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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选举后调查数据分析了三国政治分

裂结构的长期剧变：1950~1960年代，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社会党，工

党，民主党）的选民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随着高学历选民

的参与，到 2000~2010年代形成了“多元精英”政党体系：高学历精英

投票支持“左派”，而高收入∕财富的精英仍支持“右派”（尽管这种

情况越来越少）。这有助于解释不平等日益加剧而社会对此缺乏民主回
                                                        
1 本文译自 Thomas Piketty：“Brahmin Left vs Merchant Right: Rising Inequality &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France, Britain and the US, 
1948~2017)”，2018年 3月，http://piketty.pse.ens.fr/files/Piketty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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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一现象。本文还讨论了该演变的起源（全

球化兴起∕移民分裂，教育扩张）及其前景：“多重精英”体制稳定化；

政党体系伴随“全球主义者”（高学历、高收入）与“本土主义者”（低

学历、低收入）的分裂实现重组；重新出现关于再分配的阶级冲突（或

者国际主义者角度或者本土主义者角度）。本研究主要获得两个认知：

首先，多维不平等可能导致多重政治均衡和分化。其次，如果没有一个

强有力的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纲领，很难将同一政党内出身各异、低学

历、低收入的选民团结起来。 
 

第 1 章  引言 
 
经历 20 世纪上半叶的战争、萧条和革命等重大事件之后，

1950~1980年间各国民众收入普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之后，世界

多数地区的收入增速开始出现分化，不平等显著加剧。一些单纯的中产

阶级选民认为，人们关于收入重新分配的政治需求有望逐渐增强。然而

迄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各种各样排外的“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兴起

（特朗普、英国脱欧、勒庞∕民族阵线、莫迪∕印度人民党、德国另类

选择党），而不是阶级（基于收入或财富）斗争政治的回归。为什么民

主和选举力量在某些历史背景中能够抑制不平等现象，而在另外一些背

景中却不能呢？是否我们需要一些极端环境来复活某种社会民主主义

∕新政联盟，才能像 1950~1980年那样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呢？ 

本文试图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粗浅回答，以求抛砖引玉，更好地理

解长期不平等动态和政治分裂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为此，我系统地利

用 1948~2017年间法、美、英三国每次大选之后的调查数据，创建了这

三个国家选民结构变化的同质长期序列，即根据他们在不同领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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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教育、年龄、性别、宗教，外国或种族等）的不同状况，总结他

们投票给哪类政党或联盟。研究发现，投票行为和收入状况之间的关系

在收入最高的 10％中的人要比底部 90％中的人明显密切得多，而且，

这种关系在不同财富状况的人身上要比在不同收入状况的人身上更加

明显（见图~1.1a 至 1.1b，法国的案例）。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基于

长期比较建立的一致序列。 
 

图~1.1a：1958~2012年，法国依收入等级划分的左翼选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78年，左翼政党（PS、PCF、Rad.等等）在收入最低的 10％选民中获得 46％
的选票，在收入最高的 10％选民中获得 40％的选票，在收入最高的 1％选民中获得 17％
的选票。总的来说，根据收入层级划分的左翼选票曲线，在底层 90％的范围内相对平
坦，而在顶层 10％的范围内，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阶段，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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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b：1974~2012年，法国依财富层级划分的左翼选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78年，左翼政党（PS、PCF、Rad.等等）在财富最低 10％的选民中获得 69％

的选票，在财富最高 10％的选民中获得 23％的选票，在财富最高 1％的选民中获得

13％的选票。总的来说，在整个等级划分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阶段时，受

财富等级影响，左翼派选票曲线急剧下降。 
 

进而，我描述了这三个国家多维政治分裂结构的长期剧变，这是最

重要的。 

在 1950~1960年代，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社会党、工党、民主

党）的选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也较低。与之相应，整个社会呈现为

一个“基于阶级”的政党体系：各种底层选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

较低的选民等）倾向于投票给左翼政党或联盟，而中上层阶级的选民倾

向于投票给右翼政党或联盟。1970~1980年代之后，高学历选民逐渐开

始投票支持“左翼”政党，到 2000~2010年代形成了一种“多元精英”

政党体系：高学历精英投票支持“左派”，而高收入∕富裕的精英仍支

持“右派”（虽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左翼”政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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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知识精英的政党，而“右翼”政党可以被视为商界精英的政党。 

尽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党体系和政治历史存在诸多差异，但都

发生了同样的转变（见图~1.2a至 1.2d）。 
 

图~1.2a：1956~2017年，法国的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各种左翼政党、绿党和极左派）在
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而在 2012
年左翼政党的该数值为高 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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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b：1948~2017年，法国、美国左翼或民主党的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和美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左翼政党在法国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
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而到 2012年，左翼政党的该差值变为高 13个百分点（在引入
年龄、性别、收入、财富、父亲职业控制变量之后）。美国民主党选票也有类似的演变。 
 

图~1.2c：1948~2017年，法国、英国和美国左翼或民主党的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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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1956 年，左翼政党（SFIO-PS、PC、Rad.等）在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非
大学学历选民低 14个百分点；而在 2012年，左翼政党的同一得票率差值变为高 13个
百分点（在引入年龄、性别、收入、财富、父亲职业控制变量之后）。美国民主党和

英国工党选票也有类似演变。 
 

图~1.2d：1948~2017年，法国、英国和美国左翼或民主党的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
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在 2012年，左翼政党的同一得票率数值为高 13个百
分点（在引入年龄、性别、收入、财富、父亲职业控制变量之后）。美国民主党和英

