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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全民公决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一

般认为 ,这些全民公决激化了欧洲一体化的民主赤字 ,并给欧盟的合法性带来巨

大的压力。本文通过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一体化全民公决 ”,以及这些全民公决

竞选过程中普通选民、国内政党和超国家机构的动员模式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

体化全民公决对欧盟成员国的挑战远高于其对欧盟的压力 ,而这种挑战主要体现

在以投票国为基础的竞选动员模式无法有效地适应涉及跨国合作和地区一体化

的公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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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5月 29日 ,法国选民在全民公决中以 54. 68%的反对票拒绝批准

《欧盟宪法条约 》。三天之后 (6月 1日 ) ,在荷兰举行的全民公决再次否决《宪

法条约 》,投反对票的选民扩大至投票人数的 61. 60%。鉴于事态严重 ,英国、波

兰、葡萄牙、丹麦和爱尔兰等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暂时中止各自的《宪法条约 》

批准程序。欧盟理事会也于 6月中旬做出决定 :推迟原定的批准期限 ,新的批准

日程将等到 2007年年中再重新设定。②

法国和荷兰的《欧盟宪法条约 》全民公决是继丹麦 1992年否决《马斯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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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初稿曾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报告 ,作者感谢
陈玉刚、陈云、敬乂嘉、刘春荣、潘忠岐、俞沂暄等与会学者的批评和建议 ,及《欧洲研究 》编辑
的修改意见 ,文中的错误由作者负责。

欧盟理事会于 2005年 6月 17日发表声明 ,“W e do not feel that the date initially

p lanned for a report on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1 November 2006, is still tenable, since those

countries which have not yet ratified the Treaty will be unable to furnish a clear rep ly before m id -

2007。”



赫特条约 》、爱尔兰 2001年拒绝批准《尼斯条约 》之后 ,第三份欧盟的条约性文

件被成员国选民打入“冷宫 ”。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盟宪法条约 》将会

同先前两次一样在修改之后重新纳入各成员国的批准程序 , ①但是关于全民公

决与欧盟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却一直主导着欧盟学者的视线。早在法荷举行全民

公决之前 ,佩蒂 ( Pettit)在评论著名欧盟法学者尼尔 ·沃克 (Neil W alker)的文章

《欧洲的宪法推动力与政体合法性 》时就指出 ,如果某个成员国的全民公决否决

了《宪法条约 》,那么由宪法所推动的欧盟合法性进程将面临重大挫折。② 布伦

克伯斯特 (B runkborst)更是直接以《欧盟的合法性危机 》为题 ,借用哈贝马斯的

提法③讨论法荷全民公决对欧盟合法性的冲击。④ 欧盟的政治家们也不例外。

卢森堡首相容克 (Jean2Claude Juncker)作为当时欧盟轮值主席国元首 ,在法荷公

决之后评论道 ,“欧盟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 ,在负责机构关系和

传播战略的副主席沃勒斯特姆 (MargotW allstrÊm)的推动下 ,欧盟委员会于 2005

年 10月正式提出了“D计划 ”,旨在法荷全民公决之后增强民主、对话并讨论其

在提高欧盟合法性过程中的作用。⑤

然而 ,由法荷全民公决所导致的宪法危机并没有改变欧盟的日常运作和欧

洲一体化的前进步伐。2005年 6月未能达成的 2007 - 2013年度欧盟预算协议

在 2005年底得到了所有成员国的认可。尽管民意调查显示 ,欧盟东扩和土耳其

入盟是法国选民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欧盟宪法条约 》的重要原因 , ⑥欧盟理事会

仍然于 2005年 10月 3日决定正式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2007年 1月 1

日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顺利成为欧盟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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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领导人在《罗马条约 》签订 50周年之际共同发布《柏林宣言 》,表示将在 2007年
6月份拟定一份旨在挽救《欧盟宪法条约 》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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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没有改变欧盟的运作方式 ? 缺少宪法保障的欧

洲一体化进程是否真的面临全民公决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 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而言 ,全民公决究竟揭示了什么问题、引发了怎样的挑战 ?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

我们把涉及欧洲一体化的全民公决统称为“一体化全民公决 ”。本文将回顾这

些全民公决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并探讨不同类型政治主体在一体

化全民公决中的投票动员方式。分析的重点将聚焦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三个关

键的政治主体 :普通选民、成员国政党、欧盟的超国家机构。在理想的民主理论

框架中 ,选民、民族国家政党和超国家机构分别是直接民主体制、间接民主体制

和可能的超国家民主体制的民意汲取中心。① 一体化全民公决把涉及跨国合作

的超国家议题交由成员国的普通选民决定 ,必然对这三类政治主体产生不同冲

击。因此 ,考察这些政治主体的投票动员模式将为我们认识全民公决带来的欧

盟合法性危机提供一个的独特的视角。

一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发展和现状

虽然法国与荷兰否决《欧盟宪法条约 》在最近一段时间引发了许多欧盟学

者对全民公决的讨论 , ②以欧洲一体化为议题的一体化全民公决其实在过去的

30多年中已经进行了不下 40次。③ 最早的一体化全民公决是由法国总统蓬皮

杜发起 ,法国选民于 1972年 4月投票批准了欧共体的首次扩大 ;最近的一次欧

盟全民公决则是 2005年 7月在卢森堡进行的《欧盟宪法条约 》公决。从 1972年

到 2005年的 33年间 ,有超过 20个欧洲国家就不同的欧洲一体化议题进行过全

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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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72年至 2005年的欧洲一体化全民公决

