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1 期 山 东 社 会 科 学 No． 1
总第 281 期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 281

收稿日期:2018 － 11 － 16
作者简介:刘 一( 1988—)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美欧社会文化。
①Carsten Yndigegn，“Between Debordering and Ｒebordering Europe: Cross － Border Cooperation in the resund Ｒegion or the Danish － Swedish

Border Ｒegion”，Eurasia Border Ｒeview，Vol． 2，No． 1，2011，pp． 47 － 59．
②Council Ｒegulation ( EC) No 2007 /2004 of 26 October 2004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Agency for the Management of Operat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External Bord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p． L349 /1
③Henk Van Houtum，“Borders of Comfort: Ambivalences in Spatial Economic Bordering Processes in and by the European Union”，Ｒ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Vol． 12，No． 4，2003，p． 8．

欧洲再边境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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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5 年起，欧洲经历了二战以来规模空前的难民危机。在巨大的压力下，欧

盟不得不在内部边境上重启临时管控，同时加强了外部边境的壁垒作用。在欧洲内部，民众

对难民的排斥性情绪有增无减，社会中的保守情绪在欧洲弥漫。此外，欧盟与英国就英爱边

境问题经历了长期拉锯而无法形成妥协，成为英国脱欧进程中的难题。自 21 世纪初开始增

强的再边境化达到了顶峰，这必将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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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再边境化的原因

再边境化，是指边境的重筑趋势。就欧洲来说，其历史就是去边境化( debordering) 和再边境化( reborde-

ring) 的历史，并且二者在当今的欧洲依旧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共同塑造了欧洲的深层机理。①虽然去边境化

和再边境化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同时发生的，但是 21 世纪以降显著增强的再边境化的原因、路径及其对

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已成为当今欧洲边境研究的重要议题。欧洲再边境化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保证内部边境的安全。欧洲在申根化之后，内部边境开放并且形成共有的外部边境，保证内部边

境的开放需要强化外部边境。“在关于欧盟的外部边境方面，欧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与高等级的管控与

巡查管理体制，这是欧盟内人员自由流动的必然推论，是建立自由、安全与公正区域的必要组成部分。”②欧

洲寻求外部边境稳固的目的是建设心理安逸区。“( 通过划分边界) 人们自我设计出一种纯粹和妥善安排的

现实、幻想、或潜意识希望的结果，以降低在日常社会生活斗争中的不安情绪。边境化因此是‘稳定和框定’

对外部世界和他人一种变化的期望。”③两分法使得欧洲人对可能的危险进行安全化建构，从而完成了对例

如移民等可能的危险因素的生命政治的计算、列举、规训、监视与测试。因此，外部边境已经成为欧洲建构安

全与再边境化的原因。

第二，移民问题引起边境重筑。欧洲的警务部门或内政部门把对移民的规制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把移

民相关的事情界定为“有问题的”，他们把移民问题放在事关安全的议程中。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元问

题”，不管什么样的移民政策，都会强调欧洲国家已经成为移民国家，而这种状态会挑战国家文化霸权的神

话，此外，移民希望获得福利国家的好处，这就与移民目的国公民发生了矛盾。

第三，欧盟扩张的影响。欧盟对待边境问题格外谨慎，一方面，移民问题安全化使得欧盟认为新入盟国

家在开放边境后会威胁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内部边境安全; 另一方面，并入欧盟或加入《申根协定》后，成员国

原有的外部边境有部分变成内部边境，另一部分变成欧盟外部边境。为了防止欧盟面对潜在威胁并巩固欧

盟的统一身份，欧盟扩张后需要边境的重筑。边境问题成为欧盟扩张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问题。地理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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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被打通，但新旧成员国的心理边境短时期内难以消除，这成为推进再边境化进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此外，欧盟东扩后使俄罗斯和更多的欧盟国家接壤，在缺少互信的基础上，欧盟与俄罗斯的边境将被重建或

加固。

第四，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欧盟的外部边境常年经受着非法移民、难民和潜在犯罪的影响。长期存在

