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3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Mar． 2018

第 2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 2

伊斯兰和穆斯林问题研究

英法穆斯林移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

李 立

摘 要: 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群体均已发展成为两国国内最大的少数族

群。不同的移民模式和政策导致英、法两国穆斯林群体政治参与的机会和

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英国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下，穆斯林获得了

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诸多自由。英国穆斯林通过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社

团政治、媒体政治等手段积极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效果显著。

法国穆斯林受制于该国严苛的“共和同化”模式，其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党

政治和选举政治来实现，而在社团政治和媒体政治方面与英国穆斯林均存

在着较大差距，其影响力和政治参与效果较为有限。在对中东问题的关注

上，英国穆斯林对英国中东外交的诸多领域都积极参与，而法国穆斯林对

中东问题的关注度和对法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远低于英国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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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欧洲国家在战后重建中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以及西

亚、北非等地穆斯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西亚、北非国家大量穆斯林通过劳工以及

非法移民等方式进入欧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以基督徒为主的欧洲地区，穆斯

林群体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宗教少数族裔，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安

全问题。“9·11”事件后，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群体的融合与冲突、欧洲恐怖主义和极

端主义威胁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对欧洲穆斯

林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2016 年 5 月 6 日，英国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萨

迪克·汗( Sadiq Khan) 当选伦敦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也成为欧洲穆斯林政治参

与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欧洲穆斯林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和法

国是欧洲的两个重要大国，两国国内穆斯林人口数量都是数以百万计，同时也是“多

元文化主义”和“共和同化”两种典型的移民治理模式影响下的代表性群体。本文运

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主要从英、法两国穆斯林的国内政治生态、政治参与的外部环

境( 移民模式) 、政治参与的方式、对中东政策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

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与英、法穆斯林的政治生态

美国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 在《参与和政治平等: 七国间的对

比》一书中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个人为影响政府挑选官员的结果而采取的直接

或间接的行动”①。这一概念具有两层含义: 第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个人; 第

二，政治参与的内容是指与选举、投票等相关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参与的

主体与内容均发生了变化。首先，从政治参与的模式来看，学界关注的重点从过去

关注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逐渐发展到关注群体性的政治参与活动。几十年前，

有关政治参与的研究更多是关注公民个人参与政治的心理因素，比如公民个人的信

念以及参与动机。然而，近年来关于政治参与的讨论很少强调个人动机等心理因

素，取而代之的是对群体性动机的探讨。其次，许多政治理论家都认为西德尼·维

巴对政治参与范围的界定过于狭窄，忽略了许多其他可被视为政治参与的活动。加

拿大政治理论家戴瓦·斯塔尤里斯( Daiva Stasiulis) 指出，“现在的研究把政治参与

的定义都严格限定在选举政治以及国家的官方政治行为上”②。包括斯塔尤里斯在

内的一些政治学者都认为应把政治游行、静坐、绿色和平运动、绝食抗议、印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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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ney Verba，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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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出版物等行为都列入政治参与范畴。①

关于群体性政治参与的理论分析视角主要有三大类: 经济视角、制度视角以及

文化视角。对于英、法两国穆斯林群体来说，由于其普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

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从制度的视角进行对比分析更加有利于理解两者

的政治参与情况。在政治参与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主要强调移民居住国的政

治结构和相关的制度、政策、法规对移民在居住国参与政治的影响。这些制度框架、

政策法规在移民层面则集中体现在国家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模式上。不同国家所采

取的不同移民政策或模式对移民的政治参与产生重要影响。移民政策和移民模式

的形成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接收移民的动机息息相关。二战后，英、法两国采取

了不同的移民政策，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移民模式。在各自移民模式的影响下，

英、法两国穆斯林群体获得的政治参与机会也截然不同。长期以来，英法两国国内

居民大多信仰基督教。但是过去几十年间，随着国内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英、法两

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穆斯林群体已发展为英、法两国最大的少数族群。

在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移民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国的穆斯林群体的政

治生态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英、法国内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地域来源、社会

经济地位等都是影响两国穆斯林群体当前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
(一) 英、法两国穆斯林人口现状

英国政府每十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根据 2011 年英国

人口普查结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穆斯林人口已增长至 270 万左右，占这两个地区总

人口的 4．8%。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地区穆斯林人口较少，据估计，两地穆斯林人口

分别为 77，000 人和 3，800 人，约占两地总人口的 0．9%。② 穆斯林已成为英国国内人

口增长率最高的宗教群体。2001 年至 2009 年间，英国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非

穆斯林人口的近 10 倍，③且未来仍将保持这一高速增长的趋势。英国因此成为西欧

国家中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也导致伊斯兰教在英国已成为仅次于基督教

的第二大宗教。

在法国，公民的族群属性和宗教信仰一直被看作公民的私人事务，官方不提供

关于公民宗教信仰的统计数字。因此，关于法国穆斯林的人口没有统一的权威数

据。据估计，当前共有 365 万 ～ 600 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占法国总人口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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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 年法国政府曾推测其境内穆斯林人口在 500 万 ～ 600 万之间。① 根据世