投票时间 投票国家 投票的目的 议题类型

1972 - 4 - 23 法国 欧共体扩大 一体化政策
1972 - 5 - 10 爱尔兰 加入欧共体 成员国地位
1972 - 5 - 24～25 挪威 3 加入欧共体 成员国地位
1972 - 10 - 2 丹麦 加入欧共体 成员国地位
1972 - 12 - 3 瑞士 与欧共体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准成员国地位
1975 - 6 - 5 英国 继续留在欧共体 成员国地位
1986 - 2 - 28 丹麦 批准《欧洲单一法令 》 联盟条约
1987 - 5 - 26 爱尔兰 批准《欧洲单一法令 》 联盟条约
1989 - 6 - 18 意大利 扩大欧洲议会议员的权力 一体化政策
1992 - 6 - 2 丹麦 3 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联盟条约
1992 - 6 - 19 爱尔兰 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联盟条约
1992 - 9 - 20 法国 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联盟条约
1992 - 12 - 6 瑞士 3 加入欧洲经济区 准成员国地位
1992 - 12 - 13 列支敦士登 加入欧洲经济区 准成员国地位
1993 - 5 - 18 丹麦 批准《马约 》与《爱丁堡协议 》 联盟条约
1994 - 6 - 12 奥地利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1994 - 10 - 16 芬兰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1994 - 11 - 13 瑞典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1994 - 11 - 27～28 挪威 3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1998 - 5 - 22 爱尔兰 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 》 联盟条约
1998 - 5 - 28 丹麦 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 》 联盟条约
2000 - 5 - 20 瑞士 与欧盟签订双边协议 准成员国地位
2000 - 9 - 28 丹麦 3 参与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一体化政策
2001 - 5 - 4 瑞士 3 与欧盟进行入盟谈判 准成员国地位
2001 - 6 - 7 爱尔兰 3 批准《尼斯条约 》 联盟条约
2002 - 10 - 19 爱尔兰 批准《尼斯条约 》 联盟条约
2003 - 3 - 8 马耳他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3 - 23 斯洛文尼亚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4 - 12 匈牙利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5 - 10～11 立陶宛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5 - 16～17 斯洛伐克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6 - 7～8 波兰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6 - 13～14 捷克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9 - 14 爱沙尼亚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3 - 9 - 14 瑞典 3 参与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一体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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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9 - 20 拉脱维亚 加入欧盟 成员国地位

2005 - 2 - 20 西班牙 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 联盟条约

2005 - 5 - 29 法国 3 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 联盟条约

2005 - 6 - 1 荷兰 3 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 联盟条约

2005 - 6 - 5 瑞士 加入欧盟的申根协定 准成员国地位

2005 - 7 - 10 卢森堡 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 联盟条约

　　3 表示该全民公决被否决

归纳起来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投票议题主要包括三类 (参见表一 )。第一类

与投票国自身的欧共体 /欧盟成员国地位直接相关。1972年的法国全民公决之

后 ,申请加入欧共体的爱尔兰、挪威和丹麦立刻就本国加入欧共体进行了全民投

票。爱尔兰和丹麦的公决批准了本国的入盟决定 ,但挪威却因为 53. 50%的投

票选民反对而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加入欧共体的计划。1973年英国与丹麦和爱

尔兰同时成为欧共体首批扩大的新成员。但英国直到 1975年才就本国的成员

国地位进行全民公决 ,因而这次公决的议题也变为“是否保持英国在欧共体的

成员国地位 ?”冷战结束后 ,欧洲大陆的一些中立国家纷纷向欧共体提出入盟申

请。在入盟谈判结束后 ,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于 1994年分别就本国是否加

入欧盟进行了全民公决。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全民公决均得到选民的批准 ,而

挪威的入盟计划因为超过半数的选民反对而再次搁浅。涉及面最广的入盟公决

发生于欧盟东扩的前一年。2003年除塞浦路斯之外的其它 9个东欧和地中海

国家 (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斯洛伐克、波兰、捷克、爱沙尼亚、拉

脱维拉 )分别就加入欧盟征求本国选民的意见 ,九次全民公决都得到了选民的

批准 , ①这些国家于 2004年 5月顺利加入欧盟。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第二类议题涉及特定的一体化政策。因为这类议题的特

性 ,举行全民公决的国家必须已经具备成员国地位 ,但出于特殊原因需要选民直

接参与决定特定的一体化的政策。上面提到的 1972年的法国全民公决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法国前任总统戴高乐曾于 1961年和 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

加入欧共体 ,总统蓬皮杜迫切需要获得选民的支持来改变法国在欧共体扩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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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Szczerbiak, A leks and Paul Taggart, eds. EU Enlargem ent and Referendum s, Lon2
don: Routledge, 2005.



