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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边缘的抉择
———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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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欧盟内部长期存在“ 中心—边缘” 结构ꎬ位于( 半) 边缘的意大利和希腊在
民粹主义冲击下ꎬ面临融入或背离欧盟主流的抉择ꎮ 近年来ꎬ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
个维度的边缘化加剧ꎬ刺激了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ꎮ 民粹政党的主张背离欧盟主
流ꎬ在执政后要求调整对外关系ꎮ 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对
外政策ꎬ发现两国均要求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难民政策上与欧盟
重新协商ꎮ 在双边关系上ꎬ两国与德国、法国也出现摩擦ꎬ试图联合其他成员国制衡法德
轴心ꎮ 同时ꎬ意大利和希腊顶住欧盟压力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ꎮ 民粹主义政党
本身的偏好是上述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ꎬ但相应政策的执行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国内
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制约ꎮ
关键词:中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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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２０１９ 年新一届欧盟领导层就任ꎬ２０２０ 年初英国正式退出欧盟ꎬ目前德法轴

心及其执政的中间政党代表了欧盟的主流声音ꎬ但成员国与欧盟之间ꎬ不同成员国间
的分歧仍然存在ꎮ 例如ꎬ南欧、中东欧的一些非核心成员国追随德法领导的意愿下
降ꎬ①并试图绕过欧盟与区域外大国加强双边关系ꎮ 这既是因为欧盟内部长期存在
“ 中心—边缘” 结构ꎬ也与近年来多个成员国国内政治受到民粹主义冲击有关ꎮ 一些

原本居于国内边缘的民粹主义政党进入议会或开始执政ꎬ这些政党大多对欧盟持怀疑
∗ 本文得到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院专项“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问题与方法研究” (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９ＣＤＳＫＸＹＧＹＹ００４５)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欧洲社会思潮的变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
的影响” ( 项目编号:１７ＪＪＤＧＪＷ０１０) 的资助ꎮ
① 郑春荣、张凌萱:« 法德轴心“ 重启” 的限度分析»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第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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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ꎬ主张本国优先ꎬ轻视“ 欧洲团结” 等国际义务ꎮ 边缘政党执政下的边缘国家会如
何认知欧盟主流和外部世界? 它们的政策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与欧盟及其他
成员国的关系? 为何民粹政党执政的意大利、希腊等国对与中国的合作更加积极? 这
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ꎮ 本文将以南欧的意大利与希腊为例ꎬ从“ 中心—边缘” 的视
角来揭示欧盟内部这种差异性的由来和影响ꎮ

一

问题的提出:“ 双重边缘” 与民粹主义政党的对外政策

“ 中心—边缘” 或称“ 中心—外围” 结构( ｃｏｒｅ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ꎬ是理解国际体系的重要

视角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在研究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互动时ꎬ率先论述了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ꎮ① 沿着这一

学术脉络ꎬ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中心—边缘学说ꎮ 其中沃勒斯坦还细
分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ꎬ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在近代欧洲的经济圈形成时就属于
半边缘( ｓｅｍｉ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地区ꎮ② 此外ꎬ中心、边缘的概念和分析视角也被引入区域经济
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中ꎮ 这使得中心—边缘结构不局限于解释南北关系ꎬ也可以用来
说明发达地区内部的经济和地理分野ꎮ １９９０ 年ꎬ克鲁格曼( Ｐａｕｌ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 指出欧
洲形成统一市场后ꎬ应以区域经济学而非国际经济学的范式来探讨成员国之间的关
系ꎬ并预言未来关键性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将集中于德国ꎬ而南欧地区的产业则会
“ 梅佐乔诺化” ( Ｍｅｚｚｏｇｉｏｒ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ꎬ③与核心地区的差异化加大ꎮ

国际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体现在经济维度ꎬ“ 中心” 或“ 边缘” 也是国家

的社会身份ꎮ 在国际社会中ꎬ边缘化的国家可能面临话语权缺失ꎬ地位得不到承认ꎬ诉
求不被重视等困境ꎮ 民族国家作为集体自尊的载体ꎬ寻求地位和荣誉是其国际行为的
重要动机ꎮ④ 国际关系研究已注意到边缘国家的对外行为具有一定特性ꎬ可能有消极
抵抗和积极融入两种意向ꎮ 例如在消极方面ꎬ冷战后身份边缘化的俄罗斯对西方主导

① [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 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 ꎬ苏振兴、袁兴昌译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２０７－２３８ 页ꎮ
② 参见[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 ꎬ郭芳、刘新成、张文刚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③ 意大利语中“ 梅佐乔诺” ( Ｍｅｚｚｏｇｉｏｒｎｏ) 意为“ 正午阳光” ꎬ泛指意大利南部地区ꎮ 该地区传统上以农业经
济为主ꎬ与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发展差距ꎮ 参见[ 美] 保罗克鲁格曼:« 地理与贸易» ꎬ刘国晖译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０、９８ 页ꎮ
④ 参见[ 美] 理查德勒博:« 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ꎬ陈锴译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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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体系产生抵触、敌意和愤怒ꎮ① 而在积极方面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
本推动国际人权规范来寻求身份承认的案例ꎮ② 这类研究多为建构主义和身份心理
分析ꎬ仍把国家视作自主的单一行为体ꎮ 然而ꎬ仅以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作为自变
量ꎬ难以解释边缘国家为何有时消极抵抗ꎬ有时积极融入ꎮ 意大利和希腊的( 半) 边缘
地位由来已久ꎬ但中短期内两国的对外战略并非一以贯之ꎮ 这是因为体系因素不能直
接决定对外政策ꎬ而是需要经过国内政治的过滤ꎮ 尤其在缺乏明确安全威胁的情况
下ꎬ国内不同政治和社会集团常就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本国利益产生分歧ꎮ
因此ꎬ我们先要把握边缘条件下国家内部的变化和竞争ꎮ 在国内层面ꎬ民粹主义
政党崛起是近年来欧洲政治的重要特征ꎮ 这一轮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外部因素的刺激:经济上ꎬ全球化加剧了来自新兴市场和移民的竞争ꎬ导致经济受损者
的不安全感ꎻ文化上ꎬ外来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碰撞及相关社会问题ꎬ触发了保守排外
的抵制情绪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成员国经济治理和社会管控的权
力ꎬ使得欧洲国家更难以应对上述挑战ꎮ 所以ꎬ民粹政党的常见策略就是抨击推动全
球化和一体化的建制派ꎬ与不满的民众形成共鸣ꎮ 在对外关系上ꎬ右翼民粹政党秉持
民族主义ꎬ要求在欧盟面前捍卫本国主权ꎬ强调恐怖主义威胁ꎬ要求严控外来移民ꎮ③
边缘的南欧因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ꎬ左翼( 希腊、西班牙) 或左右混合( 意大利) 的民粹
政党更为盛行ꎮ④ 左翼或带有左翼色彩的民粹政党强调代表“ 人民心声” ꎬ质疑新自由

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ꎬ反对来自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紧缩要求ꎮ⑤
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随着国际问题与
国内问题的互动不断加深ꎬ一些对外政策如欧洲政策不再像传统外交一样可以由政府
秘密完成ꎬ各党围绕对外关系在议会、选举和公投中开展竞争已十分普遍ꎮ⑥ 有学者