的非法移民路线给欧洲外部边境施加压力，已经形成了对欧洲边境问题持久发生作用的国际环境。这种常

态性的国际环境还会因为周边地区安全情势的改变而改变，例如 2015 年之后，有超过 88 万人通过地中海东

线非法穿越欧洲边境，比 2015 年猛增 83 万人次。此外，大国政治的变动成为欧洲加速边境重筑的重要原

因。例如，在克里米亚危机后，波兰便计划在其与加里宁格勒的 200 公里的边界线上建造 6 个 50 米高的瞭

望塔。深受此事影响的乌克兰没有按照欧盟的预期进行深刻的改革，边境的合作项目暂停，不再注入相关资

金。欧盟有两种再边境化行为，第一是对乌克兰的边境重筑，以继续对其入盟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另一种是

对俄罗斯的边境重筑，通过实体边境的建造和长期的严厉制裁在布鲁塞尔和莫斯科方面建造了自冷战结束

以来最为坚硬的“边境墙”。

二、欧洲再边境化的实施路径

( 一) 内外边境的加固。欧洲在申根化后呈现的边境状态是内部去边境化和外部再边境化，但是当今的

欧洲内外边境呈现了同时加固的趋势。内部边境的加固主要牵扯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数字边境的建设，另一

个是申根区临时管控的常态化。欧盟的数字边境从广义上讲包括申根信息系统、签证信息系统和欧洲指纹

鉴定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旨在控制移民流动并且分辨出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 21 世纪后，欧洲展开了数字

化边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既可以发生在欧盟的边境检查点上，也可以发生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欧洲已经通

过特定的制度和科技建设用特定的控制手段对欧盟内的人进行日常的监视，使之形成规训的社会。内部边

境加强的另一点在于申根区临时管控的常态化。2006 年的申根法令进一步对边境的临时管控作出规定，即

“当成员国面临对公共政策与内部安全的严重威胁时，可以在其内部边境实行不超过 30 天的管控; 如果成

员国希望延期，可以重启为期 30 天的边境管控”①。从 2015 年难民影响欧洲边境管控开始，到 2017 年 5 月，

一共有 48 次边境临时管控记录。相比之前 8 年间的 35 次边境临时管控，两年 48 次的频次足以说明难民危

机的严重程度，对欧洲边境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就欧洲来说，把外部边境纳入欧盟机制管辖的重要事件是 2004 年外部边境管理局( 以下简称管理局)

的成立，再边境化可以此为标志和起点。外部边境管理局是倾向于进行遣返活动和快速干预的机构，是欧盟

层面的外部边境管控机构。2015 年的难民危机给外部边境管理局的升级提供了契机，2016 年 7 月，欧洲议

会通过成立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的决议并在 9 月成立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机构，成为外部边境管理局

的升级版。当一个成员国的外部边境面临大量非法移民、潜在威胁或跨境犯罪时，便可要求“机构”发起联

合行动，提供必要的科技与行动支持。新机构较好地解决了旧组织存在的问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对不能履

行使命的成员国的外部边境进行快速干预，并在必要情况下敦促其重启内部边境管控。

( 二) 睦邻政策与共同庇护制度的边境作用

欧盟睦邻政策的初衷是良好的，即“防止扩张的欧盟和其邻居出现新的分界线，代之以建立繁荣、稳定

和安全的周边关系”②。然而，睦邻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亨克认为:“内外分界的逻辑在欧洲的外部边境表

现得越来越明显。欧洲睦邻政策明显是一个边境政策: 因为当定义邻居的时候，也定义了自己。虽然睦邻政

策的政治本意似乎是好的，但是它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形态，即欧洲人通过定义独特的‘欧洲’概念和欧盟成

员国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这成为了欧洲再边境化的显著特征。”③总之，种种矛盾的存在表明欧洲睦邻

