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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兴起原因的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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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西欧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迁。 在这一背景中，移民
问题、抗议政治、社会衰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经济利益等都为极右翼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自身利用政治机会结构，从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寻求对自己的支持，适时
地抛出吸引选民的政治议题，使其政坛地位日益凸显。要解释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必须构建一个多
元、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因为它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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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欧社会结构的

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在“支持”的一方，则更多地

变迁，第三波极右翼政党在西欧逐渐兴起，其活动

关注极右翼政党自身如何利用政治机会结构，在选

越来越引人注目，逐渐成为西欧政党体制内或体质

举中与主流政党进行博弈，从而使得自己的地位日

外的重要政治因素。它们打出“本国人优先”、
“反对

益凸显出来。

移民”和“反对欧盟”的口号，吸引了大批选民。在极
右翼政党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法国国民阵线、

一、西欧社会结构变迁

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全国联盟。此
外，在瑞典﹑比利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出现
了极右翼政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政治社会层面出现了
一些新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新保守主义

笔者将极右翼政党置身于西欧广阔的社会背

文化思潮的兴起；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极

景之中，分析西欧的社会环境为极右翼政党的兴起

端化和极化的现象；政治制度，首当其冲的是政党

提供了哪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以及极右翼政党自身

制度承受着不断增长的合法性危机的侵蚀；社会生

是如何利用这些外部条件，适时抛出吸引选民的议

活中安全和移民问题不断凸显。[1]（P.16-18）

题，从而在西欧政坛迅速崛起。如果以政治系统的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政党制度面临两个

观点进行考察 , 则“需求”一方讨论的主要焦点集中

层面的变化，其一是政党选举层面的变化，其二

于西欧社会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结构的变迁

是政党支持层面的变化。在选举层面，自从20世

* 本文为 2009 年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比较视野中的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的研究成果之一 [ 项目编号 ：09HZK023]。同时为 2010 年 7
月 8 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21 世纪初政党发展与变革”学术研讨会的与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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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80年代以来，对政党的支持就表现出变化无常

数的迅速增长。

的局面，梅尔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化无常

（二）反抗理论

的潮流有退却的迹象”。[2](P.169) 在政党支持层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评论强

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与既定政党之间的联系正遭

调反抗或“反政治”是解释极右翼政党兴起的一

受着分解和侵蚀”。 [3] 政党认同的衰落，党员成

个关键因素，认为极右翼政党缺少任何严肃的意

员的减少，对党的支持力度的降低，这些都显示

识形态内容，它们的政纲主要是对现存政治的抗

出选民与传统政党之间的联系正在淡化，由此带

议，即使是移民问题也可以看作是极右翼政党用

来的结果是,选举不再标志着对传统政党的政治

这一问题反对政治精英人物而打出的一张牌而

忠诚，而是变成了个人的选择，不用说这是一个

已。对极右翼政党的支持，是表达选民对主流政

理性的选择，折射出个体的价值体系，“议题选

党不满意的非常重要的渠道。在政治实践中往往

民”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认同的选民”。

表现为大多数主流政党拥有的选民人数持续降
低，这反映出公众对主流政治的一种漠视和反

二、极右翼政党兴起的外部
原因——需求一方的理论

抗。
反抗理论，也可以称之为怨恨政治。而对
这一理论持支持态度的人，多数来自社会底层，

①

（一）单一问题理论

尤其是那些不拥有熟练技术的男性选民，在全球

单一问题理论认为极右翼政党兴起的最主要

化时代，技术﹑人员自由流动的时候，他们的利

原因是反对外来移民，把极右翼政党称为“反移

益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因为雇佣外来移民

民政党”或“单一问题政党”。这一理论最核心

与使用本地工人相比，前者所需的薪金水平更为

的内容是强调反移民政治的吸引力，强调外来移

低廉。因此社会中的这些非熟练工人逐渐处于一

民对于本国法律和秩序的冲击、所引发的失业问

个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境地，在社会中的处境不

题及对社会福利的损害。

断被边缘化，他们对主流政治充满怨恨情绪，而

法国国民阵线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是强调

极右翼政党也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部分选民的心

反移民问题的极好证明。国民阵线自从采纳了强

理，使得他们成为自己稳定的支持者。通常主要

烈的反移民主张后，它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就获

西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结

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22%

构和相对固定的支持者。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

的选民认为移民问题是一项要高于其它政治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很稳定地从中右位置吸引支