国工党选票也有类似演变。 
 

我认为，这种结构性演变有助于解释不平等日益加剧而民主对此缺

乏回应以及“民粹主义”兴起（因为低学历、低收入选民可能会感到被

抛弃）这一现象。本文还讨论了这种转变的起源（全球化兴起∕移民分

裂，教育扩张）以及未来前景：“多元精英”的稳定化；随着“全球主

义”（高学历、高收入）与“本土主义”（低学历、低收入）的分裂，

政党体系重新整合；重新出现关于再分配的阶级冲突（或者国际主义或

本土主义的角度）。英、美、法三国 2016~2017年的选举表明，这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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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演变都可能存在：法国~美国有可能转向“全球主义”与“本土

主义”的分裂结构（见图~1.2e 至 1.2f 的法国案例）；英国则是“多元

精英”政党体系的稳定化（有可能回归基于阶级的国际主义，但可能性

很小）。 
 

图~1.2e：1956~2017年法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1.2e至 1.2f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图~1.2e至 1.2f解读：左翼选票过去常与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选民相关；现在左
翼选票逐渐与高等教育选民相关，促成了一个“多元精英”政党体系（教育与财富）

的产生；将来左翼选票也有可能与高收入选民相关，从而促成大逆转或者政党体制的

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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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f：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本研究得出两个总体认识：首先，多维不平等导致多重政治平衡和

分化。全球化和教育扩张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和矛盾，弱化了过去以阶级

为基础的再分配联盟，导致了新的分裂。其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

国际主义的平等主义纲领，很难将同一联盟内所有出身各异、低学历、

低收入的选民团结起来，共同抑制不平等。极端的历史环境确实可以有

助于产生这样一个包容性平台；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充分且必

要的条件。2 

本文借鉴了政治学中关于政党体系演变和政治分裂的一些研究。首

先是利普塞特和罗坎于 1967 年首次提出的分裂结构理论。利普塞特和

罗坎认为，现代民主国家在两场重大革命（国家革命和工业革命）影响

下，出现了四种重要的分裂，产生了不同影响：中心与边缘、国家与教
                                                        
2 例如，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兴起，无疑促进了社会~民主新政平台的
形成，而全球化和共产主义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平台。但也可能存在其他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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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农业和制造业、工人与雇主∕所有者。然而，该研究的一个局限是

利普塞特和罗坎忽视了种族∕民族分裂，种族分裂在美国政党体系的发

展中非常重要。3 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像很多欧洲人那样，认为美国政

党演变的特征有些怪异，比如，民主党逐渐从奴隶制政党转变为底层白

人政党，然后是新政党，最后成为知识精英和少数族裔政党 — 奴隶制

政党怎么可能演变成为“进步党”？但我认为这一演变轨迹能够有助于

我们理解欧洲和其他地区当前及未来分裂结构的转变。 

之后的政治学研究丰富了利普塞特和罗坎的框架。许多学者认为，

在 1980~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日益发展之后，与传统主义

∕社群主义相对的普遍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兴起，为新分裂维度和

“民粹主义右派”出现创造了条件（Bornshier，2010）。本文的发现与

该论点密切相关。我特别强调收入、教育和种族~宗教分裂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异同（Bornshier仅仅专注于欧洲）。 

本文也借鉴了多议题党派竞争研究，以及最近发表的一些关于“民

粹主义”兴起的论文。据我所知，本文是首次试图将“民粹主义”兴起

与“精英主义”出现联系起来进行的研究。所谓精英主义，即（欧洲和

美国）“多元精英”政党体系逐渐兴起，反映不同精英阶层（知识精英

与商界精英）的观点和利益的两大联盟轮流执政。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借助对各种不平等（尤其是在教育、收

入和财富方面）进行统一测量，系统建立一个关于选举分裂的长期序列。

特别是通过观察收入、财富或教育的十分位数人群之间在投票行为上的

差异（在特定年份，财富或教育比收入分配影响更大），从而有可能对

各国进行较长时间段的比较。这在以前根据职业分类进行比较是难以实

现的。 
                                                        
3 利普塞特和罗坎进行研究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但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未提及种族分裂。
他们可能有些过于关注当时欧洲（尤其是北欧）的政党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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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不平等动态和政治分裂结构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是一个

宏大的研究课题，本研究是其中一部分。文中采用的选举后调查数据涵

盖 1948~2017年法国、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借助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具有

很明显的优势：人们可以直接观察谁基于自己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收入、财富、宗教信仰等）投票给谁。当前许多国家都

已经有持续几十年的选举后调查。我们应该也能够运用这些数据检测是

否存在共同的重要模式，以便更好地理解其潜在机制。本文只关注三个

国家，以便能够对这些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当然，要想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国家。 

选举后调查也有很大的缺点：样本数量有限，而且在 1940~1950

年代之前没有该调查，有些国家甚至在 1980~1990 年代才有选举后调

查。要追溯 1870 年代或之前的选举数据，对不断变化的不平等模式和

政治分裂进行长期分析，唯一方法就是使用地方一级的选举数据及人口

普查数据，或者其他行政和财政数据，以便获得该地区的社会、人口和

经济特征的指标。只要进行过选举的国家，几乎都有这类数据。只有通

过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不平等动态和政治分裂结

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文还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如果不使用其他类型的资源和材料，

