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影响专题研究

脱欧背景下英国权力下放的演变
及其影响
∗

王展鹏

张

茜

内容提要:近年来ꎬ脱欧进程对英国权力下放的宪法安排和国家统一产生了深刻和
广泛的影响ꎮ 本文从权力下放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入手ꎬ探讨脱欧
进程中有关宪法问题的争论ꎬ分析了英国主要地区围绕脱欧问题的博弈ꎮ 除上述共性问
题外ꎬ文章还追踪了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和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新发展ꎬ其未来走向既
是英国权力下放进程和脱欧变局相互作用的结果ꎬ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英国权力下放
宪法安排的成败ꎮ 结论认为ꎬ英国从欧盟“ 收回权力” 的努力难免会对英国中央与地方、
各地区内部关系形成调整与重构的压力ꎮ 如何在国家政治文化传统与内外部变革的挑
战间寻求契合点ꎬ构建关于权力下放的新共识ꎬ对于英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未来至关
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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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ꎬ英国民众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ꎬ由此开启的脱欧进程对英国权力

下放政策乃至英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ꎮ 英国前
首相布朗称:约翰逊首相的脱欧政策将会使英国走向分裂ꎬ使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三
百年的联盟毁于一旦ꎮ① 北爱尔兰也出现了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的呼声ꎮ 本文从近
年来英国地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权力下放的演进及其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入手ꎬ从
英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安排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等层面ꎬ分析脱欧进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资助ꎬ是该基地 ２０１７ 年度重大
项目“ 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项目编号:１７ＪＪＤＧＪＷ０１３)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①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ｄｉｎｇꎬ “ 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Ｅｖｅｒ ＵＫ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ꎬ Ｗａｒｎｓ Ｇｏｒｄｏｎ Ｂｒｏｗｎꎬ” Ｙａｈｏｏ
Ｎｅｗｓꎬ 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ｂｏｒｉ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ｅｖｅｒ－ｕｋ－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ｗａｒｎｓ－
ｇｏｒｄｏｎ－ｂｒｏｗｎ－１６５１４０２３６.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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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地区权力下放政策产生的影响ꎬ① 进而深入认识在全
球化背景下ꎬ国家及其内部地区治理模式的演变与自身政治文化传统及区域一体化发
展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逻辑ꎮ

一

英国权力下放政策的历史演进

英国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ꎬ但因其国家建构历史的复杂性ꎬ长
期存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的难题ꎬ也出现了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民族地区自治权
问题的争论ꎮ 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ꎬ英国不仅获得了大量海外殖民地ꎬ而且将大不
列颠岛和爱尔兰岛的民族国家并入联合王国的版图ꎮ 除威尔士在 １３ 世纪并入英格兰
外ꎬ英格兰分别于 １７０７ 年和 １８０１ 年与苏格兰和爱尔兰签署了« 联合条约» ꎬ形成了今
日英国的基本地区架构ꎮ②

( 一) 英国权力下放的历史演进

长期以来ꎬ英国以议会主权为基础的单一制政府模式与其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多
样性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始终存在ꎮ 肇始于 １７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议会主权原
则ꎬ确立了民选议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ꎬ形成了威斯敏斯特“ 议
会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立法权” 为基础的国家体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利普哈特等学
者将这一英国民主模式称为“ 威斯敏斯特模式” ꎮ③

自 １９ 世纪后半叶以来ꎬ英国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政府形式

提出了挑战ꎮ １９ 世纪末ꎬ英国尝试在爱尔兰建立议会ꎬ实行地区自治ꎻ在苏格兰和威

尔士设立地区事务办公室(１８８５ 年) 和地区事务大臣职位ꎮ 此轮权力下放因爱尔兰民
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自治安排并最终建立了爱尔兰国家而中断ꎬ在其他地区引入的有限
地区自治方案亦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民族治理的矛盾ꎮ 进入 ２０

世纪后ꎬ英国工党崛起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形成了反对法西斯同仇敌忾的全民团
结ꎬ战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政治成为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ꎮ 英国主流意识形态积极
宣传近三百年来统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ꎮ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地区
民族主义的发展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ꎬ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就写道:“ 英国各地区经
① 近年来ꎬ国内外学者也使用英格兰权力下放的说法ꎬ下文将有所涉及ꎬ但主要讨论受脱欧进程影响更大
的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情况ꎮ
② １９２１ 年爱尔兰独立运动取得成功ꎬ开始独立建国ꎬ但根据« 英爱条约» 北爱尔兰地区仍留在英国ꎮ
③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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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个世纪的共同奋斗ꎬ在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中吸取经验ꎬ形成了以宽容差异为基
础的共同体ꎮ 破坏这样共同体的统一将是最严重的倒退” ꎮ① 战后福利国家的共识政
治也使一些观察者认为ꎬ英国除北爱尔兰外已成功地实现了各地区、民族间的融合ꎬ因
族群、语言、宗教差异导致的民族主义诉求及其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大为弱
化ꎮ②

然而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英国霸权衰落ꎬ殖民体系解体ꎬ经济上的“ 英国病” 迁延

不愈ꎮ 与此同时ꎬ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兴起ꎬ主张缩小政府权力ꎬ使国家的政策更充
分地回应地区乃至基层社区的要求ꎮ 英国政治精英也希望通过下放权力应对地区民
族主义复兴的挑战ꎬ赢得选民支持ꎮ 历史上ꎬ对于民族地区自治的问题ꎬ工党主张推行
权力下放政策ꎬ保守党更倾向于通过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ꎮ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年ꎬ工党政

府在执政期间曾做出权力下放的尝试ꎬ但在 １９７９ 年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区公投中未
获通过ꎮ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ꎬ保守党政府在教育、住房等领域实施了收回权力、减少
政府层级的政策ꎬ导致下放权力主张的反弹ꎮ １９９７ 年工党重新执政后ꎬ作为宪法改革
的一部分ꎬ在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大伦敦地区推出了系统的权力下放法案ꎮ 此
后ꎬ保守党也承诺支持该政策ꎬ英国主要政党在地区治理政策领域形成了新的共识ꎮ
正如英国宪法学家波格丹诺所说ꎬ新工党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 使英国实现了从单一
制国家向准联邦制的转变此前ꎬ多数英国人已将英国视为单一民族的国家ꎬ权力
下放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 ꎮ③
( 二) 英国权力下放模式的基本内涵

新工党政府的权力下放是在单一制政府体制下最大限度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
政策安排ꎬ是一种新的宪法妥协ꎮ 英国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期存在是否应引入联邦制的
争论ꎬ以解决中央与地方分权难题ꎮ 在理论层面ꎬ联邦制与英国不成文宪法和议会主
权的原则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ꎬ采用联邦制对英国而言无异于一场宪法革命ꎮ 同时ꎬ
由于英格兰地区在人口、领土面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远超其他地区ꎬ④ 地区总量少而
呈现出英格兰一家独大的不对称特征ꎬ采用强调各地区间权力平等的联邦制显然会导
致不利于英格兰的结果ꎮ
英国权力下放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建立地方立法机构和下放治理权能两个方面ꎮ
①
Ｔｒｅｎｃｈꎬ
②
③
④

Ｈ. Ｌ.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ꎬ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ｎꎬ １９３９ꎬ ｐｐ.１９１－１９２ꎻ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ｌａｎ
ｅｄ.ꎬ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ꎬ １９６４ꎬ ｐ.１０.
Ｖｅｒｎｏｎ Ｂｏｇｄａｎｏ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８９.
英格兰领土面积约占英国的 ５４％ꎬ人口、经济总量约占 ８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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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１９９８ 年苏格兰法» « １９９８ 年威尔士法» 和« 贝尔法斯特协定» ( 又称« 复活节协
议» ) 生效ꎬ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相继建立了地区议会ꎮ 此外ꎬ伦敦也恢复了直

选产生的市长和大区政府ꎮ 治理权能下放则涉及有关政策领域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向
地区政府的转移ꎮ 宪法、外交、国防、税收、货币和贸易等联邦制国家属于中央政府的
权力作为“ 保留领域” 由英国政府负责ꎬ而卫生、教育、住房、司法、农业和文化等经济
社会治理领域的权力则大多划归地区政府管辖ꎬ这被称为“ 下放权力领域” ꎬ地区政府
享有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ꎮ

苏格兰一直是权力下放最为充分的地区ꎮ １９９９ 年后ꎬ在苏格兰地方政府的要求

下ꎬ英国政府向苏格兰进一步下放权力ꎮ 而威尔士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程度高ꎬ长期
以来ꎬ文化民族主义一直是其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ꎬ以保持本民族文化纯洁性为主要
目标ꎬ要求政治自主权的诉求并不强烈ꎮ «１９９８ 年威尔士法» 规定ꎬ威尔士地方政府的

权力下放安排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权层面ꎮ 此后ꎬ威尔士内部要求效仿苏格兰模式进
一步下放权力的呼声上升ꎮ ２００６ 年之后ꎬ英国政府启动威尔士的二次权力下放进程ꎬ
同意在“ 下放权力领域” 逐步给予威尔士议会初级立法权ꎻ２０１１ 年经地区全民公投ꎬ威

尔士议会在主要公共政策领域获得了立法权ꎮ 爱尔兰权力下放的安排与其他地区有
相似之处ꎮ 此外ꎬ由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苏格兰 / 英格兰新教徒及爱尔兰天
主教徒构成ꎬ在地区政府内部还建立了主要族群和宗教派别间的分权机制ꎬ设立了由
爱尔兰政府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 南北部长级理事会” ꎬ在整个爱尔兰岛
范围内推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跨边界“ 磋商、合作与联合行动” ꎻ①同时ꎬ还建立了政
府间的英爱理事会ꎮ

在此轮权力下放中ꎬ英格兰并未设立地区层面的自治政府ꎬ除伦敦外的英格兰地
区由英国中央政府直接领导ꎬ因而遭到许多英格兰人的诟病ꎮ 在英国议会ꎬ苏格兰议
员有权对影响英格兰的立法投票ꎬ但英格兰议员却无权参与下放给苏格兰议会问题的
表决( 这被称为“ 西洛锡安问题” ) ꎮ 而且ꎬ英格兰人享受的人均财政经费比苏格兰等
权力下放地区低 １０ － ２０％ꎬ从而加剧了英格兰人特别是北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民众的
不满ꎮ② 新工党通过 １９９８ 年的立法设立了伦敦地区政府机构ꎬ此后ꎬ英国历届政府开