的最主要的问题——在支持勒庞的选民中，有高

持者，这些选民大多是年龄跨度从中年到老年的

[4]

强壮的男性，主要从事小工商业或手工业的经济

达53%的人认为移民问题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
仇外情绪是支持国民阵线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器。

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80年后期和

活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99年奥地利的选举
中，其自由党也吸引到了更多的工人。

1993年之间，奥地利合法移民的数字增长了将近

（三）社会衰落理论

两倍，而非法移民的增长更为迅猛。20世纪90年

社会衰落论的解释把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归因

代后期，奥地利超过9%的人口是外来移民，奥地

于社会道德沦丧，民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利自由党的前领导人海德尔适时地利用了移民问

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建立在阶级和宗教

题，使得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选民人

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正在衰退，导致个人失去了归

①“单一问题”很多的时候也称为“反移民问题”, 或“反移民政治”(Anti-immigration Politics）。

54

属感，社会出现“原子化”倾向。由此，那些感

极右翼政党的兴起。支持极右翼政党的选民普遍

觉被社会主流所排斥，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就更愿

认为后物质主义的议题和他们所关心的物质利益

意到极右翼政党的怀抱里寻求安慰，追随极右翼

没有丝毫联系，加之后物质主义强调自由的生活

[5]

政党所倡导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 法国阿尔及

方式，威胁到了传统家庭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尔，这一位于法国南部的亚文化地区，由于当地