包括政党宣言、政治言论和其他非投票的意见表达，就无法正确分析政

治分裂结构。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国家的不同，政党纲领与承诺并

不容易进行分析和对比。观察选民结构变化所体现的政治分裂结构，可

以让我们快速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看待不同的政党与联盟，以及可

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主要分析投票人群中政治分裂的演变，并不涉

及弃权现象。在 1950~1960年代和 2000~2010年代，三国选民的弃权率



 12 

大幅上升，而且主要发生在低学历和低收入群体中。对此现象的解释很

自然就是，他们觉得“多元精英”政党体系没有很好地代表自己。这也

需要在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如下。在第 2章中，我将介绍自己对法国政治分

裂演变的看法。第 3章和第 4章分别探讨美国和英国的情况。第 5章提

出关于不平等、信念和再分配的简单二维模型，以便有助于解释其中的

一些演变。这些模型基于我以前的一些研究，并以最简单的方式引入多

个维度的不平等（内部和外部不平等；教育与收入∕财富不平等），借

此解释观察到的模式。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历史性和实证性，但我

还是希望能让读者感觉到，理论部分并不完全是灰色的。最后，我在第

6章中作出总结评论和研究展望。 

 

第 2 章  法国政治分裂的演变 
 
本章详细介绍法国政治分裂结构的演变。首先是简要介绍

1946~2017年法国政党和普选结构的演变（2.1），以及本文采用的选举

后调查（2.2）。之后介绍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投票分化的演变（2.3）、

教育发展对政治分裂的影响（2.4）、收入和财富的影响（2.5）、“多

元精英”政党体系（2.6）。最后是介绍宗教和移民的政治分裂（2.7）

和法国出现的两维四分政治分裂（2.8）。 

 
2.1  1946~2017年法国政党和选举结果的演变 

 
法国的多党制一直比美国和英国的两党制更加复杂，其原因可能是

选举体制的差异（两轮选举和一轮选举），也可能是内生的（至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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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这里通过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来分析法国不断变化的选举模式

和政治分裂。 

首先是总统选举的整体演变。法国于 1965 年开始实施两轮选举制

度直选总统。4 第一轮的前两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选举。5 该项改革的

目的之一是加强行政权力和稳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形成类似法

国两党制（或至少是两党联合制）。在之后的大多数总统选举中，我们

确实在第二轮选举中看到“左”或“中左”候选人（通常得到社会党、

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支持）和“右”或“中右”候选人（通常得到

戴高乐党和其他右翼政党的支持）之间的激烈竞争。两位候选人获得的

票数大体上是对半开：差距最大的是 55~45（戴高乐对密特朗，1965

年）或 54~46（密特朗对希拉克，1988年）左右，差距较小的是 51~49

（德斯坦对密特朗，1974年）或 52~48（奥朗德对萨科齐，2012年）。

我在图~2.1a 中完整展示了所有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票数比例，以便分析

法国政治分裂的演变。 
 

                                                        
4 1848年第一次尝试通过普选产生总统，但以失败告终（这次选举的获胜者成为拿破仑三
世，并完全停止公开选举）。这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断，直到戴高乐在 1962年通过全
民公投（首次申请 1965年的总统选举）实施了现行制度。1871~1962年间，总统由议会选
举产生，权力有限。 
5 当前 570 多个选区都在用同样的选举制度进行立法选举，但是在立法选举中，如果第一
轮所有候选人都赢得 12.5％以上登记选民支持，那么他们都有资格参加第二轮选举（不只
是前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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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a：法国政治冲突：1965~2012年的总统选举 

 
注：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左右两派势均力敌：1965年（戴高乐：55％和密特朗：45％）、
1974年（德斯坦：51％和密特朗：49％）、1981年（密特朗：52％和德斯坦：48％）、
1988年（密特朗：54％和希拉克：46％）、1995年（希拉克：53％和若斯潘：47％）、
2007年（萨科齐：53％和罗雅尔：47％）和 2012年（奥朗德：52％和萨科齐：48％）。
此处没有显示其他党派（右翼、极右政党及中间党）第二轮大选中的得票情况：1969
年（蓬皮杜：58％和法埃：42％）、2002 年（希拉克：82％和勒庞：18％）和 2017
年（马克龙：66％和勒庞：34％）。 

 

立法选举结果能更好地证明法国政治的复杂性（这不是本文的重

点）。自 1871年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立法选举大约每五年举行一次，

因此涵盖了更长的历史时期。我在图~2.1b中总结了 1946~2017年间，

法国所有立法选举中左翼政党（包括中左、左派和极左政党）和右翼政

党（包括中右、右派和极右政党）获得的选票比例的演变。6 这里采用

的政党左右分类与选民评价政党的观点一致（使用选举后调查中可用的

                                                        
6 我使用第一轮立法选举，这样更有意义，因为在一些选区中很多政党没有资格进入第二
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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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党派量表上的问题），在法国政治研究中也基本上没有争议。7 选

民评价不一致的或拒绝划分类别的政党（如地方主义政党），我没有纳

入这一分类之中。这些政党在民众投票中往往所占的比例很小，通常不

到 3％（见图~2.1b）。8 我们在图~2.1c 中简要展示了排除这些选票之

后左~右两派获取选票的状况，借此和图~2.1a中的数据一起分析政治分

裂的演变。 
 

图~2.1b：法国的政治冲突：1946~2017年立法选举 

 
注：1946~2017年立法选举的得票情况（第一轮）。2017年的选举中，中间派LRM-Modem
联盟得 32％的选票，其中中左和中右各占一半。 

 

                                                        
7 选民需要在左右派量表中对政党进行左右派划分，通常从 1~10或从 1~7。对政党进行分
类时，我们可以使用选民对政党的平均打分。一般来说，共产主义者通常排在社会主义者

的左边，社会主义者排在中右政党的左边，中右政党则排在极右政党的左边。 
8 2017年的选举是一个异常，自称“中间派”的LRM-Modem联盟获得了 32％的选票（在
图~2.1b至 2.1d序列中，中右派和中左派平分秋色，得票为 50~50）。我们将在 2.8节回顾
2017年选举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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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c：法国政治冲突：1946~2017年的立法选举 