界穆斯林人口网站 2014 年的数据，法国穆斯林人口数量达 613 万，占法国总人口的

9．6%。② 法国已成为西欧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 英、法两国穆斯林的主要来源国

英、法两国国内穆斯林的种族成分和地域来源也非常多元，大都为两国前殖民

地国家的移民及其后代。穆斯林大规模移居英、法两国主要在二战之后。当时的英

国和法国国内劳动力短缺，两国首先考虑与其前殖民地国家签订劳工协议，吸引了

前殖民地国家大量穆斯林前往其前宗主国。在英国，68%的穆斯林都来源于英国前

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印度。其中，近 38%的穆斯林移民来自

巴基斯坦，15%来源于孟加拉国，10%来源于印度。③ 其余的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于

中东和非洲国家。

在法国，尽管穆斯林群体的来源国超过 100 个，但高达 82%的穆斯林来自法国在

马格里布地区的三个前殖民地国家，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其中，来自阿

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最多，占法国穆斯林人口的 43．2%，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人口占比

达 27．5%，来自突尼斯的穆斯林人口占比达 11．4%，其余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 9．3%) 和土耳其( 8．6%) 。④

(三) 英、法两国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地位

与英、法国内其他族群相比，两国穆斯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遍不高。两国国

内穆斯林受教育程度较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更低。同时，英、法穆斯林收

入水平远低于两国平均水平，在少数族群中也属于低收入群体。在就业市场上，两

国穆斯林或多或少都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歧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本土居民所

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失业率也普遍高于本土居民。正是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

较高的失业率，再加上就业时遭遇的各种歧视和困难，英、法穆斯林群体的犯罪率居

高不下。在一些贫困的穆斯林街区，毒品交易、暴力犯罪行为层出不穷，这已经成为

困扰英、法乃至整个欧洲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不同移民模式下英法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机会

英、法两国采取不同的移民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英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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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法国则采取“共和同化”模式。两国移民模式的差异为其境内

穆斯林群体提供了不同的政治参与机会。

(一) 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模式

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尊重国内少数族裔的自由权利以及集体权利，鼓励

他们维护其族群文化和宗教信仰，为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外部环

境。这种模式与英国在二战后的“联邦理想”观念息息相关。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已

大不如前，为保持其大国地位和维护其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力，英国产生了一种

“联邦理想”，认为保持与前殖民地国家的联系有助于英联邦的发展。① 与欧洲其他

国家不同的是，英国赋予了前殖民地国家居民移居英国后自动获得英国国籍的权

利，这些前殖民地移民因此在英国享有完整意义上的政治权利。

在这种宽容的“多元文化模式”下，英国穆斯林从中受益颇多，主要体现在宗教

文化、学校教育以及政治参与等领域。在宗教和教育领域，英国穆斯林均能享受到

较多的权利。在伦敦的学校、图书馆、音乐厅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穿着黑色罩袍、佩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这与法国通过的在公共场所禁止佩戴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

“头巾法案”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穆斯林能享有更多的权利还体现在英国的伊斯

兰学校的数量上。截至 2008 年，英国共有 140 所伊斯兰学校，数量远远多于法、德两

国( 法、德两国分别只有 3 所) 。②

在政治领域，英国穆斯林也获得了较多的参政机会。“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承认

和尊重少数族群的集体权利，在这一前提下，英国穆斯林组织积极参加或影响选举，

不断扩大穆斯林的政治权利。1970 年，巴基斯坦裔苏格兰人巴希尔·马安( Bashir
Maan) 代表工党竞选格拉斯哥( Glasgow ) 市议员，最终成功当选，成为英国历史上第

一位在英 国 政 府 机 构 中 任 职 的 穆 斯 林。同 样 在 格 拉 斯 哥，穆 罕 默 德·萨 瓦 尔

( Mohammad Sarwar) 于 1997 年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 ，成为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议会议员。1998 年，纳西尔·艾哈迈德( Nasir Ahmed) 又

成为第一位当选为英国上议院终身贵族( life peer) 的穆斯林。此外，穆斯林行政官

员也不断增多。2007 年，工党议员沙希德·马利克( Shahid Malik) 成为英国首位穆

斯林内 阁 大 臣，被 任 命 为 英 国 国 际 发 展 事 务 部 长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inister)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 5 月的伦敦市长选举中，巴基斯坦裔穆斯林、

工党候选人萨迪克·汗当选，成为伦敦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截止 2016 年，英国

议会中的穆斯林议员已达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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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傅义强:《西欧主要国家移民政策的发展与演变———以法、德、英三国为例》，载《上海商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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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和穆斯林问题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二) 法国的“共和同化”移民模式