① 赵炜:« 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ꎬ载« 当代亚太» 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３０ 到 １５５ 页ꎮ
② 陈拯:« 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 边缘大国” 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 ꎬ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１４－１３５ 页ꎮ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ｃｈｏｒｉ Ｌｉａｎｇꎬ ｅ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ꎬ Ａｓｈｇａｔｅꎬ ２００７
④ Ｒｏｍａｎ Ｇｅｒｏｄｉｍｏｓꎬ“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ｒ Ｌｅｆｔ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Ｂｌａｍｅꎬ Ｖｉｃｔｉｍ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６３ꎬ Ｎｏ.３ꎬ２０１５ꎬ ｐｐ.６０８ － ６２５ꎻＧｉｏｒｇｏｓ Ｋａｔｓａｍｂｅｋｉｓ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ｓ
Ｋｉｏｕｐｋｉｏｌｉ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ｆ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９ꎻ 田野、李存娜:« 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
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第 ９１－１２５ 页ꎮ
⑤ [英] 卢克马奇:«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 ꎬ于海青、王静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ꎻ林德山:« 左
与右的共奏: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现状、影响与未来» ꎬ载« 探索与争鸣» ꎬ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ꎬ第 ９－１６ 页ꎮ
⑥ 钟准:« 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政策» ꎬ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第 ３３－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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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变化称为对外政策的“ 去欧洲化” ꎮ① 主流政党执政期间倾向于对外政策的去
政治化ꎬ而民粹主义政党则试图将对外政策重新政治化ꎬ即“ 去欧洲化” ꎮ 例如民粹主
义政党通过质疑欧盟并打击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政党ꎬ以获得国内政治优势ꎮ② 成
员国的主流政党针对这一挑战采取了不同策略ꎬ其中德国、法国的主流政党尚能压制
或引导ꎬ而英国保守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策略ꎬ最终使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ꎮ③
民粹政党在野时通过反对建制派已能制约本国对外政策ꎬ它们执政后的影响渠道
则更加多样ꎮ 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民粹政党崛起后ꎬ导致中间主流政党实力下降
和政党格局的碎片化ꎬ民粹政党已在多个欧洲国家成为组阁关键ꎮ④ 在欧洲多党制国
家ꎬ联合执政的政党可以在组阁过程和内阁磋商中塑造外交政策ꎮ⑤ 不过当民粹政党
在联合政府中处于较低地位时( ｊｕｎｉ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ꎬ它们常在外交问题上灵活妥协ꎮ 例

如ꎬ意大利北方联盟在贝卢斯科尼政府中并不总是反对欧盟ꎬ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移
民政策上ꎮ⑥ 而当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主要执政党时ꎬ能够通过担任政府首脑、外交部
长等核心职位ꎬ履行施政纲领ꎬ并通过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等方式更加直接地塑造本国
对外政策ꎮ 在意大利和希腊ꎬ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议会中的主要政党一度联合执
政ꎮ 由于本国所处的边缘化环境刺激了民粹政党的崛起ꎬ这些政党执政后必然要在对
外政策上做出回应ꎮ 因此ꎬ意大利和希腊的民粹政府都强调重塑与欧盟关系ꎬ要求调
整对外政策ꎮ
但这样的调整是有限度的ꎬ本文认为其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限制ꎮ 第一ꎬ民粹
主义政党执政后的“ 正常化” 倾向ꎮ 以执政为目标的民粹政党为了获得更多中间选民
的支持ꎬ必然会减少本党意识形态中的极端因素ꎮ 民粹政党执政后的对外主张也会相
对“ 去意识形态化” ꎬ如不再要求立即退出欧元区或欧盟ꎮ 但这种妥协可能会导致政
① Ａｎｇｅｌｏｓ Ｃｈｒｙｓｓｏｇｅｌｏｓ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ｓ 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１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６０５－６２１.
②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Ｈｏｏｇｈｅ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ꎬ “ Ａ Ｐｏ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ｓｅｎｓｕｓ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３９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１－２３.
③ 李明明:«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策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
国为例»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６９－８４ 页ꎮ
④ Ｓａｒａｈ ｄｅ Ｌａｎｇｅꎬ“ Ｎｅ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Ｗｈｙ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６０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８９９－９１８ꎻ郑春荣:«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ꎬ载« 山东大学学报» 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第 ９９－１０８ 页ꎮ
⑤ Ｊｕｌｉｅｔ Ｋａａｒｂｏꎬ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ꎻＪｅｒｏｅｎ Ｊｏｌｙ ａｎｄ Ｒéｇｉｓ Ｄａｎｄｏｙ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 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ｌｇｉｕｍ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５１２－５３５
⑥ Ｂｅｒｔｊａｎ Ｖｅｒｂｅｅｋ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ｊ Ｚａｓｌｏｖｅꎬ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ｓ ａ 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ｕｓｃｏｎ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７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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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部的分裂ꎬ政府中的民粹政党会与党内极端派别进行切割ꎮ 第二ꎬ国内政治竞争ꎬ
包括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和政府中官僚机构的制约ꎮ 联合政府中不同政党( 通常为
两个) 的偏好存在差异ꎮ 当两党意识形态距离较远ꎬ如左右民粹政党联合执政时ꎬ政
府内部容易出现分歧ꎬ甚至出现联合政府破裂的情况ꎮ 这意味着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可能不连续和自相矛盾ꎮ 此外ꎬ对外政策传统上被认为是“ 非党派性” 领域ꎬ官僚系统
具有较高的自主性ꎬ并不会完全被民粹主义执政党控制ꎮ 第三ꎬ国际体系对于该国的
限制ꎮ ( 半) 边缘国家实力有限ꎬ其经济和外交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核心国家和相
关国际机制ꎮ 因此ꎬ民粹政府不具备以单边主义方式推行其对外政策的能力ꎬ而是需
要在欧盟、北约框架下与其盟友进行协商ꎮ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考察意大利和希腊两个案例:一方面分析两国所处的相似的边
缘化国际环境ꎬ以及这种国际压力如何促成民粹主义政党在两国执政ꎻ另一方面聚焦
于两国民粹政党执政后的对外关系ꎬ分别分析其欧洲政策和对俄、对华政策ꎮ 本文所
分析的对外政策涵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ꎮ

二

边缘国家的国际压力与国内边缘民粹政党的执政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曾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和中心ꎬ但今天的意大利和希腊在欧盟内
部却处于某种边缘位置ꎮ 无论是从欧元区经济和欧盟政治外交ꎬ还是从欧洲社会地理
的角度来看ꎬ两国近年来都面临较严重的边缘化局面ꎮ
第一ꎬ在经济基础上ꎬ意大利和希腊处于欧元区的( 半) 边缘地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欧盟成员国在为货币联盟做准备时ꎬ有学者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将欧元区的候选
国分为两组:供给侧冲击高度关联的核心组与供给侧冲击并无关联的边缘组ꎮ① 这种
经济周期的双速体制ꎬ以及核心国与边缘国之间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差距ꎬ成为欧元
区的长期不稳定因素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欧债危机使欧元区的核心—边缘理论更加流行ꎬ
并成为当前理解欧盟成员国分野的重要视角ꎮ② 在不同学者的分类中ꎬ德国都是无可

① Ｔａｍｉｍ Ｂａｙｏｕｍｉ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ꎬ “ 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Ｔｏｒ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ꎬ ｅｄｓ.ꎬ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１９３－２４０.
② Ｓｅｅ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Ｃｅ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 Ａ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８ꎻＭａｒｋ Ｂａｉ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Ｉｏａｎｎｉｓ Ｌｉｔｓｉｏｓ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ｒ Ｄｉ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７ꎻ Ｊｏｓé Ｍａｇｏｎｅꎬ Ｂｒｉｇｉｄ Ｌａｆｆ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ｒꎬ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 Ｄｕ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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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核心国家ꎬ法国以及其他德国邻国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丹麦也都属
于核心组ꎬ它们在区域内具有更强的工业基础和竞争力ꎻ而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葡
萄牙等南欧国家总是位于边缘组中ꎬ这些国家进入欧元区后工业增加值下降ꎬ面临产
业空心化的风险ꎮ① 意大利由于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并且仍然是世界第八大贸易国ꎬ要
比工业基础薄弱的重债国希腊更接近核心ꎬ可被认为是“ 半边缘” ꎮ

第二ꎬ在欧盟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上ꎬ意大利和希腊等南欧国家也处于边缘位置ꎮ

希腊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欧洲小国ꎬ债务危机后又高度依赖欧盟纾困ꎬ因此在欧盟内
的话语权有限ꎮ 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ꎬ意大利则试图在欧盟内与法德平起平坐ꎮ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意大利民主党人伦奇(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ｅｎｚｉ) 任总理期间ꎬ借助所属的欧洲社会党党
团在欧洲议会中的优势席位ꎬ成功提名其外交部长莫盖里尼(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当选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ꎮ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意大利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ꎮ 在两
人的领导下ꎬ意大利对欧盟的影响力一度上升ꎮ② 但随着伦奇在 ２０１６ 年底辞去总理