 
注：1946~2017年的立法选举得票情况（第一轮），不包括其他政党（地方主义党派等）。
2017年的选举中，中间派 LRM-Modem联盟得 32％的选票，其中中左和中右各占一半。 

 

从左右两个角度划分法国政党体系属于对复杂形势的巨大简化。目

的只有一个：关注政治分裂结构的长期大致演变，以便与英美两国政治

分裂的演变形成比较（这两个国家具有成熟的两党制）。后面我们会看

到，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分裂演变具有相似性。如果不对法国政党体系进

行简化，就不能证明这种演变。 

为准确把握法国的政治动态，9 我们对左右两个联盟的基本情况进

行简要分析。在 1946~2017年间，法国立法选举中的左翼总选票可以分

解成三个主要部分 — 极左、左、中左，见图~2.1d。其中，“极左”

部分包括共产党（PCF法国共产党）和其他极左政党，比如 LO（工人

斗争党）、LCR（革命共产主义联盟）、NPA（新反资本主义党）、PG

（左翼党）、LFI（不屈的法国）等等获得的选票；“左”主要包括社
                                                        
9 这也适用于英国和美国，尽管制度背景不同（例如，人们需要考虑每个政党内部的不同
派别、主要制度的动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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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SFIO-PS）和一些较小的联合政党（包括各种绿党）的选票；10“中

左”部分包括激进主义及其追随者（比如左翼激进党 PRG等）以及 2017

年 LRM-Modem（共和国前进党与民主运动党联盟）的一半选票。从第

三共和国的早期（当时君主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团体占据了政治光谱的右

半部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激进主义一直是最亲共和的政党。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左派的三个组成部分规模达到极致（特别是在 1936

年的“人民阵线”联合执政期间），激进主义被极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超越。在战后一段时间，“极左”是最强大的力量（1946 年，有

28％的民众投票支持法国共产党，这是其历史最高记录），在 1970~1980

年代，“极左”被“左派”赶超。“中左”部分在 1960~1970年代份额

变得非常小，但随着 2017年选举的到来，“中左”开始以某种方式复兴。 
 

图~2.1d：法国左翼政党得票：1946~2017年立法选举 

 

                                                        
10 法国社会党成立于 1905年，1969年之前，该党一直使用 SFIO（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自
称，之后使用缩写 PS（社会党）。其中共产主义派别（PCF，法国共产党）于 1920 年从
SFIO中分离出来，最近被LFI（不屈的法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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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d至 2.1e注：1946~2017年立法选举得票情况（第一轮）。2017年的选举中，中
间派 LRM-Modem联盟得 32％的选票，其中中左和中右各占一半。 

 

同样，我在图~2.1e 中也把 1946~2017 年法国立法选举中的右翼总

得票分解成三个部分 — 极右、右、中右。“极右”部分包括民族阵线

（FN）和其他像 1956年的布热德运动（勒庞第一次当选时）等政党的

选票。“右”包括各种“戴高乐主义”和后戴高乐主义政党，比如保卫

法兰西联盟（RPF）、共和民主联盟（UDR）、保卫共和联盟（RPR）、

人民运动联盟（UMP）、共和党（LR）等的选票。“中右”包括战后

初期的人民共和运动（MRP）和之后的法国民主联盟（UDF）、独立

民主联盟（UDI）等等政党的选票，以及 2017 年 LRM-Modem 的一半

选票。需要强调指出，左派右派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边缘并不固定，甚

至相互交叉。泛泛的左、右联盟本身也极不稳定，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可

能进行共同执政。11 这仅仅是一种将选民大致一分为二的方式，以便

进行历史性跨国比较。稍后在介绍政治分裂的长期演变结果时，我们将

讨论这些分组的意义何在，并将法国与其他两个国家进行比较（参见

4.6）。 
 

                                                        
11 1946 年以来，右派和中右派从未与极右派结成执政联盟（除了 2004 年某些地区选举后
的短暂时期）。在某些情况下，左派、中左派和极左派组成过执政联盟（例如，1936年、
1981 年和 1997 年的选举之后）。此外，在 1947~1958 年期间，执政的“第三种力量”联
盟包括左派、中左派和中右派；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即 1871~1940年间，中左激进派也经
常与中右派结成联盟；2017年之后的执政多数也是建立在一个“中间派”联盟的基础上，
该联盟同时包含中左派和中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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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e：法国右翼政党得票：1946~2017年立法选举 

 
 

2.2  数据来源：1958~2017年法国选举后调查 
 
法国的选举后调查由来已久。从 1958 年开始，所有国家选举（立

法和总统选举）后都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即 1958 年、1962 年、1965

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3年、1974年、1978年、1981年、

1986年、1988年、1993年、1995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

年、2017 年）。这些调查大多由一个学术团体进行，相应的微缩文件

保存完好，可供查阅。12 

                                                        
12 自 1958年以来，大多数选举后调查都是由 FNSP（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及其各个政治
学研究中心（特别是 CEVIPOF）进行，由 ADISP-CDSP 数据中心负责存档和发布（法国
社会科学数据档案，quetelet.casd.eu）。其中有 1958年、1962年、1978年、1988年、1995
年、1997 年、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进行的调查。有些调查（特别是 1967
年和 1968年选举后进行的调查）由其他学术团队组织，（ICPSR）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联
合数据库发布。少数选举后调查（特别是 1974年和 1981年选举后的调查）由媒体组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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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法国选举后调查规模要小一些，约 2000~2500人，之后逐渐