与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不同，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不承认国内少数族

群的集体权利，而是要求他们放弃原来的语言和文化，接受法兰西文化的同化。这

一模式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之前也被称为“雅各宾模式”，是法国政府吸纳外来

移民的基本政策和框架。这种模式把“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和“平等主义”视为

其核心原则，主张在此基础上赋予外来移民合法权利，但是移民群体必须接受共和

国的同化并成为法国公民。

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在吸收并同化外来移民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共和同化”模式在该时期的推行比较成功。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共和同化”模式在同化北非穆斯林时却遇到了巨大阻力和困难。

这些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他们的日常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联系客居他乡的北非移民的精神纽带。但法国的“共和

同化”模式要求移民群体必须放弃原有的宗教与文化，接受法兰西文化的同化与改

造，努力成为法国公民。鉴于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群体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法国

穆斯林群体对这一要求难以接受。

其实，在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下生活的穆斯林群体，获得的权利很少，境遇普

遍不佳。首先，在就业领域，自移居法国后，穆斯林群体承担了大量被称为“3D”①类

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本土法国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种。其次，在宗教文化领域，法

国的“共和同化”模式对穆斯林的限制最为严格，突出体现在围绕穆斯林妇女佩戴头

巾的争论方面。2004 年，法国政府正式通过法案，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或穿戴具有

明显宗教信仰倾向或标志的服饰，包括穆斯林的头巾，犹太教徒的小圆帽以及基督

徒的十字架。穆斯林对该法案反应最为强烈，认为该法案是对穆斯林妇女人身自由

的侵犯。该法案的通过使法国成为欧洲国家中在穆斯林女性着装问题上要求最为

苛刻、最不宽容的国家。第三，在教育领域，“共和同化”模式要求法国穆斯林放弃其

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接受法兰西文化。在这种模式下，法国的伊斯兰学校数量极为

有限，到目前为止全法境内只有 3 所伊斯兰学校，且全都未获得法国政府的资助。②

而在政治参与方面，法国穆斯林的政治参与程度总体较低。近年来，穆斯林在

法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政治参与者当属参加了 2012 年和 2017 年两次法国总统

选举的梅朗雄( Jean-Luc Melenchon) 。梅朗雄 1951 年出生在北非国家摩洛哥，11 岁

时随家人移民法国。1977 年开始成为左派法国社会党的活动分子，2008 年脱离社会

党参与建立了左翼党，现在同时担任该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他共参加了 2012 年

和 2017 年两次总统选举。但两次大选中均未进入第二轮。2012 年大选中，在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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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3D”是 difficult( 困难) 、dirty ( 肮脏) 、dangerous( 危险) 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Ahmet T． Kuru，“Secularism，State Policies，and Muslims in Europ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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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获得 11．1%的选票，被迫出局; 在 2017 年的法国大选中，梅朗雄卷土重来，首轮获

得 19. 2%的选票，在所有候选人中排名第四。虽然其所获选票与 2012 年大选相比已

有较大幅度增长，且缩小了与前三名候选人所获选票之间的差距，但是仍然和 2012

年一样，未能进入第二轮投票环节。梅朗雄参与法国政治生活的经历也是全体法国

穆斯林参与政治的缩影。

三、英、法穆斯林政治参与的方式及效果

对于英、法两国穆斯林来说，他们都主要通过政党和选举政治、建立伊斯兰社团

组织、通过媒体发挥舆论影响这三种方式参与其所在国的政治生活，①但在参与积极

性、参与效果以及对所在国的影响力上却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 英、法穆斯林通过政党和选举政治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

1． 参与主流政党和选举政治

英国的穆斯林主要通过加入和支持工党来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在欧洲，移民

参与政党的现象最早出现在英国。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穆斯林就开始加入英

国的主流政党。与英国其他主要政党相比，英国工党( The Labour Party ) 在移民政

策、少数族群融入、多元文化以及反歧视立法等问题上表现积极，②素有“工人阶级政

党”和“少数族群政党”之称。英国工党关于就业和服务的政策也得到了穆斯林群体

的支持和拥护，一直以来都受到英国穆斯林的青睐。英国早期的穆斯林政治精英们

都是代表工党参加竞选的。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英国穆斯林与工党的密切联系因英国工党政府追随美

国参与 2001 年阿富汗战争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而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英国工党

政府决定参与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后，英国穆斯林对工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2004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穆斯林对工党的支持率已从上次大选时的 75%下降到

38%。③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几年有所改观，2016 年 5 月，英国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萨迪

克·汗当选为伦敦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而他正是代表工党参选的。

政党政治也是法国穆斯林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包括加入法国主流政党和

组建穆斯林政党两种主要途径。在主流政党的偏好上，法国穆斯林也倾向于支持本

国的左翼政党，因为这些政党更加尊重移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法国的左翼政党

中，穆斯林群体尤其对社会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社会党( Parti Socialiste) “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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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汪波、李立:《英国穆斯林政治参与对英国中东政策的影响》，载《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第 42 页。