始尝试推行英格兰的权力下放ꎮ 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建立城市大区政府是当前
英格兰权力下放的主要方向ꎮ

①
②

Ｍａｒｙ Ｃ. Ｍｕｒｐｈ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Ａｇｅｎｄ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８ꎬ ｐ.５.
Ｖｅｒｎｏｎ Ｂｏｇｄａｎｏ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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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联邦制国家相比ꎬ英国权力下放地区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拥有的权力并
无明显差别ꎬ其主要区别在于:改变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间权力分配的安排是否需要
通过修宪程序来完成ꎬ该程序往往要求联邦主体的充分参与并形成高度的共识ꎮ 从理
论上讲ꎬ英国议会可以通过简单多数的立法程序随时收回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地区的
自治权ꎮ １９７２ 年ꎬ在北爱尔兰暴力冲突时期ꎬ英国议会解散北爱尔兰政府、实行直接

统治即是行使这一权力的体现ꎮ 但经过 ２０ 年权力下放的实践ꎬ各地区的自主意识日
益加强ꎬ地区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ꎬ一些宪法原则的边界变得不再清晰ꎮ 例如ꎬ在脱欧
进程开启前ꎬ英国政府总体上很好地遵循了权力下放后确立的“ 休厄尔惯例” ①ꎮ 在各

地区政府尤其是民族主义者看来ꎬ地区议会对英国议会在涉及该地区内部问题的立法
上已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ꎮ ２０１４ 年ꎬ在独立公投这一属于“ 保留权力” 领域的问题上ꎬ
英国政府做出妥协ꎬ授权苏格兰自行组织地区公投ꎬ开启了危险的先例ꎮ 一些研究者

指出ꎬ英国政府虽然在理论上随时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收回地方政府的自治权ꎬ
但在实践上却越来越不可行ꎮ②

二

欧洲一体化与英国权力下放的关系

参与欧洲一体化后ꎬ英国经历了欧共体 / 欧盟制度与法律安排对英国政治、经济和

社会治理产生深刻影响的欧洲化进程ꎮ 同时ꎬ英国疑欧主义的长期发展最终导致决定
脱离欧盟这一国家身份的重大变化ꎬ从而引发了宪法危机ꎬ其中欧洲一体化与英国权
力下放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 一) 欧洲一体化对权力下放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ꎬ欧洲一体化对英国权力下放的演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首先ꎬ参与
欧洲一体化弱化了英国中央集权国家的治理规范和政治文化ꎬ③ 为权力下放等宪法改
革开辟了空间ꎮ 在英国经典宪法学家戴雪和白哲特笔下ꎬ议会主权原则是“ 英国政治

① “ 休厄尔惯例” 是 １９９８ 年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休厄尔在解释权力下放法案时提议创立的一个宪法惯例ꎬ
即“ 英国政府未经苏格兰议会同 意一般不在下放权力的领域内 立法” ꎮ Ｓｅ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ｄｓ Ｄｅｂａｔｅｓꎬ “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Ｂｉｌｌꎬ” Ｖｏｌ.５９２ꎬ ２１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８ꎬ ｃ７９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ｉ.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ｈａｎｓａｒｄ / ｌｏｒｄｓ / １９９８ / ｊｕｌ / ２１ /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ｂｉｌ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② Ｍａｒｋ Ｓａｎｄｆｏｒｄａｎｄ Ｃａｔｈｙ Ｇｏｒｍｌｅｙ－Ｈｅｅｎａｎꎬ “ ‘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ꎬ ｔｈｅ ＵＫ’ 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ｄｉｎｇｅｒ’ ｓ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ｇｓｙ０３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６－１０.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ａｍｂｌｅꎬ “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
ｃｙ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８ꎬ ２０１８ꎬ ｐ.１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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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根本特征” ꎮ① 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后ꎬ议会主权和欧共体法至上原则间
的冲突引发了宪法争论ꎮ １９７５ 年ꎬ欧共体成员国地位公投在宪法和政治实践层面对
英国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产生了冲击ꎮ 这些演变伴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新自由主
义思潮的发展ꎬ共同推动了英国宪法体制的新发展———中央政府行政、立法、司法权之
间的权力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发生了诸多微妙、渐进的改变ꎮ② 中央
集权政治文化的弱化为英国权力下放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生长的土壤ꎬ地区政府继而获
得了“ 放任的自主权” (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ꎬ即中央政府只享有名义上的主权ꎬ但基本
不参与地区权力下放范畴事务的决策ꎬ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ꎮ③

其次ꎬ欧洲一体化和权力下放的深化形成了欧盟、英国、地区间多层治理结构下的
合作与竞争的关系ꎬ英国各地区对这一多层治理结构和欧盟不断增强的新角色逐渐由
排斥转向接受ꎮ 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初ꎬ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等地区民族主义政党
与工党一样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各国资本家的联合ꎬ认为英国参与一体化后的政策发展
将由英格兰的政治精英垄断ꎮ 随着法国社会党人德洛尔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ꎬ欧洲
一体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取向增强ꎬ与英国工党的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的趋同ꎮ 此后ꎬ新
工党推行权力下放政策得到了各地区主要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ꎮ 彼时相当一部分下
放权力领域的政策ꎬ如农业政策、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等已经或逐步纳入欧
盟权能范畴ꎮ 这虽导致了各地区在某些领域的决策自主权丧失ꎬ但在其利益算计中ꎬ
在欧盟框架下的收益可能更多ꎮ 而欧盟鼓励各地区参与和成员国相关的欧盟决策ꎬ各
地区也可借此影响本国政府ꎬ实现自己的特殊诉求ꎬ如苏格兰和威尔士在农业、渔业领
域的要求ꎮ④ 根据“ 欧洲晴雨表” 的民调数据ꎬ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民众认为ꎬ参
与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包括促进人权、单一市场的准入、更好的工作条件、环境保护
以及在贸易谈判中对英国政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等ꎬ支持上述看法的比例远高于英格
兰地区ꎮ⑤
最后ꎬ欧盟通过结构基金等政策在解决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ꎬ
① Ａ.Ｖ. Ｄｉｃｅｙ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５９ꎬ ｐ.３９ꎻ另参见[ 英] 沃尔
特白哲特:« 英国宪制» ꎬ李国庆译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１９６－１９８ 页ꎮ
② 王展鹏:« 主权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８－８９ 页ꎮ
③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Ｊｅｆｆｅｒｙꎬ “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ｍｅ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ｕｂｌｉｕｓꎬ Ｖｏｌ.３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２９８.
④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ｏｓａｎｎｅ Ｐａｌｍｅｒꎬ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 Ａｌａｎ Ｔｒｅｎｃｈꎬ ｅｄ.ꎬ Ｄ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ｐｐ.２１８－２２１.
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 Ｆｌａｓｈ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ꎬ Ｎｏ. ２０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６４－６５ꎬ ｐ.６８.

脱欧背景下英国权力下放的演变及其影响

７

赢得了英国各地区对欧盟政策的功利主义支持ꎮ «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对促进成员国

内部各地区间ꎬ特别是农业地区、受产业转型影响地区以及长期存在自然条件和人口
困难地区的均衡发展做了明确安排( 第 １７４ 条) ꎮ 该条约第 １７５ 条规定:“ 成员国应以
实现第 １７４ 条所规定的目标的形式ꎬ实施并协调其经济政策ꎮ” 该条款同时规定:欧盟
将“ 通过各项结构基金( 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的指导部分、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地
区发展基金) 、欧洲投资银行和其他现有金融工具采取行动ꎬ支持这些目标的实现” ꎮ①
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ꎬ欧盟将经济支持与和平目标联系起来ꎬ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的预
算期内ꎬ在北爱尔兰投放的结构基金达到 ２.１ 亿欧元ꎮ 同一时期ꎬ欧盟在苏格兰地区
投放了约 ９.３ 亿欧元的结构基金ꎬ支持以创新方式提高人员技能、增加就业、实现苏格
兰ꎬ特别是高地和岛屿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增长ꎮ②

( 二) 欧洲一体化与权力下放地区的民族主义发展

欧洲一体化是促进还是抑制权力下放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
问题ꎮ③ 一般而言ꎬ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内部地区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是双向的ꎮ 其
抑制民族主义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体化的跨国合作模式为成员国及其内部地区
提供榜样ꎬ共享主权的理念弱化了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诉求ꎬ鼓励成员国及其内部各地
区在欧盟超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开展合作ꎮ 例如ꎬ« 复活节协议» 结束了北爱尔兰统一
派和民族主义者近 ３０ 年的暴力冲突ꎬ开启了和平和解进程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在北爱尔

兰权力下放的架构下ꎬ与欧盟相关的权力下放领域ꎬ如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实施在
政府内部和各社会群体中分歧最小ꎮ④ 苏格兰地方政府在权力下放后ꎬ也在欧盟框架
下与英国政府充分沟通ꎬ形成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渔业政策ꎮ
与此同时ꎬ各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也利用欧盟拓展其民族主义甚至分离主义运动的
活动空间ꎮ 在苏格兰等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看来ꎬ欧洲一体化为实现其利益和战略目
标提供了推动力ꎮ 欧盟的网络化、多层治理和分权模式有助于打破国家对权力的垄
断ꎮ 欧盟机构决策机制也为各地区民族主义运动诉求的实现开辟了空间ꎬ它们可以绕
过本国政府ꎬ借助欧盟超国家机构开展准外交活动ꎬ赢取支持ꎮ 欧盟地区委员会提供
的制度平台ꎬ有助于成员国内部的各类行为体借此影响欧盟决策ꎬ特别是立法活动ꎮ
① «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 ꎬ程卫东、李靖堃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１１５－１１６ 页ꎮ
②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ｓｃｏｔ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ｄ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③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Ｍ. Ｂｏｙｌａｎ ａｎｄ Ｅ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Ｔｕｒｋｉｎａꎬ “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Ｉｓｓｕｅꎬ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 / ｄｏｉ / １０.１１１１ / ｊｃｍｓ.１２８９５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④ Ｍａｒｙ Ｃ. Ｍｕｒｐｈ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ｐｐ.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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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在制定可能影响成员国内部地区的法律、政策或涉及辅助性原则
的问题时ꎬ需要咨询地区委员会的意见ꎮ 各地区民族主义政党也通过参与欧洲议会活
动ꎬ寻求其目标的实现ꎮ 自 １９８１ 年以来ꎬ各国民族主义政党组成了欧洲自由联盟(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Ｆｒｅ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ꎬ参与欧洲议会彩虹联盟党团、绿党—自由联盟等多个议会党团
的活动ꎮ 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都是该组织的成员ꎮ① 据此ꎬ这些地区在国际舞台
上获得了更多承认ꎮ 前苏格兰事务大臣迪尤尔称:“ 权力下放不仅仅是苏格兰的内部
事务ꎬ也事关其在更广阔的世界上的地位ꎬ 当然包括在英国ꎬ 也包括欧洲和其他地
方ꎮ” ②威尔士前首席部长摩根也认为ꎬ威尔士国民议会建立后ꎬ“ 威尔士在欧洲各地区
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我们第一次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了ꎮ” ③