后物质主义的解释观点认为主流的、尤其是中左

居民对法国主流社会没有归属感，当地的居民被

的政治精英人物要为社会自由化承担责任，这也

极右翼政党所宣言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意识

增加了这一部分人群对于传统政治的疏离感。

形态所吸引，他们对国民阵线的支持率相比其他
地区的居民要高。

一些极右翼政党，例如比利时的佛莱芒方
块党和德国人民联盟，一定程度上包括法国的国

还有在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典这些国家，和

民阵线，在这些极右翼政党的纲领中都或多或少

传统政党有联系的是相对孤立的社会群体，尽管

包含有反物质的哲学思想。它们公然地强调政治

政治精英集团努力迁就融合其他的社会群体，向

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利益。可

反抗的政治群体打开通道，但社会结构限制了传

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为极右翼政党

统政党去追求一个跨越社会层级和横向水平的广

的崛起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泛的联合形式。然而，当这些结构崩溃以后，对

（五）经济利益理论

于新兴政党来说，就出现了新的政治机会。这个

尽管在很多极右翼政党中具有反物质主义的

过程被自称代表社会大众阶层的极右翼政党所推

哲学存在，但还是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试图把经济

动，这就使得选民转而去支持极右翼政党。

方面的利益和极右翼政党联系起来。极右翼政党

（四）后物质主义理论

的支持者主要是那些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竞争中

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认为，人们最主要的价值

的失败者，或者是那些承受着相对剥削的人们。

利益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其它的价值需求都是

这个路径可以用来解释极右翼政党选举中的竞

由此派生的。因而，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就

争。

[6]（P.293-316）

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要求，而

一些极右翼政党毫无疑问把经济利益当作它

社会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基于物质需求被忽视

们的部分追求。例如，在2000年2月，海德尔要求

引起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很多社会学

自由党取代社会民主党的位置，做为工人阶层真

家认为大多数富裕的西欧国家正在迈向后物质主

正的保卫者。因为这样的竞选口号和承诺可以减

义社会。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或实利主

少他所代表的政党的极端性。海德尔同时指出，

义而言的。表现为以下特征：成功的工业化使人

他的政党要反对欧盟，反对移民，承诺帮助工人

们消除了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疑虑，激发了人们

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在20世

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想法；对于传统的阶级和

纪90年代，同样强调经济问题，包括反对那些来

经济利益的关注变得比较少了，更多地关注生活

自意大利南部的“寄生者”和其他移民的威胁，

方式的问题，如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对于传统

以及反对意大利政府征收过多的税，因为这会影

政党的忠诚程度降低了，与此同时，关注那些建

响意大利北部的经济。

立在反抗的政治基础上的议题；对于国家制度的

对于选举的具体研究证实了极右翼政党与宽

忠诚也下降了。绿色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明这种文

泛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关联。例如在德国，在20世

化方面的变化，所有这些都给政治领域带来了深

纪90年代，失业者还有那些感觉到在经济中受到

刻的变革。

剥削的人们倾向于选举德国共和党。在很多国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物质主义被用来讨论

的年轻人中，他们很担心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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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充满担忧，这些都使得这些年轻人容易选择

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

极右翼政党。在法国，47%的没有受过专门技术训

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9]

练的年轻选民在1997年的立法选举中支持国民阵

政治机会是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运动或组织

线。奥地利自由党的选民也大多来自于年轻选民

的外部结构条件（静态的机会结构或处于变动中

而不是年老的选民。

的政治环境）的统称。不论哪种类型的政党，都

经济利益论的解释可以进一步扩大其内涵，

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

即极右翼的选民并不仅仅来自于那些已经在承受

政治环境也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机会结构，实际上

经济衰退的人们，还包括那些对未来的经济变化

是考察特定的政治环境为极右翼政党的产生提供

充满恐惧的人们。首先，是那些工作勤勉却容易

了多少条件。一般的分析结构往往把宏观的结构

受到外来移民竞争的人们；第二，由于国家在经

同组织或运动简单对应，而政治机会结构则体现

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不得不削减税收和支出，这样

了客观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主观认知之间的一种

就造成了那些国有部门的业主很可能受到打击，

“关联”。所以，运用政治机会结构需要进一步

因此，社会经济的分裂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中

探询这种“关联”的诸多机制。

等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更加细化的、部门化的

政治机会结构论这一分析路径强调两点，是

分裂。尤其是当移民群体在一个地方性的环境中

新政党得以出现的重要外部条件。第一，它强调

占较大比例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更加凸显

在多大程度上主流政党的行为或纲领能够帮助或

出社会经济问题对极右翼政党选举产生的影响，

阻碍那些“抗议性政党”②的出现；第二，是现存

“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我们”这句口号

的政治制度对于“抗议性政党”的开放程度。

来自比利时红色的瑟兰地区，这一地区正承受着

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路径认为，当主流政

工业衰退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英国的奥尔德姆

党和中间政党靠近的时候，极右翼政党容易取得

地区对极右翼政党选举的支持也反映了相似的问

突破，当选民对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的政治诉求

题。[7]

不断增长，而主流政党忽略选民的这些政治诉求
时，主流政党就容易失败，这就给极右翼政党的

三、极右翼政党自身发展方面的
原因——支持一方的理论

胜出提供了契机。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在20世
纪80年代不断运用反移民的情绪这一问题，当时
这一问题被主流政党所忽略了，而当时社会主义

（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①

政治机会结构 最早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术

者甚至承诺给移民更多的权力。这就给国民阵线
的兴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语。艾辛格（Eisinger ）将其界定为“政治系统中