职位ꎬ莫盖里尼 ２０１９ 年期满卸任ꎬ目前意大利难以与重启的“ 法德轴心” 分享领导权ꎮ
近期关于英国脱欧后欧盟理事会权力再分配的研究ꎬ也发现意大利和希腊的权力下
降ꎬ并预测这些国家的疑欧情绪将继续上升ꎮ③
第三ꎬ在社会—地理意义上ꎬ意大利与希腊属于欧盟边境国家ꎬ在欧洲面临难民、
疫情等外来社会风险时ꎬ两国首当其冲ꎮ 意大利紧靠北非ꎬ希腊临近中东ꎬ是大量难民
进入欧盟申根区的第一站ꎮ 两国承担了较多的安置收容义务ꎬ由此带来的治安和公共
支出问题引起了民众的不满ꎮ 近年来各成员国在难民入境、重新安置和共同收容体系
上存在很大分歧ꎬ削弱了« 申根协定» 的效力ꎬ使得意大利和希腊经常抱怨欧盟和其他
成员国帮助不够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土耳其开始放任难民冲击希腊边境ꎬ以换取欧盟兑现
对土耳其安置难民的资助甚至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支持ꎮ 这导致希土关系的恶化ꎮ 同
月ꎬ欧洲的新冠疫情首先在意大利集中爆发ꎬ而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对意大利的援助较
为迟缓ꎮ 在难民和新冠疫情的同时冲击下ꎬ意大利和希腊进一步认识到其虽身处边缘
险境ꎬ却无法完全依靠欧盟ꎮ
在欧洲核心 －边缘的体系下ꎬ位于( 半) 边缘位置的意大利和希腊长期面临抉择:
① 高锦:« 欧元区核心国与边缘国分化及对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启示» ꎬ载« 现代经济探讨» 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第 ７８－８２ 页ꎮ
② 钟准:« 意大利外交政策及其在欧盟中的新角色———政党政治的分析视角»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１７－１３０ 页ꎮ
③ 何晴倩、[ 瑞典] 丹尼尔诺兰:« 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
会网络分析»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７－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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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一步融入欧盟主流ꎬ还是背离欧盟主流ꎮ 总的来说ꎬ建制派政党如意大利民主党、
希腊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支持“ 欧洲化” ꎬ履行成员国义务ꎻ而民粹主义政
党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人党则多主张“ 去欧洲
化” ꎬ强调本国优先ꎮ 近年来意大利和希腊在三个维度的边缘化ꎬ分别对应了财政紧

缩压力、向欧盟让渡主权和难民危机ꎮ 这加剧了两国的治理困境ꎬ进一步削弱了支持
欧盟的主流执政党ꎮ ２０１９ 年意大利民意调查显示ꎬ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在欧
盟内受到了不公平对待ꎮ① 而根据“ 欧洲晴雨表” ２０１９ 年的跨国调查ꎬ在所有成员国
中希腊的受访者对欧盟的信任度最低ꎬ 最不满意欧盟的民主ꎬ也对欧盟前景最为悲
观ꎮ② 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人党则利用上述危机
和人民的不满崛起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意大利经济陷入衰退ꎬ失业率高等社会问题突出ꎮ 危机使

得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的支持率走低ꎬ民粹主义极端政党的影响力扩大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大选中ꎬ诉诸直接民主的五星运动成为得票最多(３２.６８％) 的单一政党ꎮ 极右的
北方联盟弱化了地区分离主义倾向ꎬ打出了“ 意大利人第一” 的口号( 并在竞选期间更
名为联盟党) ꎬ以 １７.３７％的选票支持领导了中右联盟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意大利五星运
动和联盟党联合组阁ꎬ五星运动提名的无党派人士朱塞佩孔特(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Ｃｏｎｔｅ) 担

任总理ꎬ两党领导人迪马约( Ｌｕｉｇｉ Ｄｉ Ｍａｉｏ) 和萨尔维尼( Ｍａｔｔｅｏ Ｓａｌｖｉｎｉ) 分别出任副总
理ꎮ 由于两党都具有反建制特征ꎬ该政府曾被认为是西欧首个“ 民粹主义” 政府ꎮ 实

际上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上差异很大ꎬ分别代表意大利南方和北
方ꎬ两党只是因为反建制和反欧盟而暂时联合ꎮ 两党上台之后在内外政策上龃龉不
断ꎬ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五星运动与联盟党的联合政府破裂ꎮ 目前五星运动与意识形态相去

甚远的主流政党民主党组建执政联盟ꎬ仍由孔特担任总理ꎬ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迪马约
则改任外交部部长ꎮ
２００９ 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希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ꎮ 希腊

自 １９７４ 年民主化以来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帕潘德里欧政府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 和希腊新民主党( 萨马拉斯政府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为应对危机而执行的
紧缩政策不得民心ꎮ 希腊国内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ꎬ这打击了主流政党的合法性ꎬ给
①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ｏ Ａｎａｌｉｓ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 ( ＬＡＰＳ) ꎬ Ｇｌ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 ｅ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ｓｔｅｒａ ２０１９ꎬ Ｒｏｍａ: ＩＡＩꎬ ｐ.３３
②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９１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６－１４
③ Ｃｏｒｒｉｅｒｅｄｅｌｌａ Ｓｅｒａꎬ“ Ｒｉｓｕｌｔａｔｉｅｌｅｚｉｏｎ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 ２０１８: Ｃａｍｅｒａꎬ”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ｒｒｉｅｒｅ.ｉｔ / ｅｌｅｚｉｏｎｉ－
２０１８ / ｒｉｓｕｌｔａｔ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 / ｃａｍｅｒａ.ｓ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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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去的边缘政党崛起的机会ꎮ 激进左翼联盟则减弱了建党初期的激进主义色彩ꎬ政
党纲领更加实用主义ꎬ以吸引更广泛的民众ꎬ但仍秉持民粹主义的二分策略ꎬ强调代表
“ 人民” 反对国内建制派和国际新自由主义精英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以 ３６.３％的得票率赢得大选ꎬ② 与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组成联合政府ꎬ党首齐普拉斯
(Ａｌｅｘｉｓ Ｔｓｉｐｒａｓ) 担任总理ꎮ 同年 ８ 月齐普拉斯辞去总理职务ꎬ要求提前举行大选ꎮ 激
进左翼联盟在 ９ 月举行的希腊议会选举中获胜ꎬ齐普拉斯再度当选希腊总理ꎮ 这个欧

洲仅有的由左翼民粹政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一直执政到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直到在选举中输
给了新民主党ꎮ

三

两国欧洲政策的调整

欧洲问题对两国政治有直接影响ꎮ 为了回应民众关切ꎬ意大利和希腊民粹政党执
政期间着力调整两国的欧洲政策ꎮ 对应边缘化的三个维度ꎬ两国民粹政府试图在欧元
区经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ꎬ以及应对难民和疫情等社会风险上捍卫本国利益ꎬ与欧
盟重新协商ꎮ 在此期间ꎬ边缘的意大利、希腊与核心的德国、法国关系紧张ꎬ甚至试图
联合其他欧盟成员国制衡法德轴心ꎮ 但受国内政治和本国实力的限制ꎬ两国民粹主义
政党执政后都软化了“ 疑欧” 立场ꎬ不再要求退出欧元区或欧盟ꎬ在国内优势被削弱
时ꎬ其政策更加“ 正常化” ꎮ
( 一) 欧元区经济政策