题上的立场 ,于是发起了 1972年的全民公决。① 其它涉及一体化政策的全民公

决包括意大利 1992年进行的旨在扩大本国欧洲议会议员权力的公决 ,以及丹麦

和瑞典分别于 2000年和 2003年进行的关于是否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公

决。其中 ,丹麦和瑞典的全民公决都因为多数选民的反对未被批准 ,至今两国仍

然处于欧元区之外 ,无法参与欧元区的经济决策。

第三类一体化全民公决用来批准欧洲一体化的条约性文件。迄今的欧洲一

体化进程都基于经过成员国批准的联盟条约。从 1957年的《罗马条约 》到目前

还在批准过程中的《欧盟宪法条约 》,联盟条约一直是界定欧盟的行动能力和处

理欧盟机构间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② 不同成员国批准联盟条约的方式有所不

同。有的国家 (如爱尔兰 )要求所有的联盟条约都必须由选民在全民公决中批

准。有的国家 (如丹麦 )则仅在联盟条约涉及国家主权转移的情况下才举行全

民公决。不过 ,对于大多数欧共体 /欧盟成员国而言 ,相关的法律并不要求联盟

条约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的审批程序。但有些国家仍然会由于各种原因决定采用

全民公决的联盟条约批准方式。③ 比如 , 1992年 6月丹麦选民否决《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 》后 ,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发起法国关于《马约 》的全民公决 ,试图通过法

国公决重新显示欧洲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支持。④ 对于《欧盟宪法条约 》,很

多成员国也在没有法律特别要求的情况下承诺采用全民公决的批准方式。2005

年法国和荷兰否决《宪法条约 》之时 ,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荷兰、法国、

波兰、捷克、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内的 40%的欧盟成员国都曾准备举行《宪法

条约 》的全民公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欧洲国家进行一体化全民公决的频

率也不断上升。上世纪 70年代只有 6次涉及欧洲一体化的全民公决 ,其中 5次

涉及欧共体 1973年的扩大。80年代的欧共体举行了 3次全民公决 ,其中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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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民公决造成反对党的内部分裂 (More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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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单一欧洲法令 》的公民投票。上世纪 9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加

快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和《阿姆斯特丹条约 》相继出台 ,加上奥地利、芬兰和瑞

典的入盟 ,欧洲国家总共进行了 12次一体化全民公决。进入 21世纪之后 ,欧盟

成员国领导人先是于 2000年签订《尼斯条约 》,之后又在 2004年签署《欧盟宪

法条约 》。由于这两部联盟条约的签订、1999年欧元区的建立以及 2004年欧盟

的东扩 ,在 2000年到 2005年的六年间总共举行了 19次一体化全民公决 ,投票

涉及 12个不同的欧洲国家。回顾过去 35年的欧洲一体化史 ,可以说一体化全

民公决以一种特有的加速度嵌入了一体化进程中每一个关键的步骤。

需要指出 ,在所有的一体化全民公决中 75%的全民投票都批准了欧洲的一

体化进程 ,只有 25%的公决结果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欧共体 /欧盟的发展。不

过 ,不同议题的全民公决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第一 ,有关成员国地

位的全民公决结果仅仅影响投票国自身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方式。挪威在本国选

民两度投票拒绝加入欧共体 /欧盟之后 ,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

处理挪 -欧关系的特殊方式。① 瑞士则通过谋求与欧盟签订双边协定的方式来

加强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联系。第二 ,一体化政策全民公决的结果对投票国的

影响要大于它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丹麦和瑞典选民拒绝加入欧元区带来的直

接后果首先是 :这两个国家一方面必须承受欧元区利率变动外部性的影响 ,另一

方面却又无法参与欧元区的经济决策。同时也应该看到 ,这两次一体化政策全

民公决也给欧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发展蒙上了阴影。第三 ,关于联盟条约的全

民公决给欧盟带来的整体影响要大于其对本国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法国和荷兰

的全民公决对《欧盟宪法条约 》的影响中显而易见。联盟条约只有在所有成员

国的批准之后才能付诸实施。因此 ,只要某一个成员国否决联盟条约 ,欧盟就不

能以这份联盟条约作为行动指针 ,从而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整体进程。

当然 ,全民公决对于欧洲一体化的作用仍局限于一些事关重大的历史性决

策。欧盟的日常运作并不受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直接影响。毕竟 ,欧盟作为一个准

超国家机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机构和决策体系。② 只有当一体化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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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决正式纳入欧盟的决策过程时 ,全民投票才会在特定场合改变欧盟的运作逻辑。

二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动员模式

全民公决对欧盟运作逻辑的改变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公决的竞选和投票过程

之中。迄今为止所有的一体化全民公决都在欧洲国家内部进行。一般情况下 ,

这些全民公决因为本国法律的规定或是特殊政治的需要而发起。① 一体化全民

公决要求投票国的普通选民就跨国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等超国家议题发表自己的

看法和意见。尽管公决议题的具体行文方式大都由该国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确

定 ,但全民公决的竞选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该国的主要政党和市民组织 ,有

时也不乏欧盟机构和跨国集团的参与。为了系统分析一体化全民公决的动员模

式 ,本部分把参与全民公决选举的政治主体分为三类 :普通选民、成员国政党和

超国家的欧盟机构 ,分别考察他们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的动员模式。

(一 )普通选民的动员模式

在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几十年 ,选民们大都对欧共体的发展采取一种所谓

“允许的合意 ”(perm issive consensus)态度。用民意专家英格尔哈特 ( Inglehart)