同上。
Imène Ajala，“French and British Muslims' Interests in Foreign Policy，”paper presented at the“8th Pan-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Warsaw，September 19，2013，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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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党”的自我定位、对多元文化理念的倡导以及移民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福利的政

策主张均得到了法国穆斯林群体的拥护和支持。
在历次法国总统大选中，左翼政党因其关注移民问题以及中下层选民的利益，

一直受到穆斯林群体的青睐。以 2007 年和 2012 年两次总统大选为例，在 2007 年法

国总统大选中，共有 150 万穆斯林选民参加了投票，占选民总数的 3．75%。① 其中，

64%的穆斯林将选票投给左翼政党社会党候选人塞格琳·罗亚尔( Ségolène Ｒoyal) ，

19%投给中间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贝鲁( Francois Bayrou) ，只有 1%的穆斯林将选票

投给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 。在 2012 年

的总统大选中，近 200 万穆斯林参加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有 170 万穆斯林把选票

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 Francois Hollande) ，占所有穆斯林投票人数的 93%，而

同一轮选举投票中，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奇仅获得法国穆斯林 4%的

选票。② 在整个大选过程中，奥朗德的选票只比萨科齐多 110 万张，因此可以说正是

穆斯林的关键选票把奥朗德推上了法国总统的宝座。这也是穆斯林在在欧洲大国

的大选中第一次对选举结果发挥关键性作用。
2． 组建穆斯林政党

英国穆斯林通过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政治并取得重大突破。英国是西欧

国家中第一个拥有穆斯林政党的国家，成立于 1989 年的英国伊斯兰党( Islamic Party
of Britain) 不仅是英国，同时也是西欧国家中最早由穆斯林组建的政党。伊拉克战争

后，出于对工党政府跟随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强烈不满，英国穆斯林开始考虑再

次通过组建自己的政党进行政治参与。2004 年 1 月 25 日，“尊重—团结联盟”
( Ｒespect-The Unity Coalition) 正式成立。这是继英国伊斯兰党之后，该国出现的又

一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也是英国甚至是欧洲唯一一个真正能在欧洲国家大

选中取得历史性突破的穆斯林政党，此前英国伊斯兰党并没有赢得过议会席位或选

举胜利。在 2005 年的大选中，该党候选人乔治·加洛韦( George Galloway ) 当选贝

斯纳尔格林和波( Bethnal Green and Bow ) 选区的议会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 ，

比工党候选人的选票多出 10，000 多张。2012 年，乔治·加洛韦在布拉德福德西区

( Bradford West) 的补选中，以 56%的选票而获胜，再次当选议会议员。近年来，“尊

重—团结联盟”在历次选举中都有所突破，这在英国盛行的“赢者通吃”( winner takes
all) 的选举体系中是极其不易的。

法国穆斯林也尝试通过组建穆斯林政党进行政治参与，但政治影响十分有限。
除加入法国的主流政党外，法国穆斯林也尝试组建自己的穆斯林政党，但其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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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mèna Ajala，“The Muslim Vote and Muslim Lobby in France: Myths and Ｒealities，”Journal of Islamic
Law and Culture，Vol． 12，No． 2，July 2010，p． 84．

Soeren Kern，“Muslim Voters Change Europe，” Gatestone Institute，May 17，2012，http: / /www ．
gatestoneinstitute．org /3064 /muslim-voters-europe，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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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英国穆斯林政党的影响力。在法国，最早成立的穆

斯林政党是成立于 1997 年的法国穆斯林党( Parti des Musulman de France) ，但该党

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自成立以来，法国穆斯林党在历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从来没

有超过 0．67%。① 最近几年在法国政坛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穆斯林政党要数成立于

2012 年的法国穆斯林民主联盟( Union of French Muslim Democrats) 。由于成立时间

不长，该政党规模不大，目前只有 900 名党员和约 8，000 名追随者。② 受该党自身规

模和能力所限，再加上近年来法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法国穆斯林民

主联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二) 通过组建穆斯林社团组织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

在参与政党和选举政治的同时，英、法两国穆斯林也积极建立和发展穆斯林社

团组织，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
1． 英国穆斯林组建的社团组织及其政治参与

由于英国穆斯林群体成分多和来源地域多元，该国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穆斯林组

织和社团。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英国约有 950 个穆斯林组织，现在已增至 1，400 多

个。③ 其中比较知名的有穆斯林组织联盟( Union of Muslim Organizations) 、英国穆

斯林协会 ( 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 ) 、英 国 穆 斯 林 公 共 事 务 委 员 会 ( Muslim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穆斯林理事会( 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 等。