此外ꎬ对于一些领土面积狭小、人口有限的地区而言ꎬ脱离母国的障碍是可能失去

原来广阔的市场和安全上的保护ꎬ欧盟统一大市场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使分离运动在一
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障碍ꎮ 在苏格兰等地区民族主义者看来ꎬ他们的分离主义目标一
旦实现ꎬ可以通过维持欧盟成员资格或重新加入ꎬ保留市场准入、规模经济和安全公共
产品等方面的好处ꎮ 但近年来西班牙、英国等成员国面临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诸多压
力后ꎬ欧盟已表示ꎬ成员国内部地区单独申请加入欧盟将面临巨大的法律和政治障
碍ꎮ④
然而ꎬ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ꎬ由于宪法制度的特殊性ꎬ英国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
在欧盟框架下的合作机制未能以刚性的法律形式固化下来ꎮ 在 ２１ 世纪初英国疑欧主
义ꎬ特别是英格兰疑欧主义崛起的背景下ꎬ保守党经历了从温和疑欧的务实政党向更
强硬的疑欧政党的转变ꎮ 脱欧公投的结果和脱欧僵局使英国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在
权力下放的宪法原则、对欧政策以及地区参与的话语权上出现了严重分歧ꎮ

三

脱欧进程中英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脱欧公投的结果显示了各地区对欧态度的差异ꎬ⑤ 对中央政府处理权力下放问题
① Ｍａｒｙ Ｃ. Ｍｕｒｐｈ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ｐｐ.９－１５.
② Ｄｏｎａｌｄ Ｄｅｗａｒꎬ “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 Ｍａ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ꎬ 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ｌａｎ Ｔｒｅｎｃｈꎬ ｅｄ.ꎬ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ｐ.２３０.
③ “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７ Ｍａｙ １９９９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ｆｏｒ Ｗａ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Ｗ９９３６４－Ｉｎｄ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ｌａｎ Ｔｒｅｎｃｈꎬ ｅｄ.ꎬ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ｐ.２３０.
④ Ｄｉｅｇｏ Ｍｕｒ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ｊｎ Ｃ. Ｖｌａｓｋａｍｐꎬ“ Ｈｏｗ ｄｏ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ａｔａｌｏｎｉａ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９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１１１８－１１１９.
⑤ ２０１６ 年脱欧公投中ꎬ英 国 各 地 区 民 众 支 持 留 欧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英 格 兰 ４６. ６％ꎬ 苏 格 兰 ６２％ꎬ 威 尔 士
４７ ５％ꎬ北爱尔兰 ５５.８％ꎬ伦敦 ５９.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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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复杂而又敏感的挑战ꎮ 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担心脱欧将加强英国中央政府的集
权趋势ꎻ英国政府处理脱欧谈判的强硬方式也为其所诟病ꎮ 而地区内各政党、各群体
的分歧加深了权力下放的复杂性ꎬ给国家统一带来了压力ꎮ
( 一) “ 休厄尔惯例” 与相关宪法问题

英国历次权力下放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是下放权力后中央政府理论上对地区事
务仍拥有不受限制的干预权ꎬ但何种情况下、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在实践上是一个难以
明确回答的问题ꎮ 同时ꎬ脱欧放大了英国权力下放的宪法解决方案固有的模糊性ꎮ 脱
欧进程启动后ꎬ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政府援引“ 休厄尔惯例” ꎬ要求英国政府在与欧盟

的谈判过程中充分保证各地区的参与权ꎬ最终达成的协议和相关国内立法要事先征得
各地区的同意后才能生效ꎮ 该惯例最终写入了 ２００１ 年中央政府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地
方政府达成的« 谅解备忘录» ꎬ其中第 １４ 条规定:“ 英国议会保留在任何问题上的立法

权力ꎬ无论是否属于下放权力的范畴ꎮ 最终由英国议会决定如何使用该权力ꎮ 然而ꎬ
英国政府将按照惯例ꎬ通常不在下放权力的领域内立法ꎬ除非与下放权力地区立法机
构达成一致ꎮ” 随后ꎬ这一原则也延伸到北爱尔兰地区ꎮ① 此规定前半部分明确了英国
议会在权力下放地区不受限制的立法权ꎻ但后半部分关于“ 休厄尔惯例” 的表述ꎬ特别
是“ 通常” (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一词则往往被地区政府解释为其“ 立法同意” 是中央政府在这些
领域内立法的先决条件ꎮ

脱欧进程启动前ꎬ“ 休厄尔惯例” 在英国的立法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ꎮ 然而ꎬ
面对脱欧这一可能重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紧迫问题ꎬ英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再
次彰显了权力下放方案的脆弱性ꎮ 在启动« 里斯本条约» 第 ５０ 条前ꎬ亲欧派提起了

“ 米勒诉脱欧大臣案” 的诉讼ꎬ英国政府认为脱欧谈判属缔结 / 废除国际条约的行为ꎬ
可归入王室特权管辖ꎮ 针对这一立场ꎬ英国最高法院坚持议会主权原则ꎬ判定脱欧协
议须经议会正式立法批准ꎮ 同时ꎬ针对苏格兰等地区提出“ 休厄尔惯例” “ 立法同意”

原则的适用性问题ꎬ英国最高法院也做出了裁决ꎮ 该法庭拒绝接受英国议会批准脱欧
协议事先须经权力下放地区政府同意的立场ꎬ其依据是同样根据议会主权原则ꎬ地方
政府无权限制英国议会的立法权ꎬ“ 立法同意” 原则只是政治机构酌情适用的规则ꎬ司
法机构并无义务执行该原则ꎮ②
①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Ｗｅｌ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３１６１５７ / ＭｏＵ＿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Ｋ＿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ｏｌｖｅ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② Ｋｅｉｔｈ Ｅｗｉｎｇꎬ “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８０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７２１
－７２３.

１０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在随后的« 欧洲联盟( 退出) 法» 立法过程中ꎬ“ 立法同意” 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英国
政府和各地区之间的矛盾ꎮ ２０１７ 年ꎬ英国政府拟通过« 大废除法案» ( 后称« 欧洲联盟
[退出] 法» ) 的方式直接接受经济社会领域的大多数欧盟法规ꎬ但未来甄别、修订这些

法律的大部分权力掌握在英国政府手中ꎮ 针对贸易、农业、渔业和环境等此前已将主
要权能转移到欧盟的领域ꎬ英国政府表示将在脱欧后建立涵盖整个英国国内市场的法
律框架ꎬ以便调整有关经济关系ꎮ 因这一安排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部分下放权力丧失的
后果ꎬ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ꎬ威胁动用“ 立法同意” 原则
否决« 欧洲联盟( 退出) 法» ꎮ 英国政府遂做出妥协ꎬ缩小了建立全国性法律框架的范

围ꎬ将其局限在贸易、国际义务和内部共同市场等领域ꎬ在其他领域更多采用非正式的
谅解备忘录等形式规范相关关系ꎮ 威尔士地方政府接受这一妥协ꎬ但苏格兰地方政府
仍拒绝让步ꎮ 尽管如此ꎬ英国议会仍然通过了«２０１８ 年欧洲联盟( 退出) 法» ꎮ① 在一

些研究者看来ꎬ这意味着此前一直得到遵守的“ 休厄尔惯例” 遭到了明确否定ꎻ因而ꎬ
“ 打乱了权力下放安排的务实进程ꎬ使这一宪法难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ꎮ②
( 二) 英国政府对权力下放地区诉求的回应

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启动脱欧之初低估了该问题的复杂性ꎬ希望借助全民公投建立
民主合法性上的优势ꎬ强行推进脱欧ꎮ 对权力下放地区的参与问题未给予充分关注ꎬ
为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独立诉求提供了空间ꎮ 特雷莎梅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ꎬ脱欧
公投的结果是全体英国民众做出的ꎬ英国在脱欧谈判中将以一个声音说话ꎬ“ 不允许
主张分裂的民族主义者削弱英国四个民族间宝贵的联盟” ③ꎮ 在启动« 里斯本条约» 第

５０ 条的信函中ꎬ英国政府强调ꎬ英国“ 将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脱欧谈判ꎬ对每个组成国家
的民族和地区的具体利益给予必要的考虑” ꎬ④但同时认为ꎬ苏格兰政府提出的英国采
取“ 软脱欧” 路径或对苏格兰区别对待的诉求没有可行性ꎮ⑤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确定脱欧
基调的演讲中ꎬ特雷莎梅通过其“ 脱欧即脱欧” “ 无协议脱欧胜过糟糕的协议” 等口
号ꎬ传递了如下信息:脱欧进程已不可逆转ꎬ英国政府将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ａｔｉｎｇꎬ “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９０ꎬ Ｎｏ.Ｓ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１７１－１７２.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７２.
③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ａｙꎬ “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ｘｉｔ: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ｃｏｍ / ｐｏｓｔ / １５１２３９４１１６３５ / 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ｘｉｔ－ａ－ｖｉｓｉｏｎ－ｏ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④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０ꎬ”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 ｐ.３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６０４０７９ / 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
ｔｅｒｓ＿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ｏｎａｌｄ＿Ｔｕｓｋ.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⑤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０ ａ Ｌｅ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Ｓｔｕｒｇｅｏｎꎬ”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ｋ－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３９４３２５２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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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ꎮ 她同时明确提出ꎬ中央政府在脱欧进程中拥有决定一切的权力ꎮ① 在处理脱欧问
题的内阁委员会中也未包括下放权力地区的代表ꎮ 在« ２０１８ 年欧盟联盟( 退出) 法»

中ꎬ英国议会赋予政府部长废止和取消现有欧盟立法的权力ꎬ将不可避免影响到权力
下放地区政府的立法权ꎮ 此后ꎬ尽管脱欧协议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未能如期获得通