的话来说 ,“ (民众 )对欧洲一体化普遍持一种支持态度 ,而一体化也不是一个重

要的政治问题。因而 ,国家的决策者既有足够的空间推动一体化进程 ,也有足够

的自由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一体化方式。”②换句话说 ,一方面 ,普通选民对于欧洲

一体化抱有消极态度 ,毕竟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与一体化进程之间的联系并不

紧密 ;另一方面 ,选民对于欧洲一体化总体上持支持的态度 ,并认可本国的政治

领袖进行的地区一体化决策。始于 1973年的欧洲民意调查 ( Eurobarometer Sur2
veys)也显示 ,除 1980年代初期 ,欧洲普通民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欧洲

一体化保持着接近 60%的支持率 (参见图一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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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普通民众对本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看法 1973 - 2002

　　

在这种条件下 ,普通选民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直接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在一

体化全民公决的最初二十年 (1972 - 1991) ,仅挪威 1972年的入盟决定因为普

通选民的反对而搁置 ,其他所有的公决结果均以超过 55%的选民支持率批准了

投票国政府的一体化动议。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 ,欧洲一体化既是两次世界大

战后保证欧洲各国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 ,也是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获得更多经

济收益的有效途径。对欧洲民意调查这段时间调查结果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民

众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因。① 首先 ,那些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获益的选民更有

可能对欧洲一体化持支持的态度 ,这些人往往有较好的教育背景 ,从事技术含量

较高的职业。其次 ,如果某成员国从欧洲一体化 (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和欧洲地

区政策 )获得了欧盟的转移支付 ,那么该国的选民就更有可能支持欧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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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那些从欧洲统一大市场中获益的国家和个人也倾向于支持欧洲一体化。

由于缺少专门的数据 ,我们根据现有的民意分析可以认为 ,普通选民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欧盟全民公决中一般都以功利主义的心态来看待欧洲的一体化

进程。这种选民动员模式与欧洲一体化初期强调建立关税同盟 ,实现资本、商

品、劳动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以及完善欧洲统一大市场之间显然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

然而 ,这种以功利目标为基础的民意动员模式到了上世纪 90年代有了很大

的变化。特别在 1992年的丹麦全民公决否决《马约 》之后 ,很多观察家认为“允

许的合意 ”已经在欧盟内部消失。① 而 1992年和 1993年丹麦的两次关于《马

约 》的公决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普通选民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动员方式的争论。

一方面 ,以马克 ·弗兰克林 (Mark Franklin)为代表的学者指出 ,丹麦公决的选民

动员模式是国内政治延伸的“第二类选举 ”( second2order election)。他们认为 ,

大多数选民对于欧洲一体化特别是《马约 》具体内容并不了解 ,选民只能通过自

己对本国政府的信任程度来判断由政府负责签订的《马约 》是否符合自身的利

益和偏好。因此 ,丹麦的两次《马约 》全民公决结果是普通选民对 1992和 1993

年两届政府不同支持程度的表现。② 另一方面 ,以帕尔 ·斯凡森 ( Palle Svens2
son)为代表的丹麦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在他们看来 ,丹麦选民对于欧洲一体

化和《马约》有较多的了解 ,两次全民公决中普通选民的投票行为是他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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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 》具体内容和《爱丁堡协议 》( Edinburgh Protocols)修改条款后的直接反

应。① 综合两派观点可以认为 ,上世纪 90年代起 ,普通选民在欧盟全民公决中

的动员模式已经由最初的功利性支持 ,转向由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和超国家的公

决议题共同决定的选举动员模式。普通选民也开始直接介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决策过程。

爱尔兰 2001年和 2002年对《尼斯条约 》的两次全民公决为进一步认识普通

选民的选举动员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与丹麦的《马约 》公决不同 ,两次爱尔兰

全民公决期间的国内选举并没有出现本国政府更替 ,相反原执政党在国内选举

中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不过 ,两次爱尔兰全民公决的投票议题却发生了变

化 :在第二次全民公决中 ,选民被要求就爱尔兰的中立地位和《尼斯条约 》同时

发表意见。② 对两次全民公决投票结果的定量分析进一步显示 , 2001年的全民

公决中很多普通选民担心《尼斯条约 》的批准可能会危及爱尔兰的中立国地位 ,

而在 2002年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普通选民却认为《尼斯条约 》对欧盟当时的东

扩准备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也就是说 ,在两次全民公决中普通选民对《尼斯条

约 》的认识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这种“解构动员 ”( discursive mobiliza2
tion)模式 ———即选民的选举行为基于他们对投票议题的解读方式 ———的出现 ,

普通选民在 2001年和 2002年两次关于《尼斯条约 》的全民公决中采取了不同的

投票行为。

2005年法国与荷兰对《欧盟宪法条约 》的全民公决沿袭了丹麦选民和爱尔

82 欧洲研究 　2007年第 4期 　

①

②

③

参见 Siune, Karen and Palle Svensson, ‘The Danes and the Maastricht Treaty: the Dan2
ish EC referendum of June 1992’, Electora l S tudies, 1993, Vol. 12, No. 2, pp199 - 111. Siune,

Karen; Palle Svensson and O la Tonsgaard,‘The European Union: The Danes Said“No”in 1992

but“Yes”in 19932How and W hy?’, Electora l S tudies, 1994, Vol. 13, No. 2, pp199 - 111. 和
Svensson, Palle,‘The Danish Yes to Maastricht and Edingburgh: The EC Referendum of May

1993’, Scandinavian Politica l S tudies, 1994, Vol. 17, No. 1, pp169 - 82.