由于这些穆斯林组织成立的背景、宗旨、目标都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影响英国政

府政策的方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直接参

与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采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是穆斯林组织联盟。第二种模

式是通过号召英国穆斯林进行有策略地投票从而对英国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采取

这种方式的主要是英国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第三种模式是组织大规模游行示

威对政府的中东问题决策表达不满，英国穆斯林协会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组织大规模

反战游行就属于这种模式。第四种模式是与政府密切合作和积极沟通，通过这种方

式来表达穆斯林群体对英国内政、外交等方面的诉求，采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是英国

穆斯林理事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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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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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杨涛:《两种理论视野下的西欧穆斯林政治参与问题探析》，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年第 3 期，第 57 页。

Donna Ｒachel Edmunds，“Democratic Union for French Muslims' Set to Contest Elections in France，”
Breitbart News，February 22，2015，http: / /www ． breitbart． com / london /2015 /02 /22 /democratic-union-for-french-
muslims-set-to-contest-elections-in-france /，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6 日。

Tim Nibolck and Bogdan Szajkowski，eds．，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New Europe，New York: Ithaca
Press，1996，pp． 169－185．

关于英国穆斯林组织影响英国政治生活的不同模式，参见汪波、李立:《英国穆斯林政治参与对英国中

东政策的影响》，第 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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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国穆斯林组建的社团组织及其政治参与

除政党和选举政治外，法国穆斯林还通过清真寺或组建社团组织来参与法国的

政治生活。法国国内共有上千个穆斯林社团或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法国三大穆

斯林伞状机构: 阿尔及利亚人占主导地位的巴黎大清真寺( Grand Mosque of Paris) 、

摩洛哥人占主导地位的法 国 穆 斯 林 全 国 联 盟 ( National Federation of Muslims of
France) 以及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 Union of Islamic
Organizations of France) 。法国境内 60%～70%的穆斯林团体都已加入到这三大机构

中。在政治参与方面，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政治观点较为激进，对巴勒斯坦问题

尤其关注，但受到外部约束和自身政治能力的影响，在该问题上只能提供部分人道

主义援助。巴黎大清真寺更多地是关注宗教和文化事务，政治参与程度不高，政治

观点也较为温和。法国穆斯林全国联盟则擅长和伊斯兰世界打交道，在法国与伊斯

兰世界的外交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法国穆斯林宗教理事

会则更多地利用自己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在法国政府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发挥桥梁

作用。
(三) 通过媒体渠道积极影响政府决策

在当今世界，媒体早已超出了报导新闻事件的功能，已逐渐成为人们参与社会、

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媒体对政府施加影

响，已成为西欧穆斯林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在报导伊斯兰问题

上普遍存在偏见，生活在英法两国的穆斯林开始逐步意识到建立自己媒体的重要性。
1． 英国穆斯林通过建立英文媒体积极影响政府决策

1989 年英国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Ｒushdie) 发行《撒旦诗篇》( Satanic
Verses) 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以及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推动了英国穆斯林英文媒

体的迅猛发展。正是这两起事件使得英国穆斯林意识到建立自己的英文媒体的重

要性，英语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英国穆斯林使用的语言。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穆斯林创办的英文报刊和杂志渐渐多了起来，其中较有影

响力的有《穆斯林新闻》( Muslim News) 、《Q 新闻》( Q News) 、《影响国际》( Impact
International) 、《新月国际和趋势》( Crescent International and Trends ) 等。在英国穆

斯林发行的报纸中，以《穆斯林新闻》最为知名。《穆斯林新闻》是英国穆斯林于

1989 年 2 月创办的月报，同时也发行电子版。经过 20 多年的经营和发展，这家报纸

目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少数族群报纸，是穆斯林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游说和竞选”

的重要平台。《穆斯林新闻》在其网站宣称自己是“英国唯一每月独立发行的穆斯林

报纸，不受任何国家、组织和政党资助”①。这家报纸经常发表对伊斯兰事务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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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Muslim News，“Did you know The Muslim News．．．．?” The Muslim News， http: / / archive．
muslimnews．co．uk / index /section．php? page=about_us，登录时间: 2017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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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问题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递英国穆斯林的声音。该网站每月点击率已

高达 150 多万次。

除传统报刊和杂志外，英国穆斯林不断加强自身组织的网站建设，许多英国穆

斯林社团组织都设立了专门的媒体委员会。例如，英国穆斯林委员会设有专门的媒

体委员会，负责其网站的运营; 英国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擅长于通过网站进行政

治动员，该组织的官方网站( www．mpacuk．org) 已发展成为英国最大的穆斯林网站。

在其网站上，还专门开辟了国际事务版块，这些版块经常发布英国穆斯林对中东伊

斯兰国家相关事务的看法，并为其他媒体提供相关信息。
2． 法国穆斯林通过媒体有限参与法国的政治生活

通过创办自己的媒体来表达诉求和观点，已成为法国穆斯林群体参与政治的重

要方式。与英国穆斯林较早创立穆斯林媒体不同，法国穆斯林媒体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的穆斯林群体才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杂志，并主要只针对阿尔