变为四千人。这足以支持我们得出关于长期演变的重要结论（尽管不一

定是逐年变化）。调查问卷非常详细，内含数十个关于社会人口特征的

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庭状况、教育（包括获得的最高学位）、职

业、宗教和收入（收入档次相对较多，通常约为 10~15档）等。从 1978

年开始，调查中设置了较为详细的财富和资产所有权信息，这对我们的

目的来说特别有意义（更多信息见 2.5）。更重要的是，最近在调查中

还设置了外国移民的信息（见 2.7）。 

调查通常在选举日之后的两周内进行。调查内容既包括关于当前选

举的投票行为问题，也包括关于前两三次选举投票行为的回顾性问题。

法国在 1958 年的调查中开始设置回顾性问题。我们关注当前选举的变

量，同样也核查使用回顾性变量得到的同一结果。13 

 
2.3  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政治分裂结构的演变 

 
本节描述法国政治分裂结构演变在性别和年龄群体中的具体表现。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许多新发现将在下一节分

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政治分裂逆转时得出。在观察不同学历和收入群

体的投票分裂之前，有必要了解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们投票方式的基本

情况。 

在性别方面，我认同政治学文献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即越来越

多的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倾向于支持左派。西欧和北美都发现了这种情

                                                                                                                                                                   
盟进行，似乎没有以微缩文件的形式保存下来（只有公布的表格）。 
13 回顾性问题通常有些偏差，相比观察到的比例和选举后一周的报道，有更多选民称投票
给了获胜者；但在社会经济差异方面没有偏差，也就是说，回顾变量中根据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区分的左右投票差距与当前变量中的差距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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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例如，Inglehart and Norris，2000；Edlund and Pande，2002）。14 我

注意到法国也出现了相同的投票倾向。例如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

女性投票给左翼政党的比例与男性投票给左翼政党的比例相差很大且

是负值，约为﹣15个百分点；在 1960年代、1970年代和 1980年代初，

这一差距的绝对值逐渐缩小。自 1980 年代末以来，这一差距值已趋于

零，即男女投票倾向大致相同了（见图~2.2a）。 
 

图~2.2a：1956~2017年法国不同性别选民投票结构：1980年代之前女性选票支持右翼政党 

 
图~2.2a至 2.2c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图~2.2a 至 2.2c 解读：1956 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各种左翼党派、绿
党和极左派）在女性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男性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5个百分点；在 2012
年，这一数值变成高 2个百分点。 

 

                                                        
14 Edlund和 Pande（2002年）将其研究结论与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和女性经济基础薄
弱联系起来。笔者从法国获得的结果与这一解释并不矛盾，但却暗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故

事，涉及到女性角色的意识形态冲突结构的转变（见下文）。 



 22 

图~2.2b：1956~2017年法国不同性别选民投票结构：1980年代之前女性选票支持右翼政党 

 
 

图~2.2c：1956~2017年法国不同性别选民投票结构：1980年代之前女性选票支持右翼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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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b展示了男女在同样年龄、家庭状况（单身与已婚∕同居）、

受教育程度（最高学历）、家庭收入状况和财富状况下投票倾向的差异。

可以看出，性别对于投票倾向影响相对较小（存在平衡力量）。然而，

如果考虑到宗教实践因素（我们从 1967 年开始观察），那么这种影响

就完全消失了（见图~2.2c）。也就是说，在 1960~1970 年代，法国女

性似乎比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的唯一原因是信奉天主教；在宗教

信仰和宗教实践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投票倾向与男性也大致相同。 

更准确地说，图~2.2b 至 2.2c（以及所有后续类似图）中显示出的

差异，来自以下形式的简单线性回归： 

leftit＝α＋βtXit＋YctCit＋εit  （E1） 

其中：leftit＝1（若为左翼政党投票），leftit＝0（若为右翼政党投票） 

Xit＝利益的解释变量（此处性别：女性Xit＝1，男性Xit＝0） 

Cit＝控制变量（此处包括年龄、家庭状况、收入、财富、宗教信仰）15 

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系数 βt仅等于图~2.2a 中所指出的选举

年 t中，女性和男性左翼投票数的差异（即 βt＝E［leftit＝1，Xit＝1］－

E［leftit＝1，Xit＝0］）。而一旦增加了控制变量，就会获得图~2.2b至

2.2c和其他类似图中所指出的系数 βt。 

在图~2.2a 至 2.2c（以及所有后续图）中指出的系数 βt，综合了所

有选举后调查和选举（使用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结果。实际上，这些

                                                        
15 在我的基线规范中，控制变量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我区分了五个不同的年龄组（18~24
岁、25~34 岁、35~49 岁、50~64 岁、65 岁以上），以及所有可用的教育、收入和财富的
值和等级。此外，我还介绍了就业状况（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或无工作者）。就宗教而

言，我区分了天主教信徒和非信徒（根据每月在教堂做礼拜的次数区分：多于一次或一次

没有）、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和其他宗教（详见下文 2.7）。我还进行了概率回归分析，
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考虑到用简单的线性概率回归分析更容易解释清楚这些系数，我将

重点放在后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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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来自 1956年、1958年、1962年、1967年、1973年、1978年、1986

年、1993年和 1997年的立法选举（该年无总统选举），以及 1965年、

1974年和 1995年的总统选举（该年无立法选举）和 1981年、1988年、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的选举（该年同时有立法选举和

总统选举；这里呈现这些年的总统选举系数 βt，但结果与立法选举系数

基本一致）。16 

在宗教一致的情况下性别效应消失，这一事实具有启发性，但并

非无可置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变得更加左倾的这一现象（我们在

美国和英国也发现了这一现象）涉及复杂的问题，超出了本文探讨的

范围。17 

在年龄方面，我利用法国的数据证实了一种普遍的直觉，即年轻选

民往往比年老选民更左倾。但是，年轻选民的党派倾向似乎很不稳定：

在 1970 年代，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选民（18~34 岁）和年老选民（65