过ꎬ脱欧被迫延期ꎬ但英国政府始终对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政府提出的与欧盟关系的
差别化对待的要求未予以充分考虑ꎻ在« 英国退欧白皮书» 等文件中ꎬ对权力下放政府
在脱欧谈判中地位的界定也含糊其词ꎮ
威尔士民众在公投中投票支持脱欧ꎬ但在威尔士执政的工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威尔
士党并未支持英国政府的强硬脱欧立场ꎬ在多数情况下站在苏格兰一边ꎬ要求英国政
府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差异性和具体诉求ꎬ维持与欧盟的紧密经济联系ꎮ 这一政策选择
既是出于维护威尔士参与欧洲一体化获得的经济利益的目的ꎬ也有与苏格兰合作共同
维护地区权力下放成果的战略考量ꎮ ２０１７ 年初ꎬ威尔士地方政府发表« 确保威尔士的

未来:从欧盟过渡到与欧洲的新关系» 白皮书ꎮ 其主要诉求是ꎬ考虑到威尔士大量从
欧盟结构基金中获益的现状以及在各地区中经济上对欧盟整体依赖程度最高ꎬ威尔士
政府主张英国采取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 软脱欧” 路径ꎮ② 在脱欧谈判中ꎬ
威尔士政府提出ꎬ英国在脱欧进程中剥夺权力下放地区政府的参与权是不可接受的ꎬ
并表示:“ 我们将抵制英国政府任何收回权力的企图尽管我们承认一些问题可以
在英国层面能够更好地得到解决但这只能通过政府内部的协议ꎬ通过共享主权ꎬ
而不是强制的方式实施ꎮ” ③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脱欧协议达成后ꎬ威尔士议会也与苏格兰议
会一道进行了象征性表决ꎬ明确反对该协议ꎬ要求英国政府留在欧盟关税同盟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在脱欧截止期限临近时ꎬ威尔士国民议会与苏格兰议会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就
排除无协议脱欧选项、推迟脱欧最后期限举行辩论ꎮ 苏格兰地方政府脱欧事务部长罗
素认为:“ 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同时就同一议案进行辩论在 ２０ 年权力下放的历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ꎮ” ④

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ｌｉｃｋꎬ “ Ｔｈｅ Ｅ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ꎬ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ｕ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ｆｅｄｔｒｕｓｔ.ｃｏ.ｕｋ / ｏｕｒ－ｗｏｒｋ－ 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ｈｅ － ｅｕ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ｕｎｉｏｎ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② “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Ｗａｌｅ’ 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ｏ ａ Ｎ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９ － 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ｏｖ. ｗａｌｅｓ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３０６８３％ 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２０Ｗａｌｅｓ％ Ｃ２％ Ｂ９％ ２０Ｆｕｔｕｒ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Ｂ.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③ Ｃａｒｗｙｎ Ｊｏｎｅｓꎬ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ｌ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ｎ ＥＵ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ｙｏｕｒｓｅｎｅｄｄ.
ｗａｌｅｓ / ｄｅｂａｔｅｓ /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ｅｕ－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④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ａｍｅ Ｂｒｅｘｉｔ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ꎬ” 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ｕｋ－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４７４４７１７６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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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一样就权力下放问题面临一些共同的宪法和政策层
面的挑战ꎮ 然而ꎬ在脱欧进程中ꎬ代表亲英派别的民主统一党和代表民族主义者的新
芬党在脱欧问题上未能形成统一立场ꎮ 随着 ２０１７ 年北爱尔兰地区政府停止运行ꎬ英

国对北爱尔兰实行事实上的直接管辖ꎮ 因此ꎬ北爱尔兰地区政府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直
接提出自己立场的情况较少ꎮ 尽管如此ꎬ由于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间的边界
成为英国与欧盟之间唯一的陆上边界ꎬ不同脱欧路径不仅直接影响到北爱尔兰和平进
程的未来ꎬ也关系到欧盟成员国爱尔兰的利益ꎮ 边界问题由此成为影响脱欧走向的关
键节点ꎮ
长期以来ꎬ英国的权力下放未包括英格兰地区ꎬ在大多数政治话语中ꎬ英国身份和
英格兰身份是同义词ꎮ 权力下放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是英格兰自我意识的回归ꎮ 权力
下放给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ꎬ也产生了英格兰人代表权不足的
“西洛锡安问题” ꎬ引发了如何在英格兰实现权力下放的争论ꎮ① 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兴
起与英格兰疑欧主义的发展互为因果ꎬ共同塑造了英格兰身份特征的一部分ꎬ与苏格
兰和北爱尔兰的亲欧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ꎮ 在脱欧问题上ꎬ英国事实上形成了五个
地区:伦敦之外的英格兰地区、伦敦地区、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ꎮ 在脱欧公投中ꎬ
除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区选民以 ５５.４％对 ４４.６％的多数支持脱欧ꎬ脱欧支持者超出反
对者约 ２５０ 万人ꎬ而其他四个地区留欧支持者超出 １５０ 万人ꎮ 可以说ꎬ二者相抵ꎬ是英
格兰的疑欧派决定了公投的结果ꎮ②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ꎬ英格兰受到忽视的边缘人口
和中下层民众、经济上难以重振的老工业园区居民成为脱欧的主要支持者ꎮ 他们承受
了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压力ꎬ希冀恢复大英帝国的昔日辉煌ꎬ寻求解决自身
困境的药方ꎮ 由此产生的英格兰优越主义、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加大了国家各地区间在
脱欧问题上的裂痕ꎮ③
英国长期代表商业利益、以全民国家保守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保守党在脱欧过程中
不断趋向强硬的脱欧立场ꎮ 特别是约翰逊当选英国首相后ꎬ内阁中包含多名著名右翼
成员ꎮ 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公共福利私有化、为富人减税ꎬ在社会政策上反对女权、
主张恢复死刑ꎬ被媒体称为撒切尔主义的回归和“ 撒切尔夫人的第四个任期” ꎮ④ 这些
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ｉｅｒｎｅｙꎬ “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Ｆａｂｂｒｉｎｉ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ｅｘ￣
ｉｔ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９５－９８.
②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Ｌ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ꎬ Ｕｎｂｏｕｎｄ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１０１.
③ Ｉｂｉｄ.ꎬ ｐｐ.１００－１１３.
④ Ｓｅａｎ Ｏ’ Ｇｒａｄｙꎬ “ Ａ 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Ｆａｃｅｄ Ｂｉｇｇ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ｎ 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２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ｖｏｉｃｅｓ / ｂｏｒｉｓ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ｐｒｉｍ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ｔｏｒｙ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ｂｒｅｘｉｔ － ｎｏ － ｄｅａｌ －
ａ９０１６４１６.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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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与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工党长期执政、民族主义政党借助社会民主主义争取选
民的政策取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ꎮ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地区民族主义政党提出
了举行独立或统一公投的诉求ꎬ威尔士的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也得到加强ꎮ 在地方选
举中ꎬ威尔士党成为第二大党ꎬ强化了独立主张ꎮ 该党议会党团领导人罗伯茨宣称:
“ 选举约翰逊为保守党领导人ꎬ是保守党送给威尔士独立运动的礼物ꎬ威尔士独立进
程已不是是否而是何时启动的问题ꎮ” ①

英国政府为回应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政府的要求ꎬ利用官方政府间论坛ꎬ与权力
下放地区政府保持磋商和沟通ꎬ并建立了脱欧谈判联合部长理事会ꎮ 但该协商机制的
有效性遭到各地区政府的质疑ꎮ 他们指责理事会会议一直由中央政府部长主持ꎬ会议
议程也由英国政府设定ꎻ在该机制下很难在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展
开讨论ꎬ也缺乏刚性的规则确保不同意见可以纳入英国政府的决策ꎮ②
总体来看ꎬ英国脱欧公投后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规范的压力逐渐形成ꎬ英
格兰民族主义对国家各地区关系发展的潜在影响力上升ꎬ中央政府在仓促应对脱欧复
杂局面的过程中对英国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的回应不足ꎮ 当前ꎬ脱欧进程陷于僵
局ꎬ脱欧的各种可能性无法排除ꎮ 这种不确定性使脱欧对权力下放走向的影响仍存在
变数ꎮ 在约翰逊当选首相后ꎬ脱欧可能的三种结局是:英国在获得欧盟有限、模糊让步
的情况下批准脱欧协议ꎬ无协议脱欧和通过二次公投逆转脱欧ꎮ 前两种结局都会对英
国权力下放政策的未来形成强烈冲击ꎬ即便脱欧逆转ꎬ脱欧进程在宪法、政治、经济和
民众认同等层面产生的深远影响ꎬ也将给权力下放政策带来长久的调整压力ꎮ

四

脱欧对苏格兰权力下放的影响与二次独立公投的争论

权力下放政策实施之初ꎬ英国政治家和学术界对其在解决多民族国家治理难题上
所起作用的看法总体上比较乐观ꎮ 当时也有学者提出:在这一新机制下ꎬ中央政府和
各地区政府关系的政治文化将发生变化ꎬ二者的上下级关系因之改变ꎬ由上下级成为
平等的伙伴ꎻ进而出现对由此导致的政治力量变化失去控制的风险ꎮ③ 在受地区民族
① “ Ｎｅｗ ＰＭ ｉｓ ａ Ｃｌｏｗｎꎬ Ｓａｙｓ Ｐｌａｉｄ Ｃｙｍｒｕ ＭＰꎬ”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ｌｉｖｅ /
ｕ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４９０７３９９２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② Ｍａｒｉａ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Ｚａｈｎꎬ “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ｔｈｅ ＵＫ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Ｇｕｎｓ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ＵＫ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Ｌｕａｔｈ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１０７－１０８.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ｚｅｌｌꎬ “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ＣＩＰＦＡ /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 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ｃｌ. ａｃ. ｕｋ / ｓｐｐ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ｉ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３.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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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影响较大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ꎬ这一风险尤为突出ꎮ 权力下放是消解了民族主义
诉求ꎬ还是为其提供了机会ꎬ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ꎮ 英国脱欧变局使苏格兰独立和
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ꎬ甚至有一定的激化趋势ꎮ 这些既是英国
权力下放进程的新发展ꎬ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权力下放方案的成败ꎮ
权力下放政策实施后ꎬ随着苏格兰民族党的强势崛起ꎬ民族主义在苏格兰地区政
治中的影响力上升ꎮ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成立以来ꎬ苏格兰民族党一直将独立或取得包
括国防、外交等自主权在内的高度自治作为其行动纲领ꎮ 该党自 ２００７ 年后在地区议
会选举和全国大选中取得成功ꎬ逐渐取代工党和保守党成为苏格兰地区政治的主导力
量ꎮ 苏格兰民族党在推进民族主义目标的过程中ꎬ策略性地采取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
义和社会政策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结合ꎬ增加了苏格兰地区民众的社会福利ꎬ① 在政
治上降低了关于苏格兰人历史、文化、族群、情感诉求方面的宣传力度ꎬ把自己塑造成
全体苏格兰地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和英国政府剥夺苏格兰全体居民利益政策的反对
者形象ꎬ将独立诉求更多地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ꎮ② 在这一过程中ꎬ该党不断从两个
方面强化欧洲一体化与苏格兰独立目标之间的联系:(１) 欧洲一体化是苏格兰经济繁
荣的重要推动力量ꎬ保持苏格兰的欧盟成员身份可以为苏格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广阔
空间ꎻ(２) 苏格兰在脱欧问题上的声音和愿望未得到英国政府应有的尊重ꎬ“ 给苏格兰
的民主、经济和社会利益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ꎮ③