政策并没有达到其主观上防止产生新边界的预期，反而因为对于稳定的过分强调、对于邻居国家不同的待

遇、对于强制灌输欧洲价值观的渴望和对于自身身份的急于界定，使得在欧盟与其定义的邻居之间客观上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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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边境。

若从边境的角度看，共有的庇护政策是和外部边境一起建立起来的移民甄别系统，是欧盟边境重筑的重

要组成部分。虽然欧盟的庇护政策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却在实践和话语上筑起了一道

欧盟国家与难民之间的强硬边境，并已经纳入到欧盟边境的整体管控体系。欧洲各国政府没有持之以恒地

敞开胸怀接待难民，而是限制或阻止试图进入欧洲大陆的难民，逐渐消蚀了欧洲人曾经对难民庇护的承诺。

2011 年，欧盟成员国的土地上设置了约 250 个收留中心，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乌克兰、土耳其、北非等和欧

洲边境管控有联系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欧盟法律都在强调难民不应该因为寻求庇护被拘禁，但事实是很

多国家把移民拘留起来，而不管其进入其领土的具体理由。庇护制度的边境效应可用具体数字来体现: 2009

年在所有被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难民机构认定拥有难民身份的人中，只有 6% 的难民在欧洲获得了庇护身

份，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超过了 90%。① 边境线上和各国内部的难民拘留机构与监狱类似，对待难

民如同对待罪犯。

( 三) “欧洲堡垒”的形成和加固

“欧洲堡垒”这个在二战时期指涉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陆地区的宣传词汇，二战后常用来表示欧洲人对

待移民的保守态度，或者暗示欧洲收紧的移民政策、加强的边境管控或扩大的收留中心。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欧洲主要国家便停止了自二战之后的开放移民政策。“零移民”、“多元主义的失败”、“管控边境”、

“失败的一体化”等词语经常被用来描绘欧洲的移民政策。近几十年来，各国的移民政策对新来者逐步严厉

起来，同时，伴随着紧缩的移民政策而来的是文化环境和公众态度的转变，即从强调文化多元性变成关注其

负面影响———虽然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反自由主义，但确实在呼应着激进的右倾民粹主义思想和反移民浪

潮。“欧洲堡垒”的形成还表现在边境的内化作用上，更多地指欧洲人对移民的偏见、歧视和排斥。根据

2002 年欧洲社会调查发布的数据，欧洲对移民的歧视与排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同年发布的欧洲晴雨表指

出，有大约 15%的受访者认为，对移民的歧视已经成为了正常合理的现象。② 而 13 年之后，伴随着欧洲难民

危机，调查机构增加与移民相关的问题。根据欧洲晴雨表 2015 年发布的数据，民众对于来自其他欧盟国家

的移民持积极态度的占到了 51%，持消极态度的占 40%。然而，民众对于欧洲之外的移民持积极态度的比

例仅仅为 34%，而持消极态度的高达 57%。如果说移民政策是一种流动和飘忽不定的边境的话，那么公众

对移民的歧视态度就是持久存在的且极难改变的边境。

三、欧洲再边境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效应

第一，欧洲边境与一体化的关系。李铁立对边界与一体化的关系作了启发性解释: 成员国边界对欧洲一

体化的影响有两种: 第一种是显性影响，这主要来自于边界两侧的制度差异; 第二种是隐性影响，这主要受到

文化、社会和心理的影响。因此，欧洲边界的阻碍效应不仅来自于边界的壁垒效应，还来自于各国根深蒂固

的文化差异。边境地区的合作客观上推动了一体化的进程，使得边境地区由传统的阻碍效应向接触效应转

变。③ 战后的欧洲认识到，欧洲如果希望避免战乱维持和平，就需要合作，而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代

表着军事对峙的边境去掉。

欧洲在去掉内部边境、保持各种要素自由流通的同时，希望建立更为完善的制度去保障这些流通机制以

及外部边境的安全。欧洲通过一系列努力把边境管理纳入到一体化的总体进程之中。《阿姆斯特丹条约》

签署后，欧盟成立了专门管理边境的机构，即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并且形成一体化边境管理( Integrated