岁及以上）之间的差距高达 30 个百分点（在 21 世纪初约为 20 个百分

点），而戴高乐、希拉克或萨科齐首次当选时，这一比例差距仅为 5~10

个百分点（见图~2.2d）。如果性别、家庭状况、教育、收入、财富和

宗教信仰等因素保持一致（见图~2.2f 至 2.2g），再比较不同年龄组

                                                        
16 这并不是说，在同一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左派和右派获得的选票数总是相
同的（尽管它们通常相当接近），而是说左派和右派在性别、年龄、教育、收入、财富等

方面的选票差值是相同的。对于 1973年、2002年和 2017年的总统选举（当时左翼政党在
第二轮中就已淘汰），我们用第一轮投票来选出左右派候选人（详见下文）。 
17 最难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前女性会有更强烈的宗教信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近几
十年的演变无疑与性别平等逐渐成为一个核心政治问题有关。而在 1950~1960年代，性别
平等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父权制、养家糊口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

保守主义和宗教言论能够更好地合理化传统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大多数女性到了抚养孩子

的年龄时就已做出了选择 — 或者被诱导去选择）。因此，女性有更高的宗教信仰和更强
烈的右翼倾向。当然，因果关系在这里可能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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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岁、35~64 岁和 65 岁以上）的党倾情况（见图~2.2e），同样

会发现强烈的时间差异。总的来说，在经历了长期的右翼政府执政后，

年轻选民似乎更倾向于左派，而在左翼政府执政后，他们左倾的程度要

弱得多（甚至完全不左倾）。美国和英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图~2.2d：1956~2017 年法国不同年龄群体的投票结构：年轻人倾向投票给左翼政党，

但并不稳定 

 
图~2.2d至 2.2g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 
图~2.2d至 2.2g解读：1956年，在 18~34岁的选民中左翼政党（SFIO-PS、PCF、Rad.
等）的得票率比在 65岁以上选民中的得票率高 12个百分点；在 2012年，这一数值为
高 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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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e：1956~2017 年法国不同年龄群体的投票结构：年轻人倾向投票给左翼政党，

但并不稳定 

 
 

图~2.2f：1956~2017 年法国不同年龄群体的投票结构：年轻人倾向投票给左翼政党，

但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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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g：1956~2017 年法国不同年龄群体的投票结构：年轻人倾向投票给左翼政党，

但并不稳定 

 
 

2.4  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根本逆转 
 
现在转向最重要发现 — 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根本性转变。在

1950~1960年代，选民学历越高越支持右派政党：教育发展水平越高，

右派选票就越多。在 2000~2010年代，我发现了完全相反的模式：选民

学历越高，左派政党选票就越多。这一根本性转变是在半个多世纪里循

序渐进完成的，而且看起来力量非常强劲。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观察这一长期逆转过程：大学毕业

生和非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差值。在 1950年代和 1960年代

初，这一差额很大，而且是负值，约为﹣20 个百分点。在 1960~1970

年代，这一差额的绝对值逐渐下降，在 1980年代趋于零。在 1990年代，

这一差额绝对值略有上升。在 2000~2010年代，该值则大幅上升，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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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距约为+10 个百分点（见图~2.3a）。1950~1960 年代和

2000~2010 年代的转变约为 3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教育和投票倾向之

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而巨大的改变。 
 

图~2.3a：1956~2017年，法国的左翼政党得票情况：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各种左翼党派、绿党和极左派）在
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在 2012年，
左翼政党的该数值为高 8个百分点。 

 

进而，我们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如果分别观察拥有小学、中

学和大学学历的选民，教育和左翼选票之间的关系在过去是统一单调下

倾，但现在已经变为单调上倾（见图~2.3b）。在 1950~1960 年代的历

次选举中，拥有小学文凭的选民比拥有中学文凭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左

派，而拥有中学文凭的选民比拥有大学文凭（含大学以上）的选民更倾

向于支持左派（见图~2.3c）。在 2000~2010 年间，情况正好相反：拥

有小学文凭的选民比拥有中学文凭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右派，而拥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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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凭的选民比拥有大学文凭（含大学以上）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右派

（见图~2.3d）。整体观察 1956~2017年间法国所有选举中的选民倾向，

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变有多深刻、意义有多深远（见图~2.3e）。 
 

图~2.3b：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法国左翼得票：逐次选举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等）在无学历（低于小学水平）的选
民当中获得了 57％的选票，在中学学历（Bac、Brevet 和 Bep 等）的选民当中获得了
54％的选票，在大学毕业生（更高级学历）当中获得了 37％的选票。在 2012年，左翼
政党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无学历选民当中获得了 47％的选票，在大学毕业生
当中获得了 57％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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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c：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法国左翼得票：逐次选举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等）在无学历（低于小学水平）的选
民当中获得了 57％的选票，在中学学历（Bac、Brevet 和 Bep 等）的选民当中获得了
54％的选票，在大学毕业生（更高级学历）当中获得了 37％的选票。 
 

图~2.3d：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法国左翼得票：逐次选举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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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12 年，左翼政党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无学历选民当中获得了 47％的
选票，在中学学历（Bac、Brevet 和 Bep 等）的选民当中获得 50％的选票，在大学毕
业生当中获得了 57％的选票。 
 

图~2.3e：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法国左翼得票：逐次选举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等）在无学历（低于小学水平）的选
民当中获得了 57％的选票，在中学学历（Bac、Brevet 和 Bep 等）的选民当中获得了
54％的选票，在大学毕业生（更高级学历）当中获得了 37％的选票。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大学毕业生。在 1970年代，