在 ２０１４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中ꎬ民众选择留在英国ꎮ 然而ꎬ此次公投并未从根本上

平息苏格兰分离主义的挑战ꎮ 苏格兰民族党仍坚持独立诉求ꎬ并在 ２０１５ 年大选中获
得苏格兰地区的 ５９ 个英国下院席位中的 ５６ 席( 该党在 ２０１０ 年仅获 ６ 席) ꎻ在 ２０１７ 年

大选中获得 ３５ 席ꎻ在 ２０１６ 年地方议会选举中席位虽未过半ꎬ但组成了少数派政府ꎮ
在其 ２０１６ 年苏格兰地方选举的竞选纲领中ꎬ苏格兰民族党提出: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之一时ꎬ该党将再次推动独立公投:一是“ 有明确、持续的证据表明独立成为大多数苏
格兰人民支持的选项” ꎻ二是“ 相较 ２０１４ 举行独立公投时情况发生了重大而又实质性
的变化ꎬ例如ꎬ在违背苏格兰人意愿的情况下ꎬ苏格兰被迫离开欧盟” ꎮ④

２０１６ 年公投后ꎬ« 政治季刊» 的评论指出:“ 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微妙的联盟能否

①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ꎬ “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ＮＰꎬ” 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Ｈａｓｓａｎ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ＮＰ: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ｔｏ
Ｐｏｗｅｒꎬ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２０－１３４.
② “ Ｏｕｒ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ｎｐ.ｏｒｇ / ｏｕｒ－ｖｉｓｉｏｎ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③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Ｂｉｌｌꎬ”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ｓｃｏ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ｄｒａｆ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ｂｉｌｌ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④ “ Ｔｈｅ ＳＮＰ ２０１６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ꎬ”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２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ｎｐ.ｏｒｇ / ｔｈｅ－ｓｎｐ
－２０１６－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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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得住英格兰人‘ 脱欧’ 投票结果的压力已成问题ꎬ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已难以避
免” ꎮ① 可以说ꎬ脱欧公投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在短期内重启独立公投提供了理由ꎬ强

化了苏格兰民族党的二次独立公投的诉求ꎮ 首先ꎬ苏格兰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宣扬联
合王国的合法性来源于 １７０７ 年带有一定国际条约性质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 联

合法案» ꎮ 在脱欧过程中ꎬ“ 议会主权” 与“ 人民主权” 何者优先的争论无形中加强了这
一历史叙事ꎮ 英国议会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是英国宪法的最高原则ꎬ也是

英国全国性政党ꎬ特别是保守党维护国家统一的工具ꎮ 然而ꎬ保守党政府出于脱欧和
维持执政地位的政党利益考虑ꎬ强化“ 公投即民主” ꎬ借口人民主权至上ꎬ坚持公投的

效力不可撼动ꎬ扩张行政权力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议会主权的原则ꎮ 英国政治精英
在宪法原则问题上的自相矛盾ꎬ事实上有助于苏格兰等地区民族主义者诉诸 １３２０ 年
提出的« 阿布罗斯宣言» ꎮ 他们将该宣言解释为“ 主权在民” 原则的体现ꎬ与« 联合法
案» 具有国际条约性质的历史叙事一起ꎬ为其独立主张提供支持ꎬ②同时弱化了脱欧过
程中英国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强势立场的法理依据ꎮ
其次ꎬ苏格兰政党政治版图的变化放大了脱欧公投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矛盾ꎬ侵蚀了苏格兰人的英国国家认同感ꎮ ２０１７ 年后ꎬ保守党和工党在苏格兰的政治

影响力下降ꎬ苏格兰民族党利用脱欧公投的结果ꎬ宣布其竞选纲领中设定的条件已得
到满足ꎬ英国政府推行的“ 硬脱欧” 政策将迫使苏格兰离开欧盟ꎻ同时ꎬ民族党渲染英
国最亲欧的苏格兰地区和最疑欧的英格兰地区的差异性ꎬ建构英格兰的他者身份ꎬ强
化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ꎬ进而宣扬苏格兰当前身份特征中的“ 亲欧” “ 社会民主主义”
“ 进步议程” 与英国保守党的“ 疑欧” “ 右翼自由主义” “ 保守与压迫” 元素的对立ꎮ③

最后ꎬ英国不断凸显的无协议脱欧前景弱化了温和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对留在英

国内部的功利主义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苏格兰公投中一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支持留英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ꎬ离开英国重新申请加入欧盟将面临西班牙等成员国的抵制ꎮ 这也是独
立公投中统一派获胜的原因之一ꎮ 欧盟因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内部的民族问题ꎬ并不
支持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等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ꎬ拒绝其独立后直接加入欧盟的诉求ꎮ
而当前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加大ꎬ苏格兰民族党利用脱欧对苏格兰就业、公共福利的
负面影响ꎬ改变了部分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在独立问题上的谨慎立场ꎮ
① Ｂｅ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ｏｔ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８７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３０９.
② Ｓｉｏｎａｉｄｈ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ｏｔｔꎬ “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７９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０３８.
③ Ｍａｃｒｏ Ｇ. Ｂｉａｇｉꎬ “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ｔｈｅ ＳＮＰ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Ｇｕｎｓ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ＵＫ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Ｌｕａｔｈ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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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公投后ꎬ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首席部长斯特金就宣布:公投结果使苏格兰新
的独立公投变得迫在眉睫ꎮ 在此后的各种演讲、采访中ꎬ苏格兰政府都把二次独立公
投与脱欧结果联系起来ꎬ希望以此作为与英国政府讨价还价的工具ꎬ增加自己在脱欧
进程中的话语权ꎮ① 苏格兰地方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台« 独立公投法案» 草案ꎬ向公

众征求意见ꎬ随后ꎬ苏格兰议会通过决议ꎬ反对英国政府启动脱欧进程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英国正式启动« 里斯本条约» 第 ５０ 条前夕ꎬ苏格兰议会通过动议ꎬ授权苏格兰地方政

府与英国政府讨论在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问题ꎮ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以脱欧结果不
确定、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ꎮ 此后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ꎬ
苏格兰民族党表现不及预期ꎬ保守党席位上升ꎮ 这一变化被解释为部分民众因对独立
问题的担忧转而支持保守党ꎮ 在此背景下ꎬ民族党有意放缓了推进二次独立公投的准
备ꎮ
在脱欧进程中ꎬ« 苏格兰在欧洲中的地位» 等官方报告阐明了苏格兰地方政府对
脱欧问题的立场ꎬ其可以接受的选项有三个:( １) 英国通过议会表决或二次公投留在
欧盟内部ꎻ(２) 英国采取“ 软脱欧” 模式ꎻ( ３) 给予苏格兰单独留在欧盟内部的特殊地

位ꎮ 在北爱尔兰边界保障条款出台前后ꎬ苏格兰和威尔士也要求获得与英国其他地区
区别对待的权利ꎮ 然而ꎬ这些要求与权力下放的其他问题一样均未获得保守党政府的
支持ꎮ
脱欧被迫延期后ꎬ苏格兰地方政府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重新启动了二次独立公投的立

法程序ꎮ 斯特金宣布就苏格兰未来问题在苏格兰议会举行跨党派协商ꎬ并立法确定未
来公 投 的 规 则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民 族 党 正 式 向 苏 格 兰 议 会 推 出 了 « 公 投 法 案 ( 苏 格
兰) » ꎬ为二次独立公投提供了法律框架ꎮ 该法案授权地方政府部长在 ２０２１ 年地方议
会选举前制定二级法规ꎬ 规定独立公投的日期、 问题以及宣传规则、 选民范围等事
项ꎮ② 由于支持公投的苏格兰民族党和绿党拥有议会多数ꎬ该法案获得苏格兰议会批

准的可能性较大ꎮ 与此同时ꎬ苏格兰政府承认关于苏格兰未来的全民公投属于英国议
会的保留权限ꎬ准备向英国政府要求遵循 ２０１４ 年公投的先例ꎬ依据« １９９８ 年苏格兰
法» 第 ３０ 条规定ꎬ通过颁布相关法令扩大苏格兰议会权力ꎬ授权其自行立法举行公

投ꎮ 但目前来看ꎬ英国政府短期内接受这一要求的可能性不大ꎬ二次独立公投面临难
以逾越的宪法障碍ꎮ
① Ｍａｃｒｏ Ｇ. Ｂｉａｇｉꎬ “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ｔｈｅ ＳＮＰ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ｐ.１２３.
② Ｓａｒａｈ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ꎬ Ｉａｉｎ Ｍｃ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ａｉｎ Ｔｈｏｍꎬ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ｓ (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Ｂｉｌｌꎬ”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ｂｐｒ
－ｅｎ－ｐｒｏｄ－ｃｄｎｅｐ.ａｚｕｒｅｅｄｇｅ.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 ２０１９ / ６ / １９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ｓ－－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Ｂｉｌｌ / ＳＢ１９－４１.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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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ꎬ苏格兰民族党提出ꎬ即便英国最终留在欧盟ꎬ苏格兰政府也不一定取消
独立公投ꎮ① 斯特金在解释苏格兰政府的立场时ꎬ除重提苏格兰的未来应由苏格兰人
决定的观点外ꎬ还特别指出:“ 在整个脱欧进程中ꎬ苏格兰一直遭到英国政府的轻蔑对
待ꎻ我们寻求妥协和保护苏格兰人利益的努力都未得到重视ꎮ” ②
约翰逊当选英国首相加剧了苏格兰地方政府与英国政府的矛盾ꎮ 近年来ꎬ苏格兰
民族党回避排他的民族主义口号ꎬ强调独立是保护苏格兰地区的全体民众利益的最佳
选择ꎬ将自己塑造为反对威斯敏斯特右翼政府压迫的左翼进步力量的代表ꎮ 保守党新
政府就职首日ꎬ斯特金致信约翰逊首相提出:根据苏格兰政府的研究报告ꎬ无协议脱欧
将使苏格兰丧失大量工作岗位、国民收入大幅降低ꎬ因而强烈要求ꎬ如无协议脱欧无法
避免ꎬ英国政府应对苏格兰做出替代安排ꎮ 否则ꎬ苏格兰有可能在 ２０２０ 年举行二次独
立公投ꎮ③