具体而言 ,如果选民在这次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 ,就表示他 /她支持保持爱尔兰的中
立国地位并且同意批准《尼斯条约 》;如果选民投反对票 ,那么他 /她就反对保留爱尔兰的中
立国地位并同时拒绝批准《尼斯条约 》。

参见 Shu, M in,‘Nonseparable Preferences, Public Op inion and Referendum s on Europe2
an Integration’, paper p resented a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urop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2004。



兰选民的选举动员模式。① 第一 ,国内的政治经济动向对于选民如何看待《欧盟

宪法条约 》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当时欧盟经济的低迷和成员国失业率的上升 ,

选民对于国内政府的信任程度不高。第二 ,《欧盟宪法条约 》是一部长达三百多

页法律文件 ,对一般选民来说条约可能产生的影响往往很难捉摸。有的选民认

为《宪法条约 》是欧盟迈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助推器 ,也有的选民认为《宪

法条约 》将强化欧盟机构的权力并牺牲成员国的主权 ,还有的选民认为《宪法条

约 》是欧盟不断扩大和未来土耳其入盟的基础。调查发现 , ②对于《欧盟宪法条

约 》的不同解读方式是普通选民拒绝接受该条约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 ,普通选民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的投票方式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允许的合意 ”的动员模式。普通选民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

越来越依赖于本国政府的受信任程度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形势 ;而全民公决的投

票行为也开始取决于本国民众对涉及超国家内容的公决议题的特定认识方式。

可以想象 ,这种以国内政治和解构动员为基础的普通选民动员模式给投票国的

国内政党和超国家的欧盟机构在全民公决中的竞选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 )投票国政党的动员模式

政党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主体 ,它们在汇集民意、动员选民、参与竞选、

制定社会公共政策和处理一国的外交关系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③ 欧洲

一体化作为欧洲民族国家联合发起并推动的跨国合作和协调过程 ,各成员国政

党的参与显得尤其重要。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政党都支持欧洲一体化。

相当数量的欧洲政党对欧洲一体化持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例如 ,冷战时期

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一直把欧洲一体化视为有悖于本国中立传统的跨国合作模

式 ,反对本国参与欧共体。上世纪 70年代的英国工党和 90年代的英国保守党

也先后以一体化不符合本国利益为由 ,对欧洲一体化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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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党体制条件下 ,政党对普通选民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如果选民支持的政党

反对欧洲一体化 ,那么这些选民就很有可能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拒绝接受政府

的跨国合作和一体化动议。因此 ,理解投票国国内政党在全民公决中的动员模

式对于理解一体化全民公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来说 ,欧洲国家的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①

首先 ,欧洲一体化体现的价值观是决定各国政党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首要原因。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欧共体 /欧盟的主要政策不断变化 ,欧洲一体化所体现的

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冷战时期的欧共体是在美国支持下对抗苏联的西欧国家经

济联盟 ,它与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 (CMEA )处于一种相互对峙的状态。瑞

典社会民主党由于它采取的中立政策自然不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立场。但随着

冷战的结束和经互会的解体 ,欧洲一体化所体现的价值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于

是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改变了它对一体化的态度 ,并于 1991年

代表瑞典申请加入欧共体。其次 ,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中 ,主流政党 (main2
stream parties)一般都支持欧洲一体化 ,而边缘政党 (periphery parties)和极端主

义政党 ( extrem ist parties)往往都反对欧洲一体化。主流政党是一国执政党的强

有力竞争者 ,一旦它们进入政府开始执政 ,这些政党就能够直接参与欧洲一体化

的决策。因此 ,在多数场合欧洲国家主流政党对欧共体 /欧盟都采取积极的态

度。边缘政党和极端主义政党无缘进入政府和参与欧盟决策 ,欧洲一体化反而

成为它们指责政府失误的政策领域。所以 ,多数边缘政党和极端主义政党都站

在一体化进程的对立面。再次 ,最近的研究还发现 ,欧盟成员国的执政党往往比

反对党更加支持欧洲一体化。② 也就是说 ,即便都是主流政党 ,它们对待欧洲一

体化的态度也可能不一致。由于执政党处于一国欧盟政策的决策中心 ,它们在

一体化政策上的立场很可能会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对象。这种情况下 ,反对党对

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程度比起执政党就要打个折扣了。

一体化全民公决是检验欧洲各国内部不同政党对一体化态度的试金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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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公决的竞选过程正式开始之前 ,各个政党一般都会针对投票的议题确定自

身的立场。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预期 :投票国的主流政党大都会站在支持

欧洲一体化 ,动员选民批准政府的一体化动议 ;而边缘和极端主义政党则会站在

反对欧洲一体化 ,以鼓动选民否决政府的一体化动议。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于

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党动员模式 :欧洲一体化成为边缘政治对抗主流政治的

焦点。由于欧洲各国的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在一体化速度上往往持有不同的看

法 , ①这种特殊政党动员模式很容易激化为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在竞选过程中

的对立。而现实中的许多一体化全民公决也确实出现了精英和大众的对峙局

面。②

考虑到执政党和反对党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差别 ,上述的主流政党对抗

边缘和极端主义政党的动员模式也并非是绝对的。由于反对党与执政党在欧盟

政策上的存在分歧 ,某些主流反对党很可能会站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阵营 ,动员