高学历选民（特别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即接受重点高等教育的学生，而

不是接受短期和∕或非重点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低学历选民更倾向于支

持右派。在 2000~2010年间，情况正好相反：选民学历越高，左派选票

就越多（见图~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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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f：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法国左翼得票：短期和长期的高等教育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政党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无学历选民当中获得了 47％的
选票，在中学学历（Bac、Brevet 和Bep 等）的选民当中获得 50％的选票，在短期高等
教育学历的选民当中获得了 53％的选票，在长期高等教育学历的选民当中获得了 59％
的选票。注：1973~1978年，短期高等教育＝大学，长期高等教育＝精英学校。1986~2012
年，短期高等教育＝bac＋2，长期高等教育＝bac＋3或更多。 

 

最后，既便纳入控制变量来观察，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逆转也

呈高度稳健状态，这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意义重大（见图~2.3g）。一

般来说，纳入控制变量会影响简易教育梯度指标下的投票状况（即大学

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投票比例的差值），但不会影响趋势。例如，纳

入性别和年龄控制变量会将支持左派的教育梯度向下推：因为年轻群体

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所以更支持左派。然而，这种影响相对整个教育

梯度来说是轻微的，且由于年龄效应一直存在（如我们早先注意到的，

波动较大，但没有长期趋势），故不会影响趋势（见图~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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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g：1956~2017年法国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等）在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
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8个百分点。 
 

图~2.3h：1956~2017年法国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图~2.3h至 2.3j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图~2.3h 至 2.3j 解读：1956 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等）在大学学历选民
中的得票率，比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8个百分点。引入控制变量不会影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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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纳入收入和财富变量会将支持左派的教育梯度向上推：因为

高收入和∕或高财富的个人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右倾（见下文）。

然而，这种影响相对整个教育梯度而言仍然不大，而且最重要的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大致保持不变，因此纳入收入和财富变量同样

不会影响这一趋势（见图~2.3i）。如果把父亲的职业作为变量考虑进去

结论也同样（见图~2.3j）。我还把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等（在这些

变量可用的情况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考察，发现趋势均未受到影响。 

从代际视角来看，过去半个世纪里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幅上升。在

1956年，72％的选民持有小学文凭，23％持有中学文凭，只有 5％持有

大学文凭；到 2012年，仅 18％的选民持有小学文凭，56％持有中学文

凭，26％持有大学文凭（其中高级学位选民占 16％）（见上图~2.3b）。

换句话说，当我们观察 2000~2010年间每位选民的父母和祖父母时，几

乎所有父母或祖父母都持有小学（有的是中学）文凭。当把家庭背景纳

入变量考察之后，高学历家庭的子女更倾向于支持左派，其他家庭的子

女则支持右派。 
 

图~2.3i：1956~2017年法国的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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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j：1956~2017年法国的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为了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政治分裂结构演变，我还评估了占

10％的高学历选民与其他 90％的相对低学历选民中，支持左派选民的

占比差值的演变（假设教育十分位数是给定年份内保持不变，并且每个

教育年内左派的投票数保持不变，然后计算每个分位数的平均投票比

例）。结果发现在纳入控制变量前后长期趋势仍旧相同（见图~2.3k）。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观察到教育梯度和左派的关系完全逆转（从单调

递减到单调递增），这可能是衡量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政治分裂随时

间变化最有意义的方式（也是比较不同收入和财富群体政治分裂的最佳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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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k：1956~2017年法国的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左翼政党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
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9个百分点。引入控制变量不
会影响趋势。 

 

政治学文献中对于这种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逆转提出了一种

解释，即“普世价值观”和移民分裂的兴起（Bornshier，2010）。不幸

的是（或者幸运的是），在 1986~1988年之前法国的选举后调查中，没

有问及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当然，这些态度问题现在也很不完善。我于

是将移民问题纳入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高学历选民的左倾系数有所

降低（正如预期的那样），但较为轻微，未影响趋势（见图~2.3l）。无

疑，这一解释毫无说服力，很难从中得出任何有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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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l：1986~2017年法国的左翼选票：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年，左翼政党（SFIO-PS、PCF、Rad.等）在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
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8个百分点。引
入控制变量不会影响趋势。 

 
2.5  不同收入或财富群体政治分裂的稳定和衰减 
 
本节讨论收入和财富分裂的后果。描述社会左右分裂的一个最简单

视角是穷人和富人：穷人投票支持左派，富人投票支持右派。然而，正

如在引言中所强调的，实证证据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如果从选民收入百

分位数角度观察 1956~2017年间法国的左翼选票情况，就会发现收入分

配处于底部 90％的那部分选民支持左派的曲线相对平稳，只是在收入

最高的 10％的群体中（尤其是收入最高的 5％和 1％群体中）才能看到

左翼选票明显降低（见图~2.4a）。现实中存在一些平衡因素削弱了底

层 90％人群中对左派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许多个体经营者（比如法国

大量存在的小农）收入相对较低，不太倾向于投票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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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左派（左派倾向于保护工薪阶层和主张生产工具集体化，个体生产

者通常不太喜欢这样）。这再次证明不平等与政治分裂关系的多重性。 
 

图~2.4a：1958~2012年，依收入等级划分的法国左翼选票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78年，左翼政党（PS、PCF、Rad.等）在收入最低的 10％选民中获得 46％的
选票，在收入最高的 10％选民中获得 40％的选票，在收入最高的 1％选民中获得 17％
的选票。总的来说，依收入等级划分的左翼选票曲线，在底层 90％的选民范围内相对
平坦，而在顶层 10％的选民范围内大幅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阶段。 