此外，当主流政治被极右翼政党所谈论的

的个人或群体以何种方式行事，不单纯是他们所掌

议题所同化的时候，尤其是这些议题和移民问题

握的资源的结果，而是政治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开放

相关的时候，这就容易使极右翼政党获得更多的

性、弱点、以及障碍和资源的结果。”[8]（P.11-28）20

合法性支持，进而帮助它们取得合法的地位。尽

世纪80年代以后，塔罗（Tarrow）在此基础上强调

管这中间的联系不是那么容易清楚地看出来。比

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以及怎么发展，既不取决

如英国的政治家在难民问题上持强硬的态度和立

① 塔罗以国家为中心 , 将机会视为一种客观条件 , 是社会运动与政治精英的一种策略互动。
② 英文文献中使用的是 insurgent 一词。这里的起义性政党 , 实际指的就是反对主流政党的极右翼政党。笔者将其译为“起义性”, 以凸显
这一类型政党对主流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抵制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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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帮助英国民族党在2001~2002年时合法化，

国，勒庞被选为法国国民阵线的领袖，主要原因

也由此引燃了少数族裔的疏离感的问题，导致

就是因为勒庞在此之前没有公然支持过法西斯主

2001年在英国发生少数族裔的骚乱。在刚刚结束

义。不过，声称法国国民阵线是法西斯主义，毫

的2010年5月的英国大选中，作为小党的英国国家

无疑问大大局限了它在传统左翼阵营中的力量和

党，取得了1.9%的选票，同2005年的0.7%相比，

吸引力，因为，在左翼阵营中，历来把反法西斯

多出了1.2个百分点。

[10]

英国国家党所强调的极

主义作为一个重整旗鼓的口号。

端的反移民态度，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

政治文化论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何种程度

和认同，深层原因在于主流政党的党魁对英国国

上极右翼政党能够产生关于移民和公民身份认同

家党的反移民态度是持默认态度的。如保守党和

的合法性的讨论。整个欧洲，面对谁能成为国家

自由党在竞选纲领中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移民和难

统一体中的成员这个问题时，历来就有着非常不

民，尤其是非欧盟国家来的移民和难民。

同的观念。尽管实践远为复杂，但可以描绘出三

主流政党也可以直接使极右翼政党合法化。

种不同的类型。 [13]（P.47-73）第一种是法国的雅各宾

意大利国家联盟党的兴起得益于意大利总统清楚

(Jacobin)模式，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人只要想融

地表明他愿意接纳“后法西斯主义”，使之成为

入到统一的文化中他就可以成为法国人；第二种

中右翼政府的一部分，取代天主教民主党的位

是德国模式，认为公民的身份传统上是建立在血

置。更有甚者，媒体巨头贝鲁斯科尼领导的意大

统基础之上；第三种是英国模式，这是一种多国

利力量党在1994年的选举中，在即将投票时与国

或多元文化模式，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

家联盟党相联合。这些举动都进一步增加了意大

历史上是由三个不同的国家组成的，并且英国是

利运动社会党和国家联盟党的合法性。这和在奥

帝国之母国。英国的观念使其很难建立起关于排

地利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在2000年的早期，当

斥的合法的讨论。但不管怎样，极右翼政党都会

总统怀疑自由党已经进入到政府的时候，实际上

从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求支持。如法国的国

他邀请欧盟进行干预。这一禁令同样被比利时的

民阵线指责阿拉伯移民不愿意融入到法国文化之

首相所采用，也被法国的总统所采用，他们采用

中。1989年的“女孩事件”， [13]（P.47-73）一个穆斯

这样的手段将极右翼政党限制在“政治栅栏”之

林女孩不准进入学校，因为她传统的服装打扮被

外。[11]