它们的支持者否决政府的一体化动议。这种可能性在欧盟全民公决中主要表现

为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下 ,主流政党出现内部的分裂。虽然政党的官

方立场仍然鼓励选民对欧洲一体化议题投赞成票 ,但却同时默认某些政党积极

分子参加反对一体化阵营的竞选。2005年法国关于《欧盟宪法条约 》的全民公

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4年末 ,主要反对党法国社会党通过党内全民公决

的方式确认了该党支持《欧盟宪法条约 》的官方立场。但是 ,当 2005年全民公

决的竞选开始之后 ,知名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劳仁特 ·法比佑斯 (Laurent Fabius)

却站到了反对《宪法条约 》的一边。根据欧盟委员会民意调查的结果 ,有超过

60%的法国社会党支持者对《欧盟宪法条约 》投了反对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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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情况下 ,主流反对党虽然支持批准政府的一体化动议 ,但对支持一

体化的阵营投入甚少 ,并且在选举过程中采取消极动员的竞选模式 ( lackluster

campaign)。2001年爱尔兰关于《尼斯条约 》的全民公决中 ,主流反对党统一党

( Fine Gael)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消极动员的竞选模式。① 统一党先是公开宣称

《尼斯条约》的有关条款可以进一步改善 ,影射执政党的欧盟决策不力。接着 ,

该党又在《尼斯条约 》的竞选海报上加上本党下届大选的候选人照片 ,谋求达到

同时宣传本党的目的。在统一党消极竞选的影响下 ,大多数的爱尔兰选民都选

择了弃权。这次公决的投票率仅为 34. 79% ,成为爱尔兰历史上参选率最少的

全民公决之一。

由于一体化全民公决在单个欧洲国家内进行 ,投票国政党的动员模式对全

民公决的结果会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投票国政党的动

员模式与该政党在国内政治的地位密切相关。② 一般情况下 ,主流政党倾向于

支持欧洲一体化 ,而边缘政党和极端主义政党倾向于反对欧洲一体化。同时也

应该看到 ,主流反对党在国内政治的特殊地位往往导致它们不太会全心投入全

民公决的竞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成员国政党在欧盟全民公决中的动员模式

是国内政治的延伸。

(三 )欧盟机构的动员模式

作为超国家的行政组织 ,欧盟机构没有参与一体化全民公决竞选的法律基

础。特别由于这些全民公决都在欧洲国家内部举行 ,欧盟机构的直接参与很可

能被认为是对投票国国内事务的干涉。比如 ,在爱尔兰举行的几次一体化全民

公决中 ,反对一体化阵营的竞选人欧洲议会议员帕翠西 ·麦坎娜 ( Partricia Mc2
Kenna)就曾因为欧盟委员会的介入而提出正式抗议。1998年关于《阿姆斯特丹

条约 》和 2001年关于《尼斯条约 》的两次全民公决中 ,麦坎娜认为欧盟委员会在

爱尔兰散发了大量“称颂 ”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传单和资料。在写给欧委会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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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办公室的公开信中 ,她强烈指责了欧盟委员会的这种“非法 ”行为。① 不

过 ,这类反对之声反倒证明了超国家的欧盟机构确实已经介入一体化全民公决

的竞选活动。

欧盟机构 ,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在每个成员国都有常设的代表处 ,

负责协调成员国与欧盟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 ,这些代表处也负有宣传欧洲一

体化政策的责任。在很多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活动中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欧

盟的宣传资料 ,这些资料就是欧盟机构驻当地的代表处负责印刷和散发的。派

驻在欧洲各国的常设代表处为欧盟机构参与一体化全民公决提供了重要的机构

基础。在通常的情况下 ,欧盟机构的代表处在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竞选之初就会

印发大量与投票议题相关的宣传资料。在特殊情况下 ,欧盟机构还可能通过间

接资助的方式支持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竞选。在 2000年进行的丹麦关于欧元的

全民公决中 ,研究者就发现支持丹麦加入欧元的竞选阵营得到了欧盟机构的资

金支持。②

需要指出 ,欧盟机构参与全民公决的竞选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专门负责《欧盟宪法条约 》宣传工作的官员曾经指出 :“欧盟机构不

会直接参与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竞选。相反 ,欧盟机构试图在全民公决过程中充

当一个‘中立的信息提供者 ’( neutral information p rovider) ”。③ 然而问题在于 ,

由欧盟机构提供的一体化宣传资料是否会被选民视为中立的信息 ? 上述的爱尔

兰籍欧洲议会议员显然持有不同的观点。由于在这类宣传资料中很难找到批评

欧洲一体化的言论 ,可以想象 ,普通选民也不会轻易地相信它们提供的所有信

息。一体化全民公决的超国家议题一般都比较复杂。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 ,怎

样认识这类超国家议题 ,如何评估特定投票议题可能引发的后果 ,这些都不是简

单的中立信息所能够回答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近来的一体化全民公决逐渐

显现出一种“解构动员 ”的选民动员模式。选民的投票方式往往会基于他们对

33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全民公决

①

②

③

参见 Roberts2Thom son, Parricia, D em ocratic Governance, EU Referendum s and the Euro2
pean U nio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2000. 和 Shu, M in, Referen2
dum s and European In tegra tio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 ristol, 2005.