 

如果我们从财富百分位数角度（而不是收入百分位数）来观察左翼

选票的情况，那么就会发现一条更陡峭的曲线：在财富较少的 10％选

民中，左翼选票的百分比远高于财富居中的选民，而后者支持左派的比

例要远高于财富最多的 10％选民（见图~2.4b）。这个更陡峭的曲线说

明一个事实：即历史上经济不平等导致的政治冲突更多是财产导致的冲

突，而非收入本身造成的冲突。18 这还表明，掌握关于财富和资产所有
                                                        
18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如上所述，法国选举后调查发现，个体经营者
更多地支持右派。但是，即使按照财富百分位数来观察的同一就业状况群体（工薪阶层、

个体经营者、无工作者），投票曲线同样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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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信息对分析政治分裂至关重要。1978年后，法

国选举后调查中可用的财富变量并不完善，并且可能低估了财富分化的

陡峭程度，尽管如此，还是清楚表明了财富比收入更能决定投票态度。19 

据我所知，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以前的研究中还没有获得过证实。20 
 

图~2.4b：1974~2012年，依财富等级划分的左翼选票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78年，左翼政党（PS、PCF、Rad.等）在财富最低的 10％选民中获得 69％的

                                                        
19 一般来说，图~2.4a 至 2.4b 中呈现的结果（以及随后关于收入和财富十分位数的结果）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每个收入和财富等级中的选民都包含固定的左右翼投票比例。这相当

于忽略了等级内选票比例变化，因此低估了不同收入和财富群体的总体分化状况。此外，

在大多数年份，我们只观察了财富中资产所有权的类别变量（大约 5~10 个资产种类），

由此构建了一个综合财富指数和十分位数指标。我们在 2007年观察到了明显的财富等级，
由此可以核查这两种方法是否提供一致的结果。但通过比较看到，财富指数方法相比财富

等级方法往往低估了顶部分化状况。 
20 许多论文使用了法国可用财富变量和其他调查来分析资产所有权（尤其是“高风险”生
意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对右翼选票的积极影响。例如，请参阅 Foucault，Nadeau and 
Lewis-Beck（2013），Foucault（2017）and Persson and Martinsson（2016）。据我所知，这
些作品并没有明确比较收入和财富的影响程度。关于 1978年法国选举后调查和财富变量的
引入（这是一个公认的创新之举），请参阅Capdevielle等人（1981）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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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在财富最高的 10％选民中获得 23％的选票，在财富最高的 1％选民中获得 13％
的选票。总的来说，依财富等级划分的左翼选票曲线自始至终都在大幅下降，尤其是

在这一时期开始阶段。 
 

现在观察随着时间推移不同收入和财富梯度对左翼选票影响的演

变。从图~2.4a和图~2.4b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开始阶段（1950~1980

年代），曲线的陡峭度似乎特别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小，在收入

和财富分配最高的选民中尤其如此。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一问题，有必要

设置一个单纯的陡峭度指标，即收入最高的 10％选民与其他 90％选民

中投票给左翼的比例之间的差值（以及财富最高的 10％和其他 90％选

民之间的相应差值）。图~2.4c和图~2.4d呈现了这一结果。下面我进行

分析。 
 

图~2.4c：法国高收入选民的投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收入最高的 10％选民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比例一直少
于其他 90％的选民的比例。（2017年除外，因为难以对中立派投票进行分类，所以我
用了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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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d：法国高财富选民的投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财富最多的 10％选民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比例一直少
于其他 90％的选民的比例。（2017年除外，因为难以对中立派投票进行分类，所以我
用了虚线）。 

 

首先，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收入梯度对左翼选票的影响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明显缩减：从 1950~1980 年代，收入最高的 10％选民和

收入较低的90％选民之间的左翼投票差值一度在﹣10和﹣15个百分点

左右；从 2000~2010年，两者之间的差值逐渐缩减为大约﹣5个百分点

（见图~2.4c）。然而，当把教育纳入控制变量后，在这期间该差值缩

减状况似乎不太明显。这是教育发展状况所致：高等教育和高收入往往

正相关；在这一阶段前期，高等教育发展导致右翼选票大幅增加，因此

教育变量削弱了高收入对右翼选票的影响；相反，在这一阶段后期，高

等教育发展导致了右翼选票减少，因此强化了收入对右翼选票的影响。

在引入教育控制变量后，在 1958~1962年和 2007~2012年间，收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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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和收入较低的 90％选民之间的左翼选票比例差值相对接近，即

约为﹣10个百分点，因此很难说这一时期上述差值在真正缩减。 

其次，解读 2017 年的结论时应该非常谨慎（我会用虚线表示）。

如果没有控制变量，2017 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支持左翼的比例差值略

微为正，这意味着收入最高的 10％选民比收入底端的 90％选民更愿意

支持“左翼”。然而，在引入控制变量后，该差值回归到零（略接近负

值）左右（见图~2.4c）。最重要的是，当前还不清楚是否应该把 2017

年的选举视为异常还是新常态。根据图~2.4c所示的关于 2017年不同收

入群体政治分裂的结论（以及我们在前面关于 2017 年性别、年龄和教

育导致政治分裂的小节中得出的结论），我确定了 2017 年第一轮总统

选举左翼与右翼的投票情况：“左翼”选票包括梅郎雄∕哈蒙（Mélenchon

∕Hamon）（28％）和马克龙（Macron）（24％）的投票，总计 52％；

“右翼”选票包括菲永（Fillon）（22％）和勒庞∕杜邦~埃尼昂（et Le 