认为是对法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习俗和规则的一种

（二）政治文化理论

轻视。这表明国民阵线已经成功地煽动了舆论，

极右翼政党若把它们自己描述为是一个国家

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政治文化，即国家传统中合法的一部分时，它获

法国国民阵线同英国国家党、德国人民联

得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就要大一些。同一硬币的另

盟党相比，在选举中取得更多成功。这也可以从

一面是，极右翼政党若宣称自己和法西斯主义尤

这三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寻求解释。英国的历史

其是纳粹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它就不可能取得合

主要强调议会至高无上性和中间组织的作用。而

法性的承认。[12]（P.216）例如，德国的人民联盟党和

法国的雅各宾模式主要强调“共和的不可分割

德国国家民主党，它们的宣传表明和纳粹时代有

性”，容易对于政党和压力集团充满敌意。我们

明显的联系，它们没有得到来自选民的持续和稳

可以看到，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提供这样一

定的支持。

种模式，可以使对主流政党的讨论妖魔化，类似

英国的国家认同是和反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

这种性质的讨论能够合法化，并且使议会的决定

起的。1970年代后期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有76%

黑箱化。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重要

的选民认为英国国民阵线具有纳粹的一面。在法

的方面是赞美强有力的领袖，这同样使极右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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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容易合法化。而在德国，纳粹的遗产提供了一

母体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标准面临

个强有力的警示作用，德国对极右翼政党有明确

着危机，在政治领域里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的宪法限制。

包括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政党的极化，以及随着

（三）议题政治

社会生活中新问题的出现，传统政党对此未能作

当代的一些极右翼政党，是“第三条道路”

出及时的应变，这些都为极右翼政党的出现提供

理念的支持者。极右翼政党试图在私人领域和国

了外部支持的条件。这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在

家领域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海德尔就曾经

于极右翼政党自身，它适时地向选民抛出新的议

宣称“我们既不是左，也不是右，我们仅仅是走

题，以关注社会底层群体为口号，以反对移民为

在前面”。其他的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

主要内容，并且以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为依托，强

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和挪威的进步党不时地运用

调领袖和选民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互动，来吸引对

既不是左也不是右的言辞，希望能在选举中对自

主流政治已感到倦怠的选民的视线。

己的处境更为有利。极右翼政党利用第三条道路

对极右翼政党兴起的原因进行解读，需要

的言辞，通过强调自己在政治谱系中非极端的位

构建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置，潜在地表达它们的诉求，这些不同主张的汇

不同的理论在解释极右翼兴起的原因时，分别有

合已经成为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典型

不同的侧重：单一问题的理论将极右翼政党兴起

的特征。

的原因主要归因于外来移民；反抗理论认为“反

极右翼政党提出具体的议题，吸引选民，如

政治”是极右翼政党兴起的关键因素；社会衰落

“反移民”，“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给极右

论的理论认为传统道德的失范，以及传统社会结

翼政党的合法性带来帮助。支持这些议题的基础

构的衰退，使得极右翼政党力图捍卫传统的价值

通常是吸引那些较少有政治经验的选民。议题政

观；后物质主义的理论认为，在后物质主义社

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极右翼政党往往采用模糊的

会，人们对传统的阶级和经济的利益关注变得少

经济纲领，这样它们既可以吸引那些既支持自由

了，更关注对个人价值和对不同生活品质和生活

市场的选民，同时又能吸引到那些仍然想寻求国

方式的追求，伴随而来的是对传统国家制度、政

家对经济领域加以一定影响的选民。

党的忠诚程度的下降，这为极右翼政党的生长提
供了条件；经济利益的理论试图把经济方面的利

结语

益和极右翼政党联系起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强
调政治系统中的资源结构、制度安排多大程度上

随着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欧社会

可以为极右翼政党的兴起提供条件；政治文化论

经历着重要的历史变迁。20世纪70、80年代，欧

强调国家传统文化的作用；议题政治论强调提出

洲新社会运动带来了政治中新左派浪潮，对传统

有吸引力的议题，以及相对模糊的经济纲领可以

的主流政党政治发难，与这一脉相对称的政党政

吸引更多的选民。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

治中的另一股新浪潮是稍后出现的极右翼政党。

论是，每一种理论都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对极右翼

如果说“向左转”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那么

政党的兴起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没有任何一个

“向右转”就是一场“静悄悄的相对革命”。简

单一的理论足以解释极右翼政党的兴起，这是一

而言之，正是孕育了“向左转”的后物质主义价

个不同因素彼此交融，互相作用所产生的合力的

值观的这一社会过程同时催生了“向右转”的非

结果。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它们孕育于同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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