Downs, W illiam M. Election Report Denmarkπs Referendum on the Euro: The Mouse that

Roared Againπ, W 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1, Vol. 24, No. 1, pp1222 - 226.

Shu, M in, Referendum s and European In tegra tio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 ristol, 2005.



超国家公决议题的认识。倘若欧盟机构作为超国家机构无法就投票议题内容进

行全面的解释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结果很可能会继续陷于不确定之中。

尽管有证据显示 ,欧盟机构已经开始通过它们派驻欧洲各国的代表处参与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竞选活动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 ,欧盟机构在大多数情

况下的竞选动员仅限于相关信息的提供。欧盟委员会宣称 ,欧盟机构不支持公

决竞选的任何一派 ,而且它们提供的信息是绝对中立的。然而在现实中 ,这种

“中立 ”的动员模式显然只是欧盟机构一厢情愿的想法。同时 ,欧盟机构在一体

化全民公决中的有限动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选民对超国家公决议

题的有效评估。

三 　全民公决的动员模式与欧盟的合法性危机

通过考察一体化全民公决中不同政治主体的动员模式 ,我们可以认为 ,关于

欧洲一体化的全民公决牵涉的主要是以投票国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政治。第一 ,

普通选民在全民公决中的动员模式以本国的政治空间为基础。选民的投票行为

与他们对现任政府的信任程度密切相关。由于大多数一体化全民公决由投票国

政府发起 , ①选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如何看待政府的全民公决动

议。同时 ,选民的投票行为与他们认识投票议题的方式有关。在“解构动员 ”模

式之下 ,涉及超国家内容的全民公决议题在投票国国内如何被阐释和解读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普通选民的投票方式。第二 ,投票国的国内政治结构也决

定了各个政党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的动员模式。一般情况下 ,主流政党会参与

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竞选活动 ,而边缘和极端主义政党则会加入反对欧洲一体化

的竞选。倘若作为主流政党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间的矛盾难以缓和 ,反对党则有

可能在全民公决中采取消极竞选的态度。在特定场合下 ,主流反对党还会直接

参与反对欧洲一体化阵营的竞选。换句话说 ,投票国国内的政治逻辑也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政党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的动员模式。第三 ,欧盟机构目前为止

还不能以竞选者的身份直接介入欧洲各国的一体化全民公决。为了避免争议的

出现 ,欧盟机构仅在这些全民公决中扮演“中立信息提供者 ”的角色。但即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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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欧盟机构的有限参与已经在一些国家引发了质疑之声。

那么 ,这种以民族国家政治运作为基础的全民公决动员模式与欧盟合法性

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 根据沙普夫 ( Scharpf) ①的观点 ,欧盟的合法性主要

基于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输入合法性 ( input legitimacy) ,二是输出合法性 (output

legitimacy)。前者与普通选民对欧洲一体化事物的参与能力和参与途径有关 ,

后者则是欧洲一体化通过改善选民生活而获得的合法性。姑且不谈输出合法性

的内容 ,一体化全民公决在现有的欧洲议会直选和成员国政府参与②之外 ,为选

民提供了第三种参与欧盟决策的方式。应该说 ,一体化全民公决的制度安排扩

大了普通民众参与欧洲一体化事务的途径 ,因而增强了欧盟的输入合法性。问

题的关键于是落到 :一体化全民公决如何影响选民参与欧洲一体化事务的能力。

因为一体化全民公决的选举动员模式以投票国的国内政治为基础 ,普通选

民在全民公决中对欧洲一体化事务的参与能力与投票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

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 ,如果普通选民对政府保持较高的信

任 ,那么他们就更有动力积极参与政府发起的一体化全民公决。其次 ,全民公决

的议题通过竞选各方深入并且是有效的辩论也能够提高普通选民对于超国家公

决议题的认识能力。换句话说 ,以“第二类选举 ”和“解构动员 ”为基础的选民动

员模式表明 ,一体化全民公决给欧盟带来的合法性冲击其实更直接地作用在举

行全民公决的投票国身上。

然而 ,欧洲国家传统的民族国家选举动员模式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涉及超国

家内容的一体化全民公决议题。民族国家的选举动员模式主要取决于各政党在

关键政治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一般说来 ,主张政府干预市场和收入平等的政党

属于左派 ,支持大市场和小政府的政党属于右派。问题在于 ,以左派和右派来划

分的政党竞争格局与欧洲一体化政策格格不入。由于欧盟政策的多样性 ,很难

明确地界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立场。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 ,政

党的竞争格局往往是边缘和极端主义政党对抗主流政党 ,普通大众与政治精英

对峙。在这样的条件下 ,以投票国政党为基础的选举动员模式显然无助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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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参与欧洲一体化事务。

法国与荷兰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条约 》之后 ,欧盟理事会决定把原定的

《宪法条约》批准期限推迟到 2007年中期再具体确定。法国总统选举于 2007年

4、5月间进行 ,进入第二轮选举的两位候选人对《欧盟宪法条约 》持有截然不同

的政策主张。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 ( Ségolène Royal)主张在保留《宪法条

