代表共通体力量的欧洲理事会的地位
和作用得到大幅提升ꎬ而代表共同体力量的欧盟委员会的作用则受到多方面的掣肘ꎮ
在解决欧债危机的过程中ꎬ欧洲理事会成为解决危机的主要机构ꎮ 它为解决欧债危机
召开的会议越来越频繁ꎬ提出的动议也越来越细节化ꎮ 欧洲理事会作为各国首脑会
议ꎬ是成员国力量的集中体现ꎮ 而欧盟委员会尽管拥有欧盟立法动议者的地位ꎬ但是
其作用的发挥却受到多方的制约ꎻ第二ꎬ作为典型的共同体机构的欧洲议会在欧债危
机的解决过程中却被边缘化ꎮ 在« 里斯本条约» 中ꎬ欧洲议会是欧盟合法性的主要来
源机构ꎮ 然而ꎬ在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中ꎬ« 里斯本条约» 赋予欧洲议会的新权力并没
有得到有效实施ꎻ第三ꎬ德国和英国等主要成员国对欧盟走向的影响再度达到高峰ꎮ
德国在危机中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ꎬ为危机投入巨额资金ꎬ这都大大提升了德国在欧
盟中的权力ꎮ 同时ꎬ德国在援助中附加了严苛的紧缩要求ꎬ这使得德国对其他国家的
影响力也显著提升ꎮ① 可以说ꎬ在欧洲转型史上ꎬ还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目前的德国
这样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ꎮ 同时ꎬ英国的疑欧情绪不断上升ꎬ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
退盟的潜在危险ꎮ 由于英国经济受到欧债危机的拖累ꎬ英国保守党内的疑欧派势力不
断壮大ꎮ 为消除欧债危机的影响ꎬ欧盟强力推进欧元区的整合ꎬ力图在欧元区内实现
财政一体化和银行监管一体化ꎮ 而处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则消极地看待这些加强欧
元的措施ꎬ并日益与欧盟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ꎮ② 如果英国退出欧盟ꎬ那么欧洲转型
则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内陷入困境ꎮ
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ꎬ “ Ｔｈ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Ｈｅｇｅｍ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Ｍｏｖ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５７－７５.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ꎬ “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８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１９１－１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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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欧债危机又为共同体的发展孕育着新的机遇ꎮ 共通体的逻辑有其内在
的问题ꎬ即不救助会加剧人们的恐慌ꎬ从而使得危机产生某种传染效应ꎮ 因此ꎬ当“ 欧
猪五国” ( ＰＩＩＧＳ) 都出现问题时ꎬ欧盟就不得不采取有效的措施ꎬ而这时共同体的意识

就会上升ꎮ 这意味着危机可能会推动欧洲转型进一步向前发展ꎮ 欧债危机的产生实
际上反映了欧洲对共同体的一种需求ꎮ 危机的表现是财政问题或经济问题ꎬ然而其背
后所反映的仍然是政治架构问题ꎮ 在危机发生后ꎬ不同的成员国和不同的机构发出了
非常混杂的信号ꎬ同时ꎬ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机构也未能以较为一致的态度发声ꎬ这些
都导致了市场信心的不断下降、市场投机性的不断增长ꎬ并促使危机的持续蔓延ꎮ 从
这个意义上讲ꎬ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无疑会减弱欧债危机这类问题的发生ꎮ
在欧债危机后ꎬ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导向共同体的制度建设ꎬ主要如下:第一ꎬ设立
救助机制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欧元区首脑会议决定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ＥＦＳＦ) 提供新的