欧元区经济政策是南欧国家的关注重点ꎬ两国民粹政府都在与欧盟的谈判中要求
调整权利与义务关系ꎬ进一步伸张本国利益ꎮ 欧元区国家无法通过贬值本币的方式促
进出口ꎬ同时受到欧盟« 稳定与增长公约» 限制ꎬ它们也难以通过大幅增加政府支出的
办法来刺激经济ꎮ 陷入欧债危机后ꎬ意大利从 ２０１１ 年起在欧盟要求下采取经济紧缩
政策ꎬ对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竞选中ꎬ各党派都承诺要增
加公共开支ꎮ 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后ꎬ意大利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宣布 ２０１９ 年
公共预算赤字将攀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４％ꎬ远超上届政府承诺且经欧盟同意的

０ ８％ꎮ③ 这与欧盟对成员国的财政紧缩要求严重冲突ꎮ 虽然在 １２ 月意大利与欧盟
① 王聪聪、陈永琦:«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崛起和执政表现探析» ꎬ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ꎬ２０１９ 年
第 ２ 期ꎬ第 １４０－１４７ 页ꎮ
② « 希腊激 进 左 翼 联 盟 党 胜 选» ꎬ 人 民 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１２７ /
ｃ１５７２７８－２６４５４３７１.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③ 孙彦红:« 意大利民粹政府执政半年:收获较高支持率» ꎬ载« 世界知识» 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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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预算问题达成新协议ꎬ同意将预算赤字占 ＧＤＰ 比例下调至 ２.０４％ꎬ① 但在该问题上
意大利与欧盟仍然关系紧张ꎮ 此外ꎬ民粹政党执政联盟还试图任命反欧元的经济学家
萨沃纳( Ｐａｏｌｏ Ｓａｖｏｎａ) 为经济与财政部长ꎬ但遭到民主党人总统马塔雷拉( Ｓｅｒｇｉｏ Ｍａｔ￣
ｔａｒｅｌｌａ) 否决ꎮ

希腊面临与意大利相似的债务问题ꎬ但处境更加艰难ꎮ 希腊被要求执行的严厉紧

缩政策使大量民众生活陷入困顿ꎬ甚至被外界称为“ 人道主义危机” ꎮ 激进左翼联盟
的纲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欧盟及其要求的紧缩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执政伊始ꎬ齐普拉斯政
府向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债权人提出“ 希腊版” 的
改革方案ꎬ但遭到拒绝ꎮ 希腊被要求完全执行国际债权人的改革方案ꎮ 齐普拉斯为此
诉诸直接民主ꎬ将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方案交由全民公投决定ꎬ试图以国内民意为筹
码进行讨价还价ꎮ 尽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全民公投中有 ６１.３％的选民拒绝该方案ꎬ②但齐
普拉斯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和希腊经济的现状ꎬ仍接受了第三轮欧洲稳定机制( ＥＳＭ)

救助计划ꎮ 这有违激进左翼联盟的承诺ꎬ导致党内极左派内阁成员辞职和齐普拉斯国
内支持率的下降ꎮ ２０１８ 年第三轮救助计划结束ꎬ在象征意义上结束了希腊的主权债
务危机ꎬ齐普拉斯政府与欧盟达成协议将债务偿还期限再延长十年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经济再遭新冠疫情重创后ꎬ意大利、希腊、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

牙、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等九个成员国开始推动欧盟发行“ 共同债券” ꎮ 过去
德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不愿与意大利、希腊等重债国共同承担债务ꎬ两方
围绕共同债券的争论在十年前欧债危机时就出现过ꎮ 此次新冠疫情在短时间内带来
的经济冲击更大、波及范围更广ꎬ使得默克尔政府最终松口ꎮ 德法两国于 ５ 月 １８ 日联
合提出总额 ５０００ 亿欧元的“ 欧洲复苏计划” ꎬ这笔资金将作为欧盟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预算
的补充ꎬ以赠款形式支持受疫情打击的国家ꎬ被援助的成员国无须单独偿还ꎮ 但奥地
利、荷兰、丹麦和瑞典四国仍坚持以贷款形式进行援助ꎮ 为弥合双方的分歧ꎬ欧盟委员
会在 ５ 月 ２７ 日公布了 ７５００ 亿欧元的复苏计划ꎬ包括 ５０００ 亿欧元的无偿援助和 ２５００

亿欧元的贷款ꎮ③ 欧盟理事会经过激烈谈判ꎬ终于在 ７ 月 ２１ 日通过了复苏计划ꎬ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意大利政府将 ２０１９ 年赤字目标压至 ２.０４％获欧盟肯定» 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ｍ / ２０１８１２ / 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８１７５２７.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② « 希腊全民公投最终结果出炉ꎬ否决债权人救助方案» ꎬ中国新闻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０７－０６ / ７３８５８９９.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Ｍｏｍｅｎ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７ Ｍａｙ ２０２０ꎬｈｔ￣
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２０＿９４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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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００ 亿欧元用于无偿救助ꎬ３６００ 亿欧元用于低息贷款ꎮ① 预计意大利将获得 ８１０ 亿
欧元救助金和 １２８０ 亿欧元的贷款ꎬ希腊则可以获得总计 ３２０ 亿欧元的救助款和贷
款ꎮ②

( 二) 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

由德国人冯德莱恩(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领导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ꎬ致力于成为

一个“ 地缘政治委员会” ꎮ③ 新任欧盟领导人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崛起、俄罗斯安全威胁
持续和美欧关系疏离等挑战下ꎬ欧盟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ꎮ 因此“ 地缘政治欧洲” 试
图运用经济、军事等物质性力量ꎬ捍卫欧洲的价值观和核心利益ꎬ例如在中东欧和西巴
尔干地区抵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ꎮ④ 这一欧盟对外战略调整的直接推动因素ꎬ是英
国退出欧盟后“ 德法轴心” 的潜在影响力上升ꎬ尤其是德国实际领导地位的加强ꎮ 欧
盟委员会领导人冯德莱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来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ꎬ前者曾在默
克尔政府中任国防部长ꎬ两人关系密切ꎮ
但是欧盟并非单一的国际行为体ꎬ可以将其对外政策看作成员国之间ꎬ以及成员
国与欧盟机构之间博弈妥协的产物ꎮ 意大利和希腊的民粹政府就对欧盟共同外交和
防务政策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ꎬ表现为反对某些基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外政策ꎮ
例如在 ２０１９ 年初的委内瑞拉危机中ꎬ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都承认了委内瑞拉反
对派的合法地位ꎬ而意大利、希腊与爱尔兰、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等国则更多持中立态
度ꎬ拒绝支持反对派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欧盟各国外交部长的协商中ꎬ意大利不惜
挑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致性ꎬ用否决票阻止欧盟发表声明承认委内瑞拉反对
派ꎮ⑤ 但当时的执政两党也存在明显分歧ꎮ 偏左的五星运动反对干涉委内瑞拉ꎬ是意
大利中立政策的主要推动者ꎮ 但右翼的联盟党出于意识形态上对委内瑞拉左翼政府
的敌意ꎬ追随美国支持当地反对派ꎮ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１７－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 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ｅｄｉａ / ４５１０９ / ２１０７２０－ｅｕｃｏ－ｆｉｎ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
② Ｇｉｏｒｇｉａ Ｏｒｌａｎｄｉ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Ｈｕｅｔꎬ“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Ｕ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Ｄｅａｌꎬ”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ｎｅｗｓ.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２ /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 － ｉｔａｌｙ － ａｎｄ － ｇｒｅｅｃｅ － ａｆｔｅｒ － ｅｕ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ｄｅａｌꎬ 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
③ Ｕｒｓｙ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ꎬ “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７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ｉｎｆｏ / ｓｉｔｅｓ / ｉｎｆｏ /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ｅｌｅｃｔ － ｓｐｅｅｃｈ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１.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④ 解楠楠、张晓通:« “ 地缘政治欧洲” :欧洲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３３
页ꎮ
⑤ Ａｎｓａꎬ“ Ｉｔａｌｙ Ｂｌｏｃｋｓ ＥＵ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ａｙｓ Ｎｏ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ｉｄòꎬ” 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ｎｓａ.ｉ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４ / ｉｔａｌｙ－ ｂｌｏｃｋｓ － ｅｕ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０６６２６６３ｃ － ７ｂ１６ － ４７ｄｂ － ８８７ｆ －
２ａｃｃ９８ｄ６ｂ６２ｅ.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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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希腊政府也主张在外交政策上更加独立自主ꎬ而不是一味地
“欧洲化” ꎮ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任希腊外交部长的尼科斯科齐阿斯( Ｎｉｃｏｓ Ｋｏｔｚｉａｓ) 本
人对欧盟及其领导国持批判态度ꎬ曾提出希腊是欧盟和德国的“ 债务殖民地” ꎮ① 他任
外交部长后特别强调ꎬ希腊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不会妨碍其与中俄等新兴力量发展关
系ꎮ② 因此ꎬ２０１５ 年初希腊质疑欧盟继续制裁俄罗斯ꎬ推迟了欧盟内部达成相关协议ꎮ
虽然欧盟最终延续了对俄制裁ꎬ但在希腊要求下制裁方案有所软化ꎬ包括推迟进一步
的制裁措施ꎮ③ 类似地ꎬ２０１７ 年希腊阻止了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批评中国人
权状况的声明ꎮ 希腊政府认为这种有选择性地针对特定国家的批评ꎬ既无助于推动人
权状况的改善ꎬ也不利于欧盟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ꎮ④
( 三) 难民与抗疫政策