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利用脱欧的不确定性不断强化二次独立公投的话语ꎬ苏格兰脱
离英国的风险明显加大ꎬ但目前仍难以得出苏格兰民意必然支持独立的结论ꎬ苏格兰
未来的地位仍取决于各方博弈的结果ꎮ 首先ꎬ自« 联合法案» 至今ꎬ英格兰与苏格兰三
百多年共同发展形成了复杂而又紧密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联系ꎬ简单以英国脱欧
的负面影响为由割裂这一联系的理由并不完全令人信服ꎮ ２０１６ 年公投后ꎬ多家机构

民调数据显示ꎬ除近期个别民调外ꎬ绝大多数民调结果是苏格兰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
并未取得多数ꎮ④

其次ꎬ如同 ２０１４ 年公投一样ꎬ苏格兰选民仍将面临族群身份认同和现实利益考量

之间的艰难选择ꎮ 虽然苏格兰地方政府强调ꎬ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将给苏格兰经济繁荣
带来潜在的破坏ꎬ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ꎬ苏格兰对英国其他地区的货物和服务出口远
超对欧盟国家的出口ꎬ如 ２０１７ 年前者是 ４９８ 亿英镑ꎬ而后者仅为 １２０ 亿英镑ꎮ⑤ 而且
苏格兰是英国预算的净受益地区ꎬ如脱离英国将出现公共预算资金缺口ꎮ 独立派宣传
的北海石油收益也因可开采资源数量变化、油价波动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变数ꎮ 在中短
① “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ｏｎ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３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ｕｋ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ｒｓ / 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② Ｌｉｂｂｙ Ｂｒｏｏｋｓꎬ “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Ｂｉｌｌꎬ” 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ｕｋ－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ｍａｙ / ２９ /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ｂｉｌ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９.
③ “Ｎｉｃｏｌａ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Ｉｎｄｙｒｅｆ２ ‘ Ｍ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 ꎬ”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２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ｕｋ－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４９１０５５３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④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ｏｌｌｉｎｇ ｏｎ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ｏｌｌｉｎｇ＿ｏｎ＿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⑤ “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ｐ. １ꎬ １９ꎻ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ꎬ “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ｏｓｔ －
Ｂｒｅｘｉ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Ｇｕｎｓ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ＵＫ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ｐ.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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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ꎬ独立对苏格兰经济带来的冲击可能远大于脱欧ꎮ
最后ꎬ英国政府仍有利用宪法、政治和经济手段妥善处理二次独立公投等问题的
空间ꎮ 从法理上讲ꎬ在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属于英国议会保留权力的范畴ꎬ不经英国
议会同意ꎬ公投不具合法性ꎮ 如果脱欧ꎬ一些领域的下放权力从欧盟手中收回后ꎬ在确
保英国内部共同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下ꎬ大多数权力可归还苏格兰地方政府ꎮ 必要
时ꎬ英国政府可进一步下放权力ꎬ扩大地区政府权能ꎬ甚至采取联邦制的选项ꎮ① 即便
出现无协议脱欧ꎬ英国政府支持苏格兰与欧盟建立特殊合作机制的空间依然存在ꎻ同
时ꎬ英国政府可利用节省的欧盟成员国摊派款资金向有关地区提供欧盟结构基金、共
同农业政策等安排的替代方案ꎬ避免或减轻脱欧对苏格兰民生问题带来的冲击ꎮ

五

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影响

与苏格兰相比ꎬ脱欧对北爱尔兰权力下放进程的影响更加错综复杂ꎬ其内部政治
分歧、边界问题、« 复活节协议» 框架下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相互交织ꎬ加大了北爱尔
兰权力下放安排下和平与和解进程的不确定性ꎮ
( 一) « 复活节协议» 与北爱尔兰权力下放机制

北爱尔兰问题由于其内部主要民族、宗教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ꎬ亲英的统一派和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ꎮ 自爱尔兰独立后ꎬ北爱尔兰经历了近 ５０ 年
的“ 敌意下的和平” 和 ３０ 年的大混乱时期ꎮ② １９９８ 年的权力下放安排ꎬ经过 ２００６ 年
« 圣安德鲁协议» 的进一步完善ꎬ除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机制外ꎬ更为重
要的是ꎬ在不同族群和宗教群体间建立了分权机制ꎮ

北爱尔兰的分权机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ꎬ分权机制的协和式民主取向ꎬ从法
律制度上保障了各群体的利益均衡ꎬ促进了社会群体间共识的建立ꎮ 北爱尔兰内部分
权的制度设计借鉴了协和式民主模式(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ꎬ即通过法律机制确保分裂
甚至对立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决策ꎬ必要时ꎬ各群体在立法上具有相互否决权ꎬ选举和
社会资源分配( 包括公务员职位等) 实行特定的比例代表制ꎬ保证各群体的代表性和
参与权ꎮ③ 例如ꎬ« 复活节协议» 设立了拥有同等权力的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职位ꎬ
① 针对英格兰的权力下放ꎬ新工党政府曾考虑过在英格兰下划分大伦敦、英格兰东、英格兰东北、东南、西
北、西南等行政区ꎮ 当时ꎬ这一主要依据地理位置划分行政区的主张ꎬ缺乏历史上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基础的支
持ꎬ因遭质疑而被放弃ꎬ但类似在英格兰进一步设立行政区划的设想也增加了在英国实行联邦制的可行性ꎮ
②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Ｊｏｎｎｙ Ｂｙｒｎｅꎬ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Ｇｕｎ￣
ｓ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ＵＫ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ｐ.１５０.
③ Ｒｕｐｅｒｔ Ｔａｙｌｏｒ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Ｒｕｐｅｒｔ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ｅｄ.ꎬ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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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成员也按一定比例分别来自统一派和民族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ꎻ在关键立
法程序中除要求议会整体多数外ꎬ还需同时获得规定多数的两大群体议员的跨群体支
持ꎮ
第二ꎬ北爱尔兰的欧洲化进程促进了分权机制的建立与平稳运行ꎮ 北爱尔兰和平
和解进程是与欧洲化同步发展的ꎬ共同的欧盟制度环境为北爱尔兰相互对立的政党和
社会群体提供了新的、更为中立的共同合作空间ꎮ 据统计ꎬ北爱尔兰大约 ６０％的立法

来自欧盟或需要与欧盟法协调ꎮ 在欧盟相关政策领域内ꎬ北爱尔兰主要政党决策更易
于达成共识ꎬ并成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重要支柱ꎮ① 欧盟为长期受社会动荡、恐怖
主义影响的北爱尔兰地区提供了大量资金ꎬ推动了北爱尔兰的经济发展ꎮ 此外ꎬ欧盟
和北爱尔兰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专项计划ꎬ如北爱尔兰—欧盟特别工作组、欧盟—北爱
尔兰和平和解计划ꎬ促进了双方合作目标的落实ꎮ
第三ꎬ这一分权机制承认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在北爱尔兰和平和解进程中的作
用ꎬ弱化传统对立的族群身份ꎬ推动各方共同参与维护北爱尔兰的稳定ꎮ « 复活节协

议» 就北爱尔兰未来地位的全民公投机制做了规定ꎬ该地区是否留在英国需要爱尔兰
和北爱尔兰双方民众公投决定ꎻ允许北爱尔兰居民拥有英国和爱尔兰双重国籍ꎮ②
( 二) 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冲击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 ２０ 多年来总体上获得了成功ꎬ在经历最初的磨合期后ꎬ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ꎬ分权政府曾中断 ５ 年之久ꎮ 最终爱尔兰共和军同意彻底解除武装ꎮ 此
后ꎬ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共同领导的地区政府到 ２０１７ 年前一直平稳运行ꎮ « 复活节协
议» 的主要推动者、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表示ꎬ该协议是建立在英国和爱尔兰同为欧
盟成员国的基础之上的ꎮ③ 因此ꎬ脱欧对该协议开启的北爱尔兰和平和解进程造成巨
大冲击ꎮ
首先ꎬ北爱尔兰各群体及其主要政党围绕本地区与欧盟的关系出现严重分歧ꎬ加
大了« 复活节协议» 以来得到弱化的族群和政治对立重新恶化的风险ꎮ 在脱欧公投
中ꎬ北爱尔兰民众总体支持留欧ꎬ其中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多数主张留欧ꎬ但更多的
新教徒与统一派主张脱欧ꎻ在主要政党中ꎬ新芬党和社会民主工党支持留欧ꎻ民主统一

① Ｍａｒｙ Ｃ. Ｍｕｒｐｈｙꎬ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８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９０－１９１.
② “ Ｔｈｅ Ｂｅｌｆａｓ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
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１３６６５２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③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ｏｌａｎｄꎬ “ Ｂｒｅｘｉ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ｍｅｎｄ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ｄａ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Ｓａｙｓ Ｂｌａｉｒ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４６ｃｆ６７２ｅ－３７１６－１１ｅ７－ｂｃｅ４－９０２３ｆ８ｃ０ｆｄ２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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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持脱欧ꎮ① ２０１７ 年初ꎬ新芬党指责民主统一党领导人滥用政府资金ꎬ导致政府危

机ꎬ双方在脱欧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北爱尔兰政府的裂痕ꎬ最终新芬党领导人
拒绝参与组建政府ꎬ使北爱尔兰权力下放政府至今陷于瘫痪ꎮ② 地区自治政府的缺位
削弱了北爱尔兰人在英国脱欧谈判上的发言权ꎬ也使北爱尔兰分裂的社会失去了沟通
的机制ꎮ 而 ２０１７ 年大选后保守党政府依靠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上台执政ꎬ事

