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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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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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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４５４．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Ｍｉｃｈèｌｅ Ｔｒｉｂａｌａｔ， “Ｌｉｓｌａｍ Ｒｅｓｔｅ ｕｎｅ Ｍｅｎａｃｅ”，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１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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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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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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３ 页。

Ａｈｍｅｔ Ｔ． Ｋｕｒｕ，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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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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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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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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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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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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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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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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Ｇａｚａ，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ａｙ ２１，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ｃｂ．ｏｒｇ．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ｅｓｓｔｅｘｔ．ｐｈｐ？ ａｎｎ＿ｉｄ＝ ９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ＭＣＢ Ｈａｉｌｓ Ｈｕｇｅ Ｍ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１５，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ｃｂ．ｏｒｇ．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 ／ １５０４０２．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Ｊｏｄｉｅ Ｔ． Ａｌｌｅｎ， “Ｆｒｅｎｃｈ⁃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ｏ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Ｊｏｂ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５０ ／ 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ｍｕｓｌｉ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Ｉｍèｎｅ Ａｊａｌ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 １０．
Ｊｏｄｉｅ Ｔ． Ａｌｌｅｎ， “Ｆｒｅｎｃｈ⁃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ｏ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Ｊｏｂ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Ｖａｉｓ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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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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①
②

③

Ｂｕｎｇｌａｗａｌａ Ｉｎａｙ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０２．
“Ｓｅｔｂａｃ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ｃｂ．ｏｒｇ．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ｅｓｓｔｅｘｔ．ｐｈｐ？ ａｎｎ＿ｉｄ＝ ３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Ｏｕ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ｅｇｉｏｎｓ，”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０４．



伊斯兰和穆斯林问题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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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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Ｖａｉｓ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ｐ． ２０９．

《法国两记者蹊跷获释》，载《西安日报》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ａｎｃｎ．ｃｏｍ ／ ｇｂ ／ ｒｂ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０４
－１２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３００１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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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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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