及利亚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等特定的移民群体，而不是针对整个穆斯林群体。①

1999 年创刊的《空气》( Hawwa) 以及《麦地那》( La Medina) 是法国两本主要的穆斯

林杂志。另外，乌玛尔( www． oumma． com) 以及伊斯兰和平救赎( www． aslimtaslam．
com) 等网站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法国穆斯林的关注。法国穆斯林还创立自己了的

电台，如柏柏尔电台( Beur FM) 、地中海电台( Ｒadio Mediterranee ) 等，这些电台在法

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听众。

与英国穆斯林媒体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不同，法国穆斯林媒体更加关

注本国穆斯林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法国穆斯林群体的族群、来源国分化更为严

重，穆斯林媒体与主流媒体的交流更少，对法国政治的关注度较低，影响力也较小。

四、英、法穆斯林移民的政治参与对两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出于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原因，英、法等西欧大国国内穆斯林群体非常关注

伊斯兰国家集中的中东地区事务以及所在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并试图通过政治参

与来影响所在国政府的中东政策。由于不同国家境内穆斯林来源国的差异，不同国

家穆斯林对所在国中东政策的决策影响力和关注焦点也存在差异。下文将从传统

中东政治领域中的巴勒斯坦问题、军事安全领域中的伊拉克战争问题及英法对中东

的公共外交三个方面比较英法两国穆斯林对所在国政府中东事务决策的影响。
(一) 巴勒斯坦问题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群体相比，英国穆斯林在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时对外交

·34·

① 参见 Isabelle Ｒigoni，“Challenging Notions and Practices: Muslim Media in Britain and France，”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Vol． 31，No． 3，2005，pp． 56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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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关注度最高。英国穆斯林的投票习惯更多地是由国际问题所决定，而非国内

经济、社会等问题。2003 年，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秘书长在委员会年度会议上指出，该

国穆斯林对诸如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对自身社会经济地

位的关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的立场是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利

益。英国穆斯林委员会为争取和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利益采取了很多行动。在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为谴责以色列的暴行和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

利，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在英国国内采取了诸多行动和措施向英国政府施压，包括组

织英国穆斯林上街游行，给英国政要以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写信，与各国政

府官员会面以阐述其立场，等等。针对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 月间以色列在加沙

地带采取的军事行动，英国穆斯林宗教领袖和学者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

的军事行动为“大屠杀”( genocide) 。① 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呼吁英国政府向欧盟施

压，对以色列实施制裁。②

与英国穆斯林选民不同的是，国际问题一直以来似乎就不是法国穆斯林选民最

关注的问题，他们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在 2006 年的一次调查中，52%的法国穆斯林

选民表示他们最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只有 32%的穆斯林表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关

注外交事务问题”。③ 在国际问题上，除了巴以问题，法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众的

观点并无显著区别。法国普通民众对巴以冲突问题大多持中立态度。63%的法国普

通民众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对世界和平威胁不大; 85%的法国人认为法国与巴以双方

之间都存在着利益关系; 64%的法国人认为他们对巴以双方都不会表示同情。④ 与

此形成对比的是，穆斯林身份使得法国穆斯林自然而然地选择和巴勒斯坦人站在一

起。在法国，78%的穆斯林表示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只有 8%的穆斯林对巴以双

方都表示同情，另外还有 7%的穆斯林对巴以双方都不表示同情。⑤

毫无疑问，在许多法国穆斯林眼中，尤其是在年轻人眼中，巴勒斯坦问题仍是非

常重要的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是拥有穆斯林背景的学生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议题

之一，41%的穆斯林学生表示他们曾经参加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游行示威，而这一

数字在非穆斯林学生当中只有 16．5%。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穆斯林对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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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问题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问题，包括伊拉克问题以及他们来

源国的相关问题。在西方社会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及

左派力量的同情者等各种群体都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摈弃分歧和实现联合。巴勒

斯坦问题也为西欧穆斯林群体巩固其身份认同创造了条件。
(二) 伊拉克战争问题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英国布莱尔政府直接派兵参与了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

争，英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英国穆斯林委员会通过其网站明确指出

了英国穆斯林立场:“这场战争将毫无疑问会伤及伊拉克无辜平民，而且会对已经动

荡不堪的中东地区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①2003 年 9 月，英国穆斯林协会与“反战

联盟”( Stop the War Coalition) 联合组织大规模反战游行，约有 150 万～200 万英国民

众参与了此次游行，这也成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公共游行示威。
英国穆斯林委员会通过发布一系列公告表明对英国政府决定参与伊拉克战事的不