移民问题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重点ꎬ也是它与一些欧盟成员国矛盾的焦点ꎮ 移民
政策同时涉及内政外交ꎬ受到国内民众关注的同时又需要与欧盟和其他成员国协调ꎮ
自 ２０１４ 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ꎬ意大利接受了约数十万难民ꎮ 关于难民庇护的“ 都柏林

规则” 长期要求意大利收容从地中海救起的难民ꎬ却未同时规定其他成员国分摊这一
负担ꎮ 意大利感到本国核心利益未得到欧盟的充分保护ꎬ因此意大利民粹政党将申根
区和欧盟难民政策作为移民问题的替罪羊ꎮ 在联盟党的主导下ꎬ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以来
意大利大幅收紧了难民和移民接收政策ꎬ如关闭接受移民的意大利港口ꎬ禁止非政府
组织救援难民ꎬ退出欧盟在地中海的联合巡逻“ 索菲亚行动” ꎮ⑤ 这些强硬的移民政策
在获得意大利民众支持的同时ꎬ加剧了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紧张关系ꎮ

在希腊ꎬ激进左翼联盟 ２０１５ 年执政时ꎬ正值大量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难民抵达希腊ꎬ希望进入德国、瑞典和奥地利等欧盟国家ꎮ 与右翼民粹政党不同ꎬ激进

① Ｙａｎｎｉｓ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ꎬ“ Ｇｒｅｅｃｅ’ 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Ａｓｔｕｔｅꎬ 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ｔｅｄꎬ Ｒａｄｉｃａｌ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ｅｌｌｅꎬ １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ｗ.ｃｏｍ / ｅｎ / ｇｒｅｅｃｅｓ－ｎｅ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ａｓｔｕｔ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ｃａｌ / ａ－ １８２４７６４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②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Ｎｉｋｏｓ Ｋｏｔｚｉ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Ｇｒｅｅ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ｇｒ / ｅｎ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ｎｅｗ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ｎｉｋｏｓ－
ｋｏｔｚｉａ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ｇｒｅｅｋ－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③ Ｒｏｂｉｎ Ｅｍｍｏｔｔ ａｎｄ Ｐａ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ｙｕｋꎬ“ ＥＵ Ｗｉｎｓ Ｇｒｅｅｋ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Ｄｅｌａｙ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Ｎｅｗ Ｓｔｅｐｓ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３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ｕｋｒａｉｎｅ－ｃｒｉｓｉｓ / ｅｕ－ｗｉｎｓ－ｇｒｅｅｋ－ｂａｃｋｉｎｇ－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ｙ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ｎｅｗ－ｓｔｅｐｓ－ｉｄＵＳＫＢＮ０Ｌ２２Ｂ７２０１５０１２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④ Ｒｏｂｉｎ Ｅｍｍｏｔｔ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ｉｋｉ Ｋｏｕｔａｎｔｏｕꎬ “ Ｇｒｅｅｃｅ Ｂｌｏｃｋｓ Ｅ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ｔ Ｕ.Ｎ.ꎬ” Ｒｅｕ￣
ｔｅｒｓꎬ 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ｅｕ－ｕｎ－ｒｉｇｈｔｓ / ｇｒｅｅｃｅ－ｂｌｏｃｋｓ－ｅｕ－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ｔ－ｕ－ｎ－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９９０Ｆ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⑤ Ａｎｊａ Ｐａｌｍ ａｎｄ Ｌｕｃａ Ｂａｒａｎａꎬ “ Ｉｔａｌｙ’ 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ｐｅｌｌ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ＩＡ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ꎬ １９ / ４４ꎬ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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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排斥移民和难民ꎬ认为难民危机是由西方干涉导致的ꎮ 在
经济问题上屈服于欧盟后ꎬ齐普拉斯政府继续将难民问题作为与欧盟抗争的渠道ꎬ以
在国内维持其民粹主义领导者的角色ꎬ并在与欧盟的经济谈判中获得一定筹码ꎮ 希腊
政府宣称“ 没有移民是非法的” ꎬ并关闭了移民拘留中心ꎬ一度拒绝部署欧洲边境和海

岸警卫局( ＦＲＯＮＴＥＸ) ꎬ示意难民可经由希腊通往西欧ꎮ① ２０１６ 年欧盟与土耳其达成
协议ꎬ将希腊靠近土耳其的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等岛屿作为临时收容地ꎬ在那里对难
民进行分类处理ꎬ给予合法难民身份或遣返回土耳其这一“ 安全的第三国” ꎮ② 但大多

数成员国仍不愿重新安置这些难民到本国ꎬ经济困顿的希腊仍然是欧盟接收难民的中
心ꎮ③
与难民问题相似ꎬ２０２０ 年在欧洲爆发的新冠疫情也属于社会领域的风险ꎬ其应对
政策涉及与欧盟的关系ꎮ 在 ２ 月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遭到新冠疫情重创的国家时ꎬ
欧盟并没有实质性地援助意大利抗疫ꎬ法国、德国也立即管控医疗物资以自保ꎮ 这进
一步加剧了意大利民众对欧盟的不满ꎬ以至于冯德莱恩不得不公开向意大利道歉ꎮ 在
疫情得到一定控制后ꎬ５ 月 １３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分阶段重启欧盟境内旅行的计划ꎬ
但将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排除在外ꎮ 意大利急需恢复旅游业以重振经济ꎬ
总理孔特表示绝不接受欧盟的此项安排ꎬ威胁意大利将单方面开放边境ꎬ甚至不惜脱
离欧盟ꎮ④ 这也是意大利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威胁脱离欧盟ꎮ
( 四) 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关系

欧盟在经历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时ꎬ成员国就责任分担问题产生了大量矛
盾ꎬ导致各国之间的互信下降ꎮ 例如在主权债务危机中ꎬ北方的成员国如德国、荷兰、
芬兰ꎬ要求南欧成员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厉行财政紧缩ꎬ引发了后者的反
弹ꎮ 这种紧张不仅体现在各国政府的矛盾上ꎬ实际上也反映了成员国民众之间的隔阂
加深ꎮ 调查研究显示ꎬ意大利和德国民众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ꎬ意大利

①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Ｎｅｓｔｏｒａｓꎬ “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ｓ Ｇａｍｂｉｔ: ＳＹＲＩＺＡꎬ Ｌｅｆｔ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ｅｕ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２０１６ / ＩＥＤ－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Ｎｅｓｔｏｒ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ｅｅｃｅ＿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１６.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ＥＵ －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８－ｅｕ－ｔｕｒｋｅ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③ Ｔａｎｉａ Ｋａｒａｓꎬ “ ‘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ｌｓ’ :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Ｇｒｅｅｃｅ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３３ꎬＮｏ.４ꎬ
２０１６ꎬｐｐ.５５－６０.
④ « 意大利不接受欧盟重启旅游双边协议ꎬ威胁脱离欧盟» ꎬ中国新闻网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２０ / ０５－１５ / ９１８５３８７.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６ 日访问ꎮ