实上加大了民主统一党在北爱尔兰政策上的影响力ꎮ 新芬党则强化了脱欧问题应与
整个爱尔兰岛全体民众充分沟通的立场ꎬ转而推动爱尔兰统一公投ꎮ
其次ꎬ边界问题加大了英国解决脱欧问题的难度ꎬ在北爱尔兰内部、英国与欧盟及
爱尔兰之间引发激烈的争论ꎬ动摇了北爱尔兰和平和解进程的基础ꎮ 北爱尔兰和爱尔
兰之间的边界问题涉及爱尔兰岛南北方和英爱两国复杂的历史、身份、情感纠葛以及
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ꎮ １９２１ 年« 英爱条约» 签署后ꎬ北爱尔兰边界成为南北分治
的标志ꎻ１９６９ 年北爱尔兰冲突升级后ꎬ英国加强了边界管控ꎬ该边界成为“ 大混乱时
期” 暴力血腥记忆的象征ꎮ 而« 复活节协议» 取消了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物理边
界ꎬ不仅给双方的人员和经贸往来带来巨大便利ꎬ也彰显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和解
精神ꎮ 边界问题在北爱尔兰有着特殊含义ꎬ有历史学家评论说ꎬ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不
是存在于地图上ꎬ而是在“ 人们的头脑之中” ꎮ③ 脱欧过程中围绕边界问题的博弈强化
了北爱尔兰各群体间的隔阂和身份疏离感ꎮ 尽管英国政府承诺不设硬边界ꎬ但其一直
采取的“ 硬脱欧” 立场ꎬ坚持至少在形式上退出欧盟关税同盟ꎬ使英国与欧盟一直未能
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ꎮ 特雷莎梅政府在« 脱欧协议» 中被迫接受
了欧盟提出的边界保障条款ꎬ即未来双方一旦无法找到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ꎬ北爱尔
兰甚至整个英国将留在关税同盟内部ꎮ 这一条款遭到保守党硬脱欧派和民主统一党
的强烈反对ꎬ使脱欧协议至今无法获得英国议会的批准ꎮ 作为边界问题的利益攸关
方ꎬ爱尔兰政府也一直拒绝在修改边界保障条款问题上做出妥协ꎮ
最后ꎬ北爱尔兰脱欧安排的不确定性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影响ꎮ 目前ꎬ北
爱尔兰脱欧前景在各权力下放地区中最为复杂ꎮ 如果是英国留在关税同盟的“ 软脱
欧” 模式或脱欧逆转ꎬ对北爱尔兰内部和解进程的影响相对较小ꎮ 除此之外ꎬ各种方
① 根据有关民调ꎬ天主教徒支持留欧的达 ８５％ꎬ新教徒仅占 ４０％ꎮ 参见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ｒｙꎬ “ Ｔｈｅ Ｅ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Ｖｏｔ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６－１７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ｑｕｂ.
ａｃ.ｕｋ / ｂｒｅｘｉｔ / Ｂｒｅｘｉｔ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ｅ / Ｆｉｌｅｔｏｕｐｌｏａｄꎬ７２８１２１ꎬ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ꎮ
② « 复活节协议» 规定ꎬ分别代表北爱尔兰两大族群、派别的主要政党的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必须同时
就职ꎬ否则政府无法运行ꎮ
③ Ｃａｔｈｙ Ｇｏｒｍｌｅｙ－Ｈｅｅｎ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ｕｇｈｅｙꎬ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 Ｔｈｒｅ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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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都可能激化北爱尔兰内部及相关各方的矛盾ꎬ引发政治、社会动荡ꎮ 在现有保障条
款下的有协议脱欧也面临民主统一党的反对ꎬ维护英国的统一和北爱尔兰与英国的紧
密联系是该党的最高政治原则ꎬ高于务实的经济利益考虑ꎮ 同时该党也强调ꎬ一旦最
终出现北爱尔兰单独留在欧盟关税区的局面ꎬ也会削弱该地区与英国的经济联系ꎮ 而
无协议脱欧的方案将面临新芬党和社会民主工党的抵制ꎮ 他们提出ꎬ给予北爱尔兰在
脱欧安排上的特殊地位是维护« 复活节协议» 有效性的前提和底线ꎬ否则该协议在法
律上的确定性、政治上的可信度都将受到冲击ꎻ北爱尔兰出口对欧盟市场的高度依赖、
与爱尔兰的紧密经济联系也将受到影响ꎮ①

( 三) 脱欧问题引发的爱尔兰统一公投的争论

脱欧公投前ꎬ无论统一派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不认为实现与爱尔兰的统一是一个紧
迫的问题ꎮ 但脱欧公投的结果ꎬ特别是脱欧的不确定和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增大ꎬ使
爱尔兰统一公投问题逐渐上升为北爱尔兰内部以及英爱两国关注的焦点ꎮ 按照« 复
活节协议» 的规定ꎬ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义务就北爱尔兰的民意做出判断ꎬ如果
举行公投可能产生爱尔兰统一的结果ꎬ则应举行统一公投ꎮ 但对判断这一民意的方法
和标准ꎬ协议并未做出明确规定ꎮ② 一般而言ꎬ判断的参考指标包括主流民调结果、选
举结果和地方议会表决等ꎮ
长期以来ꎬ在北爱尔兰除统一派反对、民族主义者支持爱尔兰统一公投外ꎬ英国政
府和爱尔兰政府都对此持谨慎态度ꎮ 在脱欧背景下ꎬ民主统一党坚持反对举行公投ꎻ
新芬党则要求立即启动公投程序ꎻ社会民主工党主张建立北爱尔兰各方广泛参与的论
坛ꎬ展开讨论ꎬ寻求共识ꎮ 英国政府一直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公投ꎬ但近来对公投可
能性加大及其后果的担忧不断增加ꎮ 爱尔兰政府的立场更为矛盾、模糊ꎬ现阶段其政
策的重点仍是在« 复活节协议» 框架下推进地区和平和解进程ꎬ担心公投给该地区带
来新的动荡ꎮ③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 ２０１８ 年就职后不久表示ꎬ此时还不具备举行统
一公投的民意基础ꎬ仓促行事会加剧爱尔兰社会的分裂ꎬ首要的问题仍是“ 尊重« 复活
节协议» 的核心地位ꎬ不断加强爱尔兰南方与北方、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合作” ꎬ为此ꎬ
首先要考虑的是尽快恢复北爱尔兰地方分权政府的运作ꎮ④

① Ｍａｒｙ Ｃ. Ｍｕｒｐｈ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ｐｐ.１３１－１３３.
②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 Ｔｈｅ Ｂｅｌｆａｓ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ｐｐ.３－５.
③ Ａｌａｎ Ｗｈｙｓａｌｌꎬ “ 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ｌꎬ” ２０１９ꎬ 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ｃｌ.ａｃ.ｕｋ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ｔ / ｓｉｔｅｓ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ｔ / ｆｉｌｅｓ / １８５＿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ｐｏｌｌ.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④ “ Ｖａｒａｄｋａｒ Ｓａｙ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ｌ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Ｎｅｗ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ｏｗｓ Ｉｒｉｓｈ Ｕｎｉｔｙ Ｖｏｔ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ｏｓｅꎬ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 Ｂｅｌｆａｓｔ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ꎬ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ｅｌｆａｓｔ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ｖａｒａｄｋａｒ－ｓａｙｓ－ｂｏｒ￣
ｄｅｒ－ｐｏｌｌ－ｗ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ｆｅａｔｅｄ－ａｓ－ｎｅｗ－ｓｕｒｖｅｙ－ｓｈｏｗｓ－ｉｒｉｓｈ－ｕｎｉｔｙ－ｖｏｔ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ｃｌｏｓｅ－ ３６９８９３３５.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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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大多数相关民调显示ꎬ支持北爱尔兰留在英国的民众明显占多数ꎬ短期内多
数北爱尔兰选民也不支持举行统一公投ꎮ “ 北爱尔兰生活与时代” 民调数据库数据表
明ꎬ近年来北爱尔兰民众中支持留在英国的比例稳定在 ６０ － ６５％ 之间ꎬ主张实现爱尔
兰统一或北爱尔兰独立的仅为 ２０％ 左右ꎮ 脱欧公投后支持留在英国的比例虽有下
降ꎬ但并不显著( 见表 １) ꎮ 但该民调最新的数据(２０１８ 年) 同时也显示ꎬ相当一部分北
爱尔兰人认为ꎬ脱欧加大了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ꎮ①
表１

“ 北爱尔兰生活与时代” 民调关于“ 北爱尔兰未来长期地位” 问题的结果
立场

留在英国ꎬ由英国实行直接统治
留在英国ꎬ建立权力下放政府
实现与爱尔兰的统一
建立独立的北爱尔兰国家
其他答案
不清楚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５４

５０

５１

５４

４７

４１

１２
１５
６
１

１２

１６
１７
４
１

１１

１９
１４
３
１

１３

１２
１９
４
１

１０

１４
２０
３
２

１４

２１
１９
２
１

１６

资料来源:根据“ 北爱尔兰生活与时代” 民调相关问题的历年数据整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ｋ.ａｃ.ｕｋ /

ｎｉｌｔ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ｐｏｌａｔｔ.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访问ꎮ

然而ꎬ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也提出ꎬ北爱尔兰支持爱尔兰统一公投的人数
近期迅速增长ꎬ« 爱尔兰时报» 和 ＢＢＣ 所做的几次民调中已出现支持爱尔兰统一占据
多数的情况ꎮ 爱尔兰统一公投的现实可能性开始增加ꎮ②

在判断北爱尔兰公投问题未来走势时ꎬ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北爱尔兰人口构成
的变化ꎮ 自爱尔兰独立后ꎬ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人口比例长期大体维持在
２ ∶ １的水平ꎬ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出现了天主教人口增加、新教人口比例降低的态

势ꎬ特别是 ２１ 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ꎮ 根据北爱尔兰十
年一次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ꎬ新教徒人口比例从 ５３％下降到 ４８％ꎬ而天
主教徒则从 ４３.８％上升到 ４５％ꎬ二者的差距仅为 ３％ꎮ③ 有关研究进一步表明ꎬ到 ２０２１