满，认为该决定在国内外都缺乏支持和法理保证。② 受该事件的影响，英国穆斯林对

工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伊拉克战争也成为导致英国穆斯林群体与工党政府关系

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国没有参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关于法国穆斯林在法国政府的此项中

东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存在着争议。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 2004 年提到，“在 2002～2003 年间关于是否应该对伊拉克动武的讨论

中，法国的反战立场与其国内 500 万穆斯林密切相关，作为西欧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最

多的国家，法国不得不考虑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感受。”福山指出:“如果法国希拉克政

府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其所在的政党不仅会失去国内大量穆斯林选民的支持，法

国国内还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战游行、示威甚至是暴力性的反犹运动。”③福山由此

认为，法国的中东政策完全被国内穆斯林群体绑架了。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准确。
法国国内的政治机会结构几乎完全不给国内的政治组织任何政治活动的机会，

政治组织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力十分有限。而且外交政策一直不是法国穆斯林选

民关心的首要议题，他们更关注与民生相关的国内事务。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国穆

斯林与法国国内大多数非穆斯林的态度是一致的，二者都不希望法国政府卷入到这

场战争中去。在 2003 年 3 月至 4 月的民意调查中，法国 94%的穆斯林和 78% ～87%
的非穆斯林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在法

国政府做出不出兵干预伊拉克的决定后，法国 94%的穆斯林和 92%的非穆斯林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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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府的决定。① 总之，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法国穆斯林群体并没有对法国政府决

定施加过多影响，在政府做出决定后，绝大多数穆斯林会认同政府的决定。

(三) 英法对中东的公共外交问题

除了中东传统政治问题和军事安全问题外，穆斯林群体还在英法对中东的公共

外交方面积极发挥影响力。英、法两国穆斯林群体参与所在国的公共外交政策主要

体现在其参与营救在伊斯兰国家被绑架或拘留的人质问题上。1999 年，8 名英国穆

斯林公民在也门被拘留，也门政府指控其从事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活动。对此，英国

穆斯林委员会迅速作出反应，积极与政府进行沟通。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组织了多场

会议与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部长们进行磋商，要求英国驻也门大使馆高度关注

被拘留公民的人身安全。同时，英国穆斯林委员会领导人写信给时任首相布莱尔，

希望他能利用自己与也门总统的私人关系来确保这几名被拘留的英国公民在也门

受审过程中受到公平对待。穆斯林委员会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沟通英国政府与英

国穆斯林群体的桥梁作用。

同样，当法国政府与伊斯兰国家打交道时，法国穆斯林群体也充分利用其穆斯

林身份，积极发挥法国政府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2004 年两名法国记者在伊拉克南部遭极端分子劫持的事件。2004 年 8 月 20 日，法

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谢诺和《费加罗报》记者马尔布吕诺在从巴格达前往南部城市

纳杰夫的途中失踪。一个自称“伊斯兰军”的武装组织随后宣称绑架了他们，表示绑

架人质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国近期通过的禁止穆斯林在学校等公共场合佩戴头巾

的法令，要求法国政府在 48 小时内废除该法律。该事件发生后，法国穆斯林宗教理

事会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头巾法的支持，并对绑架者进行了谴责。此外，该组织还派

遣了一个专门小组前往巴格达参与人质营救行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两位记

者最终获救。“伊斯兰军”在给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声明中宣布，两名法国记者已被

转交给法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强调释放两名记者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包括“穆

斯林机构和组织的要求”。② 法国穆斯林宗教理事会在此次营救人质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在两种不同移民模式的影响下，英、法穆斯林获得政治参与的机会存在显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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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总的来说，英国穆斯林在“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下获得的政治参与机会要远远多

于受“共和同化”模式约束的法国穆斯林。

英、法两国穆斯林在主要政治参与方式上基本一致，但是在政治参与的效果上，

两国穆斯林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政党和选举政治上，英、法两国穆斯林均通过支

持主流政党和组建自己的穆斯林政党两种方式参与政治。在主流政党的选择上，

英、法穆斯林均支持国内的左翼政党，并且在历次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组建穆

斯林政党方面，英国的“尊重—团结联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法国穆斯林政党的影

响力至今仍十分有限。在社团政治方面，英国穆斯林社团表现活跃，通过四种不同

模式积极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而法国穆斯林社团更多地关注文化和宗教事务，对

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其政治影响力也较为有限。在媒体政治方面，英国穆斯林

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通过创办英文报刊、杂志、网站等途径表达自身立场，施加政

治影响。法国穆斯林创办自己的媒体相对较晚，穆斯林媒体对于法国政治的关注度

较低，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在参与所在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决策方面，生活在“多元

文化主义”模式下的英国穆斯林向英国政府积极表达其政治诉求和立场，对中东问

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战争问题、公共外交等多个方面; 法国穆

斯林受制于国内严格的“共和同化”模式，对法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远比不上英国穆