１３０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人对欧盟信任下降的同时ꎬ伴随着对欧盟领导国德国负面印象的加深ꎮ① 而 ２０１５ 年

盖洛普的调查显示ꎬ德国被 ３９％的希腊民众视作本国最大威胁ꎬ超过历史宿敌土耳其
位居第一ꎬ而仅有 １９％的希腊民众赞同德国的领导表现ꎮ② 上述民意基础的存在ꎬ并
成为当前南欧民粹政党对欧盟“ 法德轴心” 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ꎮ

近年来ꎬ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一度出现了尖锐矛盾ꎮ 包括总统马克龙(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在内的部分法国官员对意大利执政党和移民政策有一些生硬粗暴的评论ꎮ 而

萨尔维尼和迪马约则抨击马克龙的移民政策危害了意大利ꎬ并将难民问题怪罪于法国
在非洲的殖民历史和 ２０１１ 年军事干预利比亚ꎮ③ 迪马约还公开支持“ 黄马甲” 运动ꎬ
会见了该运动的代表人物ꎮ 这构成对法国内政的干涉ꎬ引发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弹ꎮ 两

国领导人的争论带来了一场外交风波ꎬ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法国甚至召回了驻意大利大使ꎮ
目前两国外交关系已恢复正常ꎮ 但在疫情后的边界开放问题上ꎬ法国也批评意大利不
应在没有和其他成员国协调的情况下就决定开放边境ꎮ
在与法德关系冷淡甚至疏远的同时ꎬ意大利加强了与维谢格拉德集团ꎬ尤其是同
样由民粹政党执政的波兰与匈牙利的联系ꎮ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ꎬ意大利对
“ 法德轴心” 的重启存在不满ꎮ 萨尔维尼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访问波兰时希望建立意大利 －

波兰轴心ꎬ以挑战法国和德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ꎮ④ 但萨尔维尼同时又要与俄罗斯加
强联系ꎬ这 一 点 并 不 受 波 兰 欢 迎ꎮ 意 大 利 还 试 图 与 匈 牙 利 领 导 人 欧 尔 班 ( Ｖｉｋｔｏｒ

Ｏｒｂáｎ) 在欧盟内建立“ 反移民联盟” ꎮ⑤ 但实际上意大利与中东欧国家在移民问题上
的利益并不一致ꎬ例如匈牙利就完全不接收意大利从地中海救起的难民ꎮ 随着萨尔维
尼的联盟党退出政府ꎬ意大利在中东欧的外交努力也仅仅是浅尝辄止ꎮ
希腊则是与它的主要债权国德国关系紧张ꎮ 时任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 Ｙａ￣

ｎｉｓ Ｖａｒｏｕｆａｋｉｓ) 将当时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称为与欧洲建制派的斗争ꎬ而德国默克尔
①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Ｏｌｍａｓｔｒｏｎｉ ａｎｄ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Ｐｅｌｌｅｇａｔａꎬ “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ｐａｒｔ: Ａ Ｍａｓｓ－ｅｌｉ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ｙ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０ꎬ Ｎｏ.１ꎬ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５６－７５
② Ｊｕｌｉｅ Ｒａｙ ａｎｄ Ｎｅｌｉ Ｅｓｉｐｏｖａꎬ “ Ｇｒｅｅｋｓ Ｓｅ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ꎬ” Ｇａｌｌｕｐꎬ 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ꎬ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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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被认为是最大的建制派ꎮ① 齐普拉斯宣誓就职后的第一次活动ꎬ就是参观了国家

抵抗运动纪念碑( Ｋａｉｓａｒｉａｎｉ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ꎬ纪念 １９４４ 年被德国军队处决的希腊抵抗运动
成员ꎮ 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９ 年ꎬ齐普拉斯政府和希腊议会多次向德国索要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战争赔款ꎬ索赔额度可能高达 ３０００ 亿欧元ꎮ 德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ꎬ认为原西
德政府已在 １９６０ 年向希腊支付了 １.１５ 亿马克的赔款ꎬ而在 １９９０ 年德国统一的“４ ＋ ２”

协定签署后ꎬ战争遗留问题已全部解决ꎮ 虽然向德国索赔几乎不可能成功ꎬ但该行为
得到了希腊民众的广泛支持ꎬ使其成为具有国内政治效用的对外政策ꎮ
在与欧洲核心国家关系紧张的同时ꎬ希腊加强了与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塞尔维
亚、科索沃等西巴尔干国家( 地区) 的关系ꎮ 在外交部长科齐阿斯看来ꎬ这有利于希腊
重建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ꎮ② 其中最为瞩目的是 ２０１８ 年希腊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签订« 普雷斯帕协定» ( Ｐｒｅｓｐ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ꎮ 希腊接受后者更名为“ 北马其顿共
和国” ꎬ作为同意该国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条件ꎬ由此解决了两国长期存在的国名争议

问题ꎮ 这是希腊左翼政党的长期主张ꎬ也得到了欧盟的支持ꎮ 但该协定遭到希腊国内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ꎬ并引发右翼盟友独立希腊人党内阁成员的集体辞职ꎮ 此外ꎬ在面
临相似边缘处境的情况下ꎬ希腊与意大利的关系更加亲密ꎮ 齐普拉斯第一次国事访问
即选择了意大利ꎬ会见了时任意大利总理伦奇ꎮ 两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共同表达了
对欧盟财政紧缩要求的担忧ꎬ强调经济增长才是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ꎮ

四

欧洲以外的“ 替代选择” ?

冷战结束以来ꎬ意大利主要依靠欧盟、 北约和西方大国俱乐部身份 ( 如七国集

团) ꎬ作为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ꎮ 但近年来随着本国国力相对衰落ꎬ加上西方
国家多边组织内部的分歧加大ꎬ意大利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ꎮ③ 在债务危机爆发
后ꎬ深受紧缩政策束缚的希腊也开始反思其对外政策过去仅强调欧盟层面ꎮ④ 与此同
时ꎬ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ꎬ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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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崛起ꎬ对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方案ꎮ 这也使意大利和希腊
开始重新思考其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角色ꎮ
( 一) 对俄罗斯强调能源与安全伙伴

早在冷战时期ꎬ意大利就是与苏联联系最紧密的西方国家之一ꎮ 苏联解体后ꎬ意
大利强化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和能源合作ꎬ并积极推动北约、欧盟与俄罗斯的对话机制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自冷战后的最紧张关系ꎬ也使得意大利对俄
政策陷入两难ꎮ 时任意大利总理的伦齐追随其他西方国家批评了俄罗斯ꎬ并同意欧盟
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ꎮ 但同时意大利仍强调需要与俄罗斯对话而非对抗ꎮ 意大利
一些主要的利益集团ꎬ如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 Ｃｏｎ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全国农场主协会( Ｃｏｌｄ￣
ｉｒｅｔｔｉ) 则对制裁俄罗斯表示不满ꎮ

与民主党选民相比ꎬ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对俄罗斯的指控存在夸

大ꎮ①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ꎬ尤其是联盟党对俄罗斯态度较为友好ꎮ ２０１８ 年新的意大

利领导人上台后进一步表达了想要改善与俄罗斯贸易关系的愿望ꎬ两党在执政协议中
支持取消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ꎮ 此外ꎬ相较于乌克兰问题ꎬ意大利更关注其临近的地
中海地区ꎮ 而俄罗斯近年来在中东和北非扮演重要角色ꎬ相比之下美国和其他欧洲大
国对这一地区投入减少ꎮ 因此ꎬ意大利加强了与俄罗斯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沟通协调ꎬ
认为俄罗斯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伙伴国ꎮ② 与之相关的是对于欧盟共同外交政策ꎬ意大
利与一些中东欧成员国也有分歧ꎮ 意大利希望欧盟将重心放在地中海地区ꎬ处理北非
和中东的乱局ꎬ而非在东欧遏制俄罗斯ꎮ
希腊与俄罗斯都信奉东正教ꎬ传统上两国关系友好ꎬ但冷战后希腊对俄政策主要
出于现实考虑ꎮ③ 宗教也不是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两国接近的原因ꎬ该党主张无神
论ꎬ齐普拉斯是第一个不以东正教仪式宣誓就职的希腊总理ꎮ 希腊民粹政府对俄政策
的首要动机仍然是在债务危机中求助俄罗斯ꎬ作为与欧盟内债权人谈判的筹码ꎮ 齐普
拉斯当选后第一次外事活动就是接见俄罗斯驻希腊大使ꎮ 在 ２０１５ 年夏天谈判陷入白