约 》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有关经济与社会内容的条款 ,并认为新的《宪法条

约 》必须通过全民公决得到选民的支持。而法国人民运动联盟的候选人萨尔科

奇 (N icolas Sarkozy)则认为目前的《欧盟宪法条约 》需要大幅删节 ,并将最终以

一部“迷你宪法条约 ”的形式交由法国国民议会批准通过。后者当选之后 ,对

《宪法条约》的最终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 ,欧盟理事会的决定是法国国

内政治不确定条件下的无奈之举。这个决定也间接地表明 ,全民公决给欧盟合

法性带来的冲击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巨大。欧盟全民公决的特殊动员模

式更多地反映出传统民族国家的选举动员无法适应涉及跨国合作和地区一体化

的超国家议题 ,它们对于投票国的压力要远远高于带给欧盟的冲击。

四 　结论

从 1972年法国关于欧共体扩大的首次全民公决到 2005年卢森堡就《欧盟

宪法条约 》进行的全民投票 ,欧洲一体化的扩大与深化始终伴随着一体化全民

公决的发起、竞选和投票。全民公决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

移也不断地加深。1992年丹麦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的全民公决首度冲击

了普通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允许的合意 ”式的支持态度。2001年的《尼斯条

约 》全民公决则从根本上打破了爱尔兰选民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一体化民意结

构。2005年法国与荷兰的全民公决更是把历时三年多准备的《欧盟宪法条约 》

“架空 ”于预设的批准时限之外。

但是 ,全民公决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并没有直接触及欧盟合法性的核心

内容。一体化全民公决的三类议题 ———成员国地位、一体化政策和联盟条

约 ———都是为了界定欧洲一体化往何处去 ,而不是为了明确当前的欧盟是怎样

一个跨国政治和经济实体。所以 ,尽管不同的全民公决对欧盟未来的发展提出

了各种质疑 ,但它们都没有直接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因而 ,欧盟仍然能够

在一体化全民公决失败后保持正常地运作。借用伊斯顿的分析角度 ,一体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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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决否决的只是“特定 ”的一体化议题 ,并非“支撑 ”这些议题的欧洲一体化进

程。

应该指出 ,一体化全民公决确实对投票国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虽然一体化

全民公决的议题涉及跨国合作与地区一体化 ,但是公决的竞选过程往往局限于

投票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普通选民的动员模式既是对国内政治信任度的

延伸 ,又是对本国阐释公决议题含义的反映。投票国政党在一体化全民公决中

的竞选动员受到本国政治结构和政党竞争的直接影响。唯一有能力代表超国家

议题说话的欧盟机构却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支持而不得不置身于全民公决的竞

选之外。于是 ,欧洲一体化的全民公决竞选常常变成投票国国内政治的延伸 ,而

一体化全民公决所包含的超国家内容却相应的减少了。

可以预期 ,一体化全民公决仍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一个的重要角色。

对于某些成员国来说 ,一体化全民公决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不可避免。比如 ,

爱尔兰就必须对未来所有的联盟条约进行全民公决。而对于另一些成员国来

说 ,政治家们早已许诺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处理特定的一体化政策。可以说 ,在没

有获得全民公决支持之前 ,英国不会加入欧洲经货联盟 ,法国也不会批准土耳其

入盟。同时 ,随着欧盟的继续扩大、新的一体化政策逐步出台 ,以及今后联盟条

约的签订 ,欧盟的决策过程将产生新的跨国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议题。这些议题

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一体化全民公决。

显然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怎样避免一体化进程中的全民公决。通过选民的

直接参与投票 ,欧洲一体化可以获得重要的输入合法性 ,从而缓解欧盟的民主赤

字。全民公决所引发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设法改变现有以投票国为基础选举动

员模式 ,进而使一体化全民公决真正成为选民讨论欧盟区域合作、构建欧洲跨国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

(作者简介 :舒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 :田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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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u rop e an Eco nom ic Mo de l: F rom the P ro sp ec ts o f Effic iency and Equ ity
W AN G H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 ic model are the single market, the econom2
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the framework of econom ic policies. W hile the econom ic
model is the combination of many member states’models,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model is German’s social market economy theory developed mainly by Freiburg
school. The essence of the European econom ic model is the balance between eco2
nom 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four sub2
models under European model by Gini coefficient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there is no trade2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18 　R efe rendum s in the P ro ce s s o f Eu rop ea n In te g ra tio n
SHU M 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 lications of those refer2
endum s triggered by European integration. It is often argued that integration referen2
dum s have intensifie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mposed
great p ressures on EU legitimacy. By exam ining the three types of integration refer2
endum s and the mobilization patterns of ordinary voters, domestic political parties
and sup ranational EU institutions in electoral p roces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hallenges of integration referendum s imposed on voting countries have far out2
weighed the p ressures on the EU; and domestically oriented electoral mobilization
appears not able to handle the referendum p roposals of sup ra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53 The Eu rop e an iza tio n and its Im p a c t o n the Po litic s in the M em be r S ta te s
o f EU
W U Zh iche ng W AN G Xia
Europeanization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academ ic issue in the field of Europe re2
search, which means the adjustment and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cy of
member stat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ization has been in2
fluencing the politics of member states of European Union in different ways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