授权和扩容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欧洲决定设立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 ＥＳＭ) ꎬ
以应对危机的冲击ꎻ①第二ꎬ欧洲央行可以发挥部分“ 最后贷款人” 的功能ꎮ 在危机演
变过程中ꎬ欧洲央行先是从二级市场购买债券ꎬ稳定市场恐慌的情绪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初ꎬ欧洲 央 行 又 决 定 通 过 货 币 政 策 工 具 分 两 次 向 欧 洲 银 行 业 投 入 巨 额 流 动 性
(ＬＴＲＯ) 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将启动直接货币交易( ＯＭＴ) ꎬ欧洲
央行在危机中演变成“ 准最后贷款人” ꎻ②第三ꎬ推出« 财政公约» ꎬ严肃财政纪律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底ꎬ２５ 个欧盟国家就“ 财政公约” (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ａｃｔ) 达成一致ꎬ并交各国议会批准ꎮ③
欧盟希望通过加强对财政预算和赤字的限制ꎬ将财政预算审核权向欧盟层面作部分转
让ꎬ并对财政违规行为进行严格惩罚ꎻ第四ꎬ财政刺激方案更多地在欧盟层面落实ꎮ 鉴
于“ 财政公约” 生效ꎬ成员国层面实施财政刺激方案的可能性减弱ꎮ 因此ꎬ财政刺激方
案则更多在欧盟层面上实施ꎮ 这主要体现在欧盟项目债券的发行、增强欧盟结构基金
的使用效率和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能力等内容上ꎻ第五ꎬ设立单一监管机制ꎬ推进
欧洲银行业联盟建设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欧盟委员会建议由欧洲央行介入设立“ 单
一监管机制” ( ＳＳＭ) ꎮ④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欧盟峰会就银行业监管达成协议ꎬ赋予欧洲央
陈新:“ 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第 ６－８ 页ꎮ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Ｅｕｒ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６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ｂ.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 / ｄａｔｅ / ２０１２ / ｈｔｍｌ / ｐｒ１２０９０６＿１.ｅｎ.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③ Ｊｕｌｉｅｎ Ｔｏｙ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Ｔａｙｌｏｒ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ｉｇｎｓ ｕｐ 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ｌｅ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ａｃｔ” 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３１ / ｕｓ － ｅｕ － ｓｕｍｍｉｔ － ｉｄＵＳＴＲＥ８０Ｓ０ＳＲ２０１２０１３１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④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Ｎｅｗ ＥＣＢ Ｐｏｗｅｒｓ ｆｏｒ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 － １２ － ９５３＿
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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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管欧元区银行的新权力ꎬ这标志着欧元区已成功地向建立银行业联盟迈出了第一
步ꎮ 当然ꎬ目前这些措施距离共同体的真正形成还有非常远的距离ꎮ 就财政方面的共
同体目标而言ꎬ最关键的是在欧盟层面形成独立的征税能力ꎮ 只有欧盟形成以税收为
基础的自主财政ꎬ欧洲共同体的建设才能在更为有效的框架下开展ꎮ 目前欧盟在自主
财政建设上只能做一些迂回的努力ꎬ譬如欧盟项目债券的发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
等ꎮ
欧洲转型要分两个阶段来理解:第一是共通体阶段ꎬ即各个成员国在自身主体性
的基础上寻求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上的沟通ꎻ第二则是共同体阶段ꎬ或民族区域阶段ꎬ
即在各个成员国个性弱化和消失的基础上将欧盟作为整体来培育其个性ꎮ 按照共通
体阶段的要求来衡量ꎬ目前欧洲转型已经达到比较乐观的状态ꎬ特别是就« 里斯本条
约» 中的许多规定而言ꎮ 这样一种视角可以鼓励和推动欧洲转型不断深入ꎮ 当然ꎬ共
通体的建设也并非已经完成ꎮ 同时ꎬ按照共同体阶段的要求来衡量ꎬ目前的欧洲转型
还远远不够ꎮ 在欧债危机出现后ꎬ出现了许多悲观的观点ꎬ更多的是从共同体阶段的
要求来衡量欧洲转型ꎮ

五

结语

欧洲的未来趋势是共同体ꎬ而目前建设的重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体ꎮ 制宪进
程是一种共同体的努力ꎬ而在欧债危机之后ꎬ欧洲转型出现了共通体的回潮ꎮ 这种回
潮一方面是对欧债危机的一种挫折式的反映ꎬ另一方面则是在消化之前共同体建设的
成果ꎮ 共同体所代表的是中央权威ꎬ而共通体则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权威( 相对于欧盟
而言ꎬ民族国家就是地方) ꎮ 只有在共通体和共同体的平衡之中ꎬ欧洲转型才能更为
扎实地向前推进ꎮ “ 同” 的因素太多ꎬ而地方创新就会不足ꎮ “ 通” 的影响太久ꎬ则会导
致整体发展不足ꎮ 现实也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摇摆ꎮ

欧洲转型还要置于全球治理的视野中来理解ꎮ 欧洲转型的基本属性是地区治理ꎮ
伴随着人类控制和使用资源能力的增强( 具体体现在信息交换、运输、生产方式等各
个方面) ꎬ治理单元的规模在不断扩大ꎮ 中世纪之前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村落、城邦、庄
园和城市ꎮ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步形成后ꎬ治理最重要的单元逐渐变成了民族国
家ꎮ 上世纪中期之后的重要趋势是ꎬ治理单元的重心在向地区和全球转移ꎮ 从这个角
度来讲ꎬ地区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ꎬ或者说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阶段性目标ꎮ 然
而ꎬ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ꎮ 不能因为欧盟暂时陷入困境就怀疑和否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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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意义ꎮ 人类不可能从民族国家一下子跃至世界共同体ꎬ而地区共同体则是必经
之路ꎮ 从这一点来讲ꎬ欧洲民族区域是欧洲转型的最终目标ꎮ 欧洲民族区域代表了一
种在更大单元上聚合公共资源的努力ꎬ这是一种历史潮流ꎮ
同时ꎬ欧洲转型也要置于民族国家现状的背景下理解ꎮ 这就是共通体概念的意
义ꎮ 民族国家是欧洲转型的起点ꎮ 在欧洲转型的过程中ꎬ尽管目标是地区治理和欧洲
共同体ꎬ然而ꎬ民族国家的一些需求会不断地出现ꎬ并对现实产生作用ꎮ 目前的挫折恰
恰是民族国家意识上升导致的结果ꎮ 人们的信心与失望往往是在一夜之间转变的ꎮ
在本世纪的前几年中ꎬ人们基本上是在对欧洲发展较为乐观的情绪中度过的ꎮ 然而ꎬ
一个欧债危机将整个欧洲带入了整体的失望情绪之中ꎮ 人们对欧洲转型之所以产生
怀疑ꎬ是因为人们对欧洲转型的目标和过程缺乏深刻的认识ꎮ 就现状而言ꎬ多级治理
和多速治理是欧洲转型的合理选择ꎮ 在一些区域( 如欧元区) 需要进一步推动共同体
的目标ꎬ而在另一些区域则需要首先实现共通体的目标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步调不一致
是正常的ꎮ 在欧洲转型的过程中ꎬ一些国家“ 进一步退两步” 也是正常的ꎮ 要充分认
识到欧洲转型的复杂性ꎮ 目前的欧洲转型有两大工作重点:一是巩固共通体的成果ꎬ
另一则是从共通体转向共同体ꎮ 不同区域执行这两大任务的侧重和进度应有所区别ꎮ
( 作者简介:高奇琦ꎬ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