热化、希腊有可能退出欧元区时ꎬ希腊政府内部一度考虑在总体对外战略上转向俄罗
斯ꎮ 例如ꎬ来自独立希腊人党的国防部长帕诺斯卡梅诺斯( Ｐａｎｏｓ Ｋａｍｍｅｎｏｓ) 提议
①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ｏ Ａｎａｌｉｓ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 ( ＬＡＰＳ) ꎬ Ｇｌ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 ｅ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ｓｔｅｒａ ２０１９ꎬ ｐ.４１
② Ｍａｒｃｏ Ｓｉｄｄｉꎬ “ Ｉｔａｌｙ’ ｓ ‘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１２３－１３８
③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Ｔｚｉａｍｐｉｒｉｓꎬ “ Ｇｒｅｅ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ꎬ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Ｒｅ￣
ａｌｉｓｍ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７８－８９

欧洲边缘的抉择

１３３

俄罗斯军舰停泊希腊岛屿ꎮ① 不过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为了希腊与西方
竞争ꎬ随着希腊接受第三轮财政援助计划ꎬ这样的激进改变并没有发生ꎮ
尽管俄罗斯未承诺给予希腊任何财政援助ꎬ但在 ２０１５ 年与希腊签署了新的能源

合作协议ꎮ 两国同意延长“ 土耳其溪”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ｅａｍ) 输油气管道至希腊ꎬ使俄罗斯
能够绕过乌克兰向希腊等欧盟成员国出口天然气ꎮ② 希腊渴望发展多条能源管道并
成为该地区的能源中心ꎬ以提升本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ꎮ③ 时任希腊能源部
长的拉法赞尼斯(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 Ｌａｆａｚａｎｉｓ) 是激进左翼联盟中极左派的领袖ꎬ他声称欧盟

反对“ 土耳其溪” 管道ꎬ但希腊顶住了压力ꎮ④ 不过一年后ꎬ齐普拉斯政府也热烈欢迎
欧盟支持的跨亚得里亚海管道( ＴＡＰ) 在希腊开工ꎮ 该管道绕过俄罗斯ꎬ将阿塞拜疆的
天然气从里海运往欧洲ꎮ

因此ꎬ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希腊与俄罗斯的合作仍然是基于现实主义考量ꎬ试
图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ꎮ 当齐普拉斯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西方支持时ꎬ希俄合作便开
始降温ꎮ 而在北马其顿问题上ꎬ两国间还出现了较大矛盾ꎮ 希腊与北马其顿之间国名
争议的解决ꎬ扫除了后者加入北约的一大障碍ꎮ 俄罗斯显然不愿意看到北约在这一地
区的扩张ꎬ被认为试图干扰希腊与马其顿签订« 普雷斯帕协定» ꎮ⑤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希腊

政府为此将两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ꎬ两国关系在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后期一度降至
冰点ꎮ
( 二) 对中国看重经济合作

在欧美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经济挑战时ꎬ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要动
力源ꎬ能够为经济持续低迷的南欧国家提供多方面的合作机遇ꎮ 例如中国产业升级和
消费升级有利于提振意大利高质量工业设备和消费品对华出口ꎬ中国企业对意投资则

①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 Ｆｉｌｉｓꎬ “ Ｇｒｅｅｃｅ－Ｒｕｓｓｉａ: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 Ｆｉｒ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ｉｎ Ｓｐｙ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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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增加意大利国内流动性ꎬ弥补其资金短板ꎮ① 为进一步推动两国经济合作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意大利政府在经济发展部下设立了“ 中国特别工作组” ꎬ由副部长杰拉奇
(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Ｇｅｒａｃｉ) 领导ꎮ 在经济因素的推动下ꎬ近年来意大利舆论对中国的观感也更
加客观ꎬ态度逐渐肯定ꎬ尤其对“ 一带一路” 倡议十分积极ꎮ②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两国签署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ꎮ

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正式参与“ 一带一路” 的七国集团国家和欧盟创始成员国ꎮ 此前总
统马塔雷拉、副总理迪马约ꎬ经济与财政部长特里亚都表达过对“ 一带一路” 的欢迎和
参与愿望ꎮ ２０１５ 年意大利就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ꎬ２０１７ 年真蒂
洛尼总理来华参加了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ꎮ 双方还签署了价值 ２５ 亿
欧元的经贸合作协议ꎬ未来这一数字可能提升到 ２００ 亿欧元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期间
意大利向中国求援ꎬ并得到中国积极响应ꎮ 迪马约强调中国医疗援助意大利是“ 一带
一路” 合作的成果ꎮ③

不过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在对华合作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ꎮ 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
约积极推动中意合作ꎮ 该党一直主张意大利应该减轻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ꎬ同时加强
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联系ꎮ 但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则多次表示对意大利参与
“ 一带一路” 倡议持保留意见ꎮ 这是因为联盟党作为右翼政党长期亲美ꎬ与特朗普政
府关系紧密ꎮ 例如在华为问题上ꎬ联盟党就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要求政府动用特殊权限ꎬ检

查华为在意大利的投资是否影响了意大利的国家安全ꎮ 意大利国内也存在一些声音ꎬ
认为此前政府在对华合作上过于热情ꎬ对中国的一些产业补贴政策仍存在疑虑ꎮ 事实
上ꎬ在 ２０１８ 年意大利大选期间ꎬ在野的五星运动和联盟党都曾质疑过中国商品和投
资ꎬ以吸引草根蓝领选民ꎮ 但在执政后ꎬ五星运动对中国的经济影响采取了更为务实
的态度ꎮ
在欧洲层面ꎬ意大利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合作备忘录ꎬ承受了来自欧盟委员会
以及德国、法国的压力ꎮ 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出台的« 欧盟与中国:战略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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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彦红:« “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意合作:机遇、优势与前景展望» ꎬ载« 当代世界» 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第 ５４

② 参见顾洁、黄若鸿:« 超越刻板:意大利媒体呈现的中国形象:以‹ 晚邮报› 涉华报道为例» ꎬ载« 当代传
播» 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ꎻ董丹:« 语篇—历史视角下的意大利主流媒体“ 一带一路” 倡议报道的文本分析» ꎬ载« 外语学
刊» 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③ « 意大利外长:加入“ 一带一路” 有助于拯救生命» ꎬ 央视网ꎬ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６ / ＡＲＴＩｈｂ６ＶＩｃ８ｘｍＪＰｅｋｚＵｄ９ｉｑＭ２００３２６.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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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ꎬ将中国视为追求技术领先的“ 经济竞争者” 和倡导不同治理模式的“ 系统性对
手” ꎮ① 该文件指责中国限制欧洲企业入华ꎬ补贴本国企业ꎬ不注重保护知识产权ꎮ 这
反映出欧盟内部存在对中国的戒备心理ꎬ尤其对中国产业与科技快速发展的警惕ꎬ并
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制度规范感到忧虑ꎮ 作为欧盟成员国ꎬ意大利对华政策仍需与欧盟
政策进行协调ꎮ 在贸易领域ꎬ成员国政策必须符合欧盟的统一政策和标准ꎮ 在钢铁、
汽车等敏感战略行业的外来投资则需要通过欧盟审查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欧盟委员会提
议一项关于外国投资安全甄别机制的法案ꎮ③ 这样的审查带有一定政治性ꎬ可能会针
对中国国有企业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２０１７ 年意大利和德国、法国一道呼吁出台欧盟投资
审查机制ꎬ但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欧盟理事会对该草案进行讨论时ꎬ意大利投了反对票ꎮ④