① 该民调结果显示ꎬ认为脱欧会加大统一公投可能性的占 ３８％ꎬ减小的占 １０％ꎬ无影响的占 ３５％ꎬ不清楚
的占 １６％ꎮ 参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ＵＮＩＲＬＩＫＬ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ｋ.ａｃ.ｕｋ / ｎｉｌｔ /
２０１８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 ＵＮＩＲＬＩＫＬ.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ꎮ
② Ａｌａｎ Ｗｈｙｓａｌｌꎬ “ 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ｌꎬ” ｐ.１.
③ Ｐａｕｌ Ｎｏｌａｎꎬ “ Ｔｗｏ ｔｒｉｂｅｓ: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Ｉｒｉｓｈ Ｔｉｍｅｓꎬ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ｉｓｈ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ｉｒｅｌａｎｄ / ｉｒｉｓｈ－ｎｅｗｓ / ｔｗｏ－ｔｒｉｂｅｓ－ａ－ｄｉｖｉｄｅ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３０３０９２１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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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主教人口将超过新教人口ꎬ其测算依据是在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中ꎬ该地区学龄儿童、
工作年龄人口中天主教徒比例远超新教徒ꎬ而老年人则相反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北爱尔
兰地方议会选举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趋势:民主统一党获得 ２８ 席ꎬ仅比新

芬党多 １ 席ꎻ两党第一选择票获得比率也非常接近ꎻ所有亲英统一派政党的席位之和
历史上首次低于议会席位的 ５０％ꎮ

总体来看ꎬ脱欧进程触发了« 复活节协议» 框架下关于爱尔兰统一公投问题的讨

论ꎬ支持爱尔兰统一的人数较脱欧公投前有所增加ꎮ 但统一公投目前仍面临几个显著
的障碍ꎮ 首先ꎬ北爱尔兰问题的复杂性使相关各方ꎬ包括爱尔兰政府ꎬ并未针对爱尔兰
统一的复杂局面做好准备ꎬ对可能打破当前该地区稳定的统一公投持审慎立场ꎮ 对爱
尔兰政府而言ꎬ如公投结果支持统一ꎬ如何应对北爱尔兰占多数且具有激进暴力传统
的亲英统一派将成为棘手问题ꎮ 有人甚至认为ꎬ公投在爱尔兰获得通过的概率甚至比
北爱尔兰更低ꎮ② 其次ꎬ« 复活节协议» 在统一公投机制设计上的复杂和模糊加大了启
动公投的难度ꎮ 启动相关程序首先需要得到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的支持ꎬ英国政府
对公投的抵触态度无疑降低了其支持公投的可能性ꎬ而如何判断民意支持爱尔兰统一
也存在技术上的模糊之处ꎮ 最后ꎬ尽管北爱尔兰的人口构成正在向有利于天主教群体
的方向发展ꎬ但一般认为ꎬ新教徒在支持留在英国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ꎻ而天主教徒在
爱尔兰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更大ꎬ支持者比例仅略高于反对者ꎬ也就是说ꎬ许多天主
教徒并不一定是支持统一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ꎮ③
尽管如此ꎬ随着无协议脱欧风险进一步加大ꎬ可能会刺激更多北爱尔兰民众支持统
一公投ꎬ从而加剧了北爱尔兰政党、族群、派别之间的对立ꎮ 一旦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ꎬ
考虑到过去一个世纪(除权力下放的 ２０ 年外)以来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多次冲突的历史
记忆和身份上的尖锐对立ꎬ可能会出现天主教徒支持爱尔兰统一的人数迅速增加的局

面ꎮ 面对约翰逊政府无协议脱欧的威胁ꎬ爱尔兰政府在统一公投上的模糊立场也有所松
动ꎮ 总理瓦拉德卡提出ꎬ无协议脱欧若变为现实ꎬ过去希望维持现状的温和的爱尔兰民
族主义者、天主教徒将转向支持爱尔兰统一的立场ꎬ英国统一的前景将进一步黯淡ꎮ④
① Ｇａｒｅｔｈ Ｇｏｒｄｏｎꎬ “ ‘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ＮＩ ｂｙ ２０２１ꎬ”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１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ｕｋ－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４３８２３５０６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② Ａｌａｎ Ｗｈｙｓａｌｌꎬ “ 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ｌꎬ” ｐ.１４.
③ 如“ 北爱尔兰生活和时代” 民调最新数据(２０１８) 显示ꎬ在天主教徒群体中ꎬ主张留在英国者占 ３９％ꎬ主张
与爱尔兰统一或独立者占 ４３％ꎻ而新教徒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８３％ 和 ６％ꎮ 参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ＮＩＲＥＬＮＤ２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ｋ.ａｃ.ｕｋ / ｎｉｌｔ / ２０１８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 ＮＩＲＥＬＮＤ２.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ꎮ
④ “Ｌｅｏ Ｖａｒａｄｋａｒ: Ａ Ｈａｒｄ Ｂｒｅｘ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ꎬ”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２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４９１２７６１６? ｉｎｔｌｉｎｋ＿ｆｒｏｍ＿ｕｒｌ ＝＆ｌｉｎｋ＿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ｖ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ｏｒ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２４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面对国家统一面临的压力ꎬ英国政府立场也有所软化ꎬ承诺考虑北爱尔兰民众的关切ꎬ
即便最终无协议脱欧ꎬ也将采取技术手段尽最大可能防止物理边界的出现ꎮ

结

语

英国政治文化长期以保守主义、渐进主义和稳定著称ꎮ 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ꎬ宪法改革都不是英国政治的显性议题ꎮ 波格丹诺在其« 新英国宪法» 一书中提出:
过去四十多年里英国经历了一场“ 静悄悄的宪法革命” ꎮ 它肇始于 １９７３ 年加入欧共
体ꎬ加速于新工党执政时期的全面宪法改革计划ꎬ其影响仍在持续发酵ꎮ① 以 １９９９ 年

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选举为标志ꎬ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已满 ２０ 年ꎬ并成为英国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根本性特征ꎮ 在经历了最初的乐观情绪和总体平稳发展之后ꎬ权力下放进
程也因脱欧导致的“ 国家危机” 而出现新的变化ꎬ并面临转型与重构的压力ꎮ
脱欧在英国权力下放问题上引发的辩论ꎬ彰显了英国深度参与地区一体化过程中
内部地区政策欧洲化产生的多重影响ꎮ 一方面ꎬ欧洲化进程推动了权力下放在苏格
兰、北爱尔兰等地区的平稳实施ꎬ在观念和利益层面赢得了功利主义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
欧洲化对英国中央集权的治理规范和政治文化形成了制约ꎬ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其中
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政治和内部地区政治ꎬ形成了多层治理模式ꎮ 长期以来ꎬ英国在
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采取的模糊、渐进的方式规避了单一制政府与下放权力地区在权力
归属问题上的宪法矛盾ꎬ同时导致了宪法原则的不确定性ꎮ 面对脱欧变局ꎬ英国各地
区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上的差异ꎬ出现了重大分歧ꎬ使欧洲问题从权力下放的助
推力量转变为分裂的根源ꎬ需要英国政府在宪法层面做出回应ꎮ 这一回应是延续英国
宪法的妥协、渐进变革传统ꎬ还是提供更清晰的解决方案ꎬ甚至改变以议会主权为基础
的不成文宪法体系ꎬ都是亟须解答的问题ꎮ
脱欧进程带来的不仅是欧盟与其成员国———英国之间权力关系的重构ꎬ而且涉及

欧盟、英国中央政府及其内部各地区、各群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的过程ꎮ 疑欧主义者强
调ꎬ欧洲一体化超越民族国家的共享主权的模式束缚了英国的发展ꎬ需要通过脱欧从欧
盟手中“夺回权力”ꎬ维护英国的传统与主权ꎮ 然而ꎬ改变英国业已形成的多层治理结构
的复杂性远远超出 “夺回权力” 的简单逻辑ꎬ世界主义、超国家主权、议会主权、人民主
权和地区自决的话语相互碰撞与博弈ꎬ并寻求其政治合法性ꎬ但都无法为解决这一变局
① Ｖｅｒｎｏｎ Ｂｏｇｄａｎｏｒꎬ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８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９４－９５.

脱欧背景下英国权力下放的演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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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提供简单的答案ꎬ平衡、妥协的解决办法可能更符合当下的需求ꎮ 欧
盟、英国及其内部各地区、各群体之间 ４０ 多年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紧密联
系ꎬ打破这一联系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ꎬ可能导致政治、经济、社会乃至领土、族群关系
的革命性调整ꎬ也可能导致动荡与混乱ꎮ 在此过程中ꎬ一个无法否认的悖论是ꎬ英国正是
以背离英国代议制民主传统的全民公投的方式做出了脱欧选择ꎬ进而在国家及内部地区
层面引发了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何者优先的争论ꎬ也给地区民族主义者以实践“人民主
权”“人民自决”为由准备通过公投改变领土关系提供了口实ꎮ
在脱欧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多民族国家形态面临重构的重大挑战面前ꎬ如何
避免背离初衷是一个现实命题ꎮ 在英国政治文化传统中ꎬ关注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
简单遵循基于适当性的逻辑一直是政治精英信奉的准则ꎮ 在 １９ 世纪末格雷斯顿的自
由党政府推出爱尔兰地区自治安排时ꎬ戴雪担心给予爱尔兰的特殊对待会使英格兰产
生离心倾向ꎬ不利于英国整个宪法体系的有效运作ꎬ因而ꎬ认定其“ 并非一种宪法智
慧ꎬ 而是政治上的失职” ꎮ①

这种审慎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否因英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激进主义还有待观

察ꎮ 但考虑到脱欧问题在欧洲、英国及其内部地区产生的深刻影响ꎬ无论脱欧的最终结
果如何ꎬ都需要一种避免背离初衷、导致政治进程失控后果的“宪法智慧” 来应对这一挑
战ꎮ 这需要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的同时ꎬ充分考虑各地区的
多样性ꎬ通过对话ꎬ寻求互利共赢的方案ꎬ避免简单化地利用内外部环境的突发性重大改
变所引发的纷争ꎬ寻求独立或领土归属的变更ꎮ 草率地通过地区公投的形式改变地区与
国家的既有关系ꎬ未必能够解决脱欧引发的危机ꎬ反而会割裂各地区间长期形成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ꎬ阻碍经济社会发展ꎬ引发新的矛盾和动荡ꎮ 在这一政治、经济、社
会、法律和认同关系的调整与重构过程中ꎬ如何在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相联系而不是
相脱离的进程中实现各地区民众福祉的最大化ꎬ也显得尤为重要ꎮ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ꎬ
英国政治文化中的审慎、理性精神、试错与实用主义传统的回归有其特殊的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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