Border Management) 的期望，这包括: 申根管理、打击犯罪、加强各国相关组织的边境合作等，一体化边境管理

是欧洲一体化在边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所以，边境的动态性和欧洲一体化有紧密联系: 欧洲一体化需要启动去边境化进程，去边境化反过来也

会促进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因此欧洲需要把边境管理的一体化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再边境化一定

程度上会破坏去边境化带来的成果，给欧洲一体化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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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欧洲再边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通过再边境化，阻挡不受欢迎的人进入其领土，对于相关国家

来说可能带来短暂的方便和安全，但是，再边境化也会产生新的边境，使边境重新发挥作用，使得壁垒阻碍效应

再次彰显。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作为近期显著增强的再边境化态势，十分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1． 难民危机导致的再边境化及其影响

二战后空前的难民潮使很多国家加强了边境管理，具体表现为收紧接收难民的政策，加大对不合格难民

的遣返力度; 加强对外部边境的管控，很多国家在边境筑起了铁丝网，欧盟层面上加强了外部边境管理局的

职能; 频繁启动内部边境临时管控，加大了对出入境人员的审查; 社会舆论对难民逐渐持排斥态度，民众的排

外情绪增强，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得势，等等。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如下负面影响。

首先，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给欧盟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系统性的边境管控使预算大幅增加，仅路

障一项支出就可能达到 75 亿欧元①，另外还给欧洲旅游业造成了大约 12 亿欧元的损失。② 法国有关机构的

研究显示，法国若长期实行边境管控，2025 年的 GDP 将比现在降低 0． 5%，而 2025 年申根区整体的 GDP 会

因边境管控比现在下降 0． 86%，欧盟所有国家 2025 年会因为管控而累计产生超过 4000 亿到 14300 亿欧元

的 GDP 损失。

其次，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冲击了欧洲的共同庇护制度。欧洲脆弱的共同庇护体系在难民潮影响

下受到进一步冲击，都柏林体系原有的“安全第三国”和“第一入境国”原则无法有效地处理难民危机。2015

年 9 月欧盟出台新方案，欧盟内的 22 个成员国将根据经济水平等强制分摊在意大利等国的 12 万难民。③ 然

而有的国家对强制分配的方案坚决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反抗尤烈，使得欧盟协商一致的

机制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根据欧盟 2017 年 7 月的通报，欧盟将逐步采取违约程序制裁捷克等国的行为。

最后，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冲击了欧洲的价值观。欧洲一体化大厦的根基是欧洲人共享的价值观，

但是，欧盟无法为寻求帮助的难民提供有效帮助。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 Ventimiglia) ，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难民表示曾遭受过法国警察的暴力侵犯。④ 类似的事情在欧洲漫长的边境线上每天都在

发生。欧洲的边境止于此，欧洲的人权保护边境也止于此。边境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移民问题的过度安全

化和数字边境的毛细血管式的监视，使得欧洲在边境重筑的同时，也在腐蚀其一体化大厦的价值观根基。

总之，退缩式反应给欧洲一体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欧洲共有庇护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十分显

著的效果，反而在分摊配额的反复拉锯和纠缠中过多地消耗了欧洲业已成型的一体化协商机制和成果; 边境

的重筑过程中对欧洲人权价值的忽视造成了大量人道主义悲剧事件，破坏了粘合欧洲的共有价值观; 最终，

内外边境失守、无法协调联动的情况使得欧盟无法形成一体化的边境管理。

2． 英国脱欧导致的再边境化及其影响

在英国脱欧前，欧盟面对的是扩张后形成新边界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欧盟和新邻居的关系。但是，英国

脱欧意味着原有的欧盟内部边境将变成外部边境。英国脱欧是英国主动选择和欧陆建立起边境，英国与欧

陆的历史与相互关系决定了这种边境主要是一种建构的社会或心理边境，但是，其附带的地理边境问题即英

爱边境问题( 英国和爱尔兰边境问题) 却成为英国脱欧进程中的难解的议题。

英国再边境化有两个涵义: 其一是指英国和欧洲身份关系的重新定位，即英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建构出或恢复英国相对孤立的岛国外交政策，形成“英国人”与“欧洲人”的身份边境; 其二是传统地理边境