斯林，巴勒斯坦问题是唯一能让法国穆斯林进行集体政治动员的中东政治议题。

( 责任编辑: 章 远)

·74·



2018 年 3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Mar． 2018

第 2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 2

Abstracts

03 The Essence of Arab-Islamic Core Values: A Contemporary Ｒeview
Abstract Arab-Islamic values can be explored at two levels: faith and life． At the level of faith，

the most important teaching of Islam is that only Allah is to be served and worshipped，while the
concepts of“succession ( khilafa) ”and“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is life and the hereafter”have
profound and positive connotations． At the level of life，Islam advocates the values of moderation，
seeking knowledge，benevolence，equity， justice， tolerance， integrity and harmony．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Arab－Islamic values obj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we should also realize that these
values constitute a complex and pluralistic system that incorporates not only fine traditions and valuable
qualities but constraints that obstruct social progress as well．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assess，
subulate and preserve the Arab-Islamic values selectively to achiev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sublimation
in contemporary Arab societies．

Key Words Arab; Islam ; Core Values; Ｒeconstruction of Values
Author XUE Qingguo，Ph．D．，Professor，School of Arabic Studies; Director，Center for Zayed

Arabic and Islamic Studies，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7 The Coverage on Islamic World in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A Neo-Orientalist
Perspective

Abstract Orientalism contains a classical branch of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world． Driven by great events such as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the Gulf War and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orientalism evolved to have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become a
new framework dominating the ways through which the Modern West considers the East． This evolution
contains a series of processes，namely com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ism，diversifying its
othering methods and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native voic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mainstream medias' coverage in the U．S．，and finally find out that the
neo-orientalism has been generating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perspectives and ways that American
media report the Islamic world after the“September 11 attacks”． The narrative mode has become a
dominant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he U．S．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slamic world．

Key Words Neo-Orientalism ; American Media; Islamic World; Narrative Mode; “Othering”
Author XIE Xutan， Ph． D．，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33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British and French Muslims
Abstract Muslim groups have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both Britain

and France． However，under different models and policies of immigration，the opportuniti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British and French Muslim group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Britain's tolerant
“Multiculturalism”model，British Muslims enjoy much freedom including political rights． British
Muslim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Kingdom's political life through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electoral politics，community politics，media politics and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ve made great

·811·



Abstracts


headway． The French Muslims are subject to the harsh“Ｒepublican Assimilation”model．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chieved mainly through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oral politics，an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community politics and media politics is limited compared with British Muslims． When it comes
to the Middle East issues，British Muslims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issue of Palestine，the Iraq War
and the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while French Muslims' concern and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East issues are more limited than that of British Muslims．

Key Word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Britain; France; Muslim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uthor LI Li，Ph．D．，Lecturer，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48 Causes of Hysteresis in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of Islamic Countries
Abstract After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colonial domination，countries in the Islamic world

have established nation-states and tried to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through different ways． However，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Islamic countries has remained slow and impractical so far，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that the Islamic world has experienced and its various negative
consequences． The attributed reasons of the hysteresis mainly include factors as follows: dissolution of
the Shura system and the decline of Ulema，the influence of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the
disadvantages of extreme secularization mode，the collapse of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failure of
parliamentary system，as well as the vari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ep－
rooted causes of the delay and hysteresis of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Islamic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se countries，aim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academic circles in studying and predicting development trends of politics in Islamic countries．

Key Words Islamic Countries; Democratization; Colonialism ; Secularization
Author WANG Yongbao，Ph． D．，Professor，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Ｒeligion，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62 China-Arab States Beidou System Cooperation Foru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bstract Satellite navigation is an important domai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At present， the First China-Arab States Beidou System Cooperation Forum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 and Arab States have established a multilateral platform
and a long-term mechanism in satellite navigatio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rab
rel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The China-Arab States Beidou
System Cooperation Forum will comprehensively bring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o the
Arab countries and promote the system to ser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countries，thus forming a new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the lack
of competent institutions，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capacity within
the Arab League，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low level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maturity of the Arab
countries，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Arab States Beidou System Cooperation Forum．

Key Words China-Arab States Beidou System Cooperation Forum ; Satellite Navigation; Sino-
Arab Ｒelations; The“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Authors LIN Luzhou，Ph． D． Candidate，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LI Zuohu，
Engineer，Beijing Tracking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Ｒesearch Institute．

76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 Post-War Ｒeconstruction in Syria: Assessments and
Outlooks

Abstract With the end of the anti-terrorism campaign in Syria，the efforts and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Syrian crisis in a political way moved forward in rough conditions，and the curtain of Syria's post-
war reconstruction is gradually opened． Th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security re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re the three main difficulties and tasks for the overall reconstruction of Syria
facing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s． While advancing side by side，they support each other and will
eventually settle in the full recovery of Syria's economy and society． Both Syria's own urgent need for

·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