希腊由于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ꎬ因此将增加本国经济收益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目

标ꎮ 包括中国在内的“ 金砖国家” 是希腊开展全方位外交、寻求合作机遇的重要对
象ꎮ⑤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希腊政府就开始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ꎬ尤其是在港口与航运领

域ꎮ 希腊的航运利益集团对于希腊对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ꎬ它们积极要求中国参与对
希腊港口的投资ꎮ⑥ 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一希中合作的旗舰项目上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 ＣＯＳＣＯ) 在 ２００８ 年获得了该港 ３５ 年特许经营权ꎮ 中国计划将比雷埃夫斯港建设为
“ 一带一路” 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ꎬ与修建中的匈塞铁路共同组成“ 中欧陆海快
线” ꎮ

激进左翼联盟一度因为其反私有化的左翼立场而质疑中国企业的收购ꎬ 并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执政后叫停了该港口的私有化进程ꎮ⑦ 实际上自中资参与后ꎬ比雷埃夫斯
港项目对希腊直接经济贡献超过 ６ 亿欧元ꎬ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１ 万多个ꎮ 很快齐普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 ＥＵ － Ｃｈｉｎａ －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 ( ＪＯＩＮ /
２０１９ / ５ ) ꎬ １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５２０１９ＪＣ０００５＆ｆｒｏｍ ＝ 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０.
② 赵先进、张晓婷:« “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意大利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ꎬ载« 对外经贸实务» 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第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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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１７ＰＣ０４８７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０
④ Ｎｉｃｏｌａ Ｃａｓａｒｉｎｉꎬ “ Ｒｏｍ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Ｉｔａｌｙ’ 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ꎬ” ＩＡＩ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ｐ.７.
⑤ Ａｎｔｏｎｉｓ Ｓｋｏｔｉｎｉｏｔｉｓꎬ “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Ｎｏ.４ꎬ２０１７ꎬ ｐｐ.３２－５２.
⑥ Ａｓｔｅｒｉｓ Ｈｕｌｉａｒａｓ ａｎｄ Ｓｏｔｉｒｉｓ Ｐｅｔｒｏｐｏｕｌｏｓꎬ “ Ｓｈｉｐｏｗｎｅｒｓꎬ 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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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政府出于经济利益和对华关系的考虑ꎬ改变了这一意识形态立场ꎮ 此外ꎬ欧盟救
助协议也要求希腊加大私有化力度ꎮ 最终激进左翼联盟占据多数的希腊议会在 ２０１６

年批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比雷埃夫斯港 ６７％ 的股权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国家电网也
成功收购了希腊国家电网 ２４％的股权ꎮ①

不仅如此ꎬ齐普拉斯政府在对华合作上表现得比此前的政府更为积极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希腊外交部长科齐阿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交换备忘录文本ꎬ希腊成
为第一个签署“ 一带一路” 备忘录的欧盟成员国ꎮ 除了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ꎬ希腊也
希望加入次区域对华合作机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齐普拉斯政府执政之初ꎬ希腊就以观察
员国身份参加了在苏州举行的第四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希
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中国 － 中东欧合作机制ꎬ参与该合作的欧盟成员国由此达到 １２

个ꎬ“１６ ＋ １ 合作” 扩容为“１７ ＋ １ 合作” ꎮ 加上与中国单独签订“ 一带一路” 备忘录的意
大利ꎬ目前欧盟内部已出现了一个积极倡导与中国合作的区域集团ꎮ 欧盟内部这一分
野的客观存在ꎬ使得“ 地缘政治欧洲” 对华竞争的愿景并不容易实现ꎮ

五

结论

在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期间ꎬ意大利和希腊在对外政策上有较多相似之处ꎮ 两国都
有欧洲边缘者心态ꎬ因此民粹政府要求欧盟与核心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给予补偿ꎮ
两国都减少了对外政策的“ 欧洲化” ꎬ转而谋求更加独立和全方位的外交ꎮ 从本国利
益出发ꎬ意大利和希腊都加强了与中国、俄罗斯的合作ꎬ为此不惜破坏欧盟的共同立
场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尽管在个别政策领域与欧盟主流产生分歧ꎬ两国仍继续正常参
与欧盟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决策ꎬ并无退出欧盟的实质动向ꎮ 同时ꎬ由于两国民粹政党
和执政联盟内部的多元化ꎬ例如意大利联盟党与五星运动之间的分歧ꎬ希腊激进左翼
联盟内部不同派系的差异ꎬ都造成两国对外政策中存在多个决策者ꎬ使得其对外政策
的一致性下降ꎮ
虽然同是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南欧国家ꎬ意大利与希腊的对外政策也有区别ꎮ 作
为实力相对较强的半边缘国家ꎬ意大利在国际层面有更多回旋余地ꎬ但受制于国内联
合政府不稳定ꎮ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后试图在对外关系上做出改变ꎬ但由于五星
① « 中国国家电网成功收 购希腊国家电网 ２４％ 股权» ꎬ 中国新闻网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７ / ０６－２１ / ８２５７３９１.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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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联盟党之间的矛盾ꎬ导致意大利外交有时显得反复无常和自相矛盾ꎮ 相比之
下ꎬ希腊政府完全由激进左翼联盟主导ꎬ对外政策主张也更加激进ꎬ但受到的国际约束
更大ꎮ 在 ２０１５ 年接受欧盟的第三轮援助方案后ꎬ随着党内极左派别的脱离ꎬ齐普拉斯

政府淡化了执政初期的反欧盟色彩ꎮ 希腊民粹政府一方面承认欧盟的成员国身份仍
然有利于希腊ꎬ另一方面仍继续在具体领域与欧盟讨价还价ꎮ
２０１９ 年ꎬ随着主流的意大利民主党和希腊新民主党重新执政ꎬ两国对欧洲的离心

力暂时减弱ꎮ 意大利民主党在取代联盟党联合执政后ꎬ提名了曾长期在欧洲议会任职
的瓜尔蒂耶里(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Ｇｕａｌｔｉｅｒｉ) 担任经济部长ꎬ同时民主党人真蒂洛尼出任欧盟委员
会委员ꎬ民主党人萨索利( Ｄａｖｉｄ Ｓａｓｓｏｌｉ) 当选欧洲议会议长ꎬ都释放出意大利与欧盟的
关系改善的信号ꎮ 希腊中右翼的新民主党赢得大选后ꎬ由世代从政的建制派政客米佐
塔基斯( Ｋｙｒｉａｋｏｓ Ｍｉｔｓｏｔａｋｉｓ) 担任总理ꎬ组建了 ２００８ 年以来第一个摆脱纾困计划的希
腊政府ꎮ 这也意味着希腊结束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实验ꎬ在内外政策上进一步回归常
态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和中心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意大利和希腊希望财政一体化
的诉求ꎬ接下来欧洲复苏基金的实施也会增强两国对欧盟的向心力ꎮ
由于中国( 经济) 和俄罗斯( 能源、安全) 对两国具有长期吸引力ꎬ在民粹主义政党
优势缩小或下台后ꎬ意大利和希腊仍会延续此前与中俄的合作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主
流政党的回归意味着意大利和希腊在对外政策上与欧盟和西方盟友的协调加强ꎮ 例
如在 ５Ｇ 问题上ꎬ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意大利民主党重新执政后ꎬ意大利政府要求在对本国使
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建设 ５Ｇ 网络的过程中使用所谓“ 黄金权力” ꎬ加强网络安全监
管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意大利电信以商业理由在 ５Ｇ 核心设备的招标中将华为排除在
外ꎮ 希腊同样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ꎬ推迟了使用华为作为 ５Ｇ 供应商的决定ꎮ 这反映

出欧洲边缘国家的摇摆性ꎮ 目前民粹主义政党已成为意大利与希腊国内政治中的常
规力量ꎬ未来仍有继续或重新执政的可能ꎮ 这也使得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抉择将持续
下去ꎮ 认识和理解这种政党的摆动模式ꎬ有利于中国处理与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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