的重筑，这会牵扯到英国与欧陆国家边境管控体系以及英国和爱尔兰边境的重新定位。卡梅伦表示:“地理

位置造就了我们的处事哲学，……我们来到欧盟秉持的是实用理念，而不是情感因素。……欧盟是实现目的

的手段，欧盟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⑤这种从历史和思想上建构的阻隔边境最终在难民危机的宏观背景下

被筑起并且给英国的传统地理边境管控带来影响。特蕾莎·梅在 2017 年年初表示，英国将收回边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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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然后争取与欧洲其他国家谈判达成尽可能最佳的免关税贸易协议。①

英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是欧盟内人口第三多的国家，在欧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英国在建

立和深化欧盟单一市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英国的离开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产生相当的负面效应。

而在边境问题上，英国一直有其自己的边境管理哲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

公民避免犯罪和阻止毒品、恐怖分子和非法移民的侵扰，我们不能完全地去除边境管控。”②但是，英国脱欧

公投后的仅仅一个月，计划到欧洲大陆度假的英国人被迫在英国多佛港前排起了长队，法国的“加来丛林”

很快就被拆除，英国税务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英国脱欧后需要额外的 5000 多名员工来处理海关和边检等

事务，并可能花费数年才能建立起相关的体系。③ 英国需要在边境线上建立起全新的税务和边检体系，而新

增的员工、相关物流业务等等都会导致财政预算的增加，最保守的估计可能为每年约十亿英镑。④

如何妥善处理英爱边境问题已经成为英国和欧陆的难解议题，并继续对欧洲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英

爱边境关系的实质是: 若北爱尔兰随英国一起离开欧洲市场，北爱尔兰和爱兰尔将会形成“硬边境”，这是贝

尔法斯特和都柏林方面不想看到的; 如果北爱尔兰继续留在欧洲统一市场内，脱欧后就将与英国其他地区形

成边境管控，这无疑会损害英国主权。2018 年 11 月，在英国的脱欧草案中，双方再次重申要避免建立英爱

的“硬边境”⑤。尽管草案中提出为解决边界问题提供六个月的缓冲期，以防止出现“硬边境”，然而如何彻

底解决边境问题仍将考验布鲁塞尔、伦敦和都柏林方面的政治智慧。

英国从来不是申根国，其之前与欧陆的并列边境⑥管控将不会有根本变化，两国将继续遵守之前的《勒

图凯条约》，这意味着英国依旧可以在法国领土上实施边境管控。一贯崇尚“实用主义”的英国会找到一条

独立于欧盟之外的边境管理道路，而少了本就不是一心一意的英国，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或许能有全新的面

貌，“这( 英国脱欧) 不是欧盟的葬礼，而是新的征程，这会使得欧盟向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前进”⑦。所以，从

另一个侧面看，英国脱欧或许对欧洲一体化朝更加凝聚的方向发展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欧盟的目标根本而长远，它包括“在没有内部边境的情况下提供自由、安全与公正”⑧，欧洲一体化的宏

伟目标绝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一体化，而是期望更加深刻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向往的一体化边境管理，不

仅仅是对内外边境管控的一种良好期许，更是对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宏伟愿景。但是，因为快速扩张而无

法平衡的内部差异问题在危机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不同国家在难民危机面前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风

貌，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欧盟“与排外和歧视作斗争的宏大目标”⑨。英国的脱欧展现了国家主义情绪的

泛滥和对一体化精神的极度不信任，这暗藏自由的政府间主义，即“强调一体化是最小公分母的讨价还价过

程而不是共同利益的升级过程”瑏瑠。因此，欧盟在寻求扩大与深入一体化的同时，需要明确其最终的地理边

界并且避免因为过分扩张而引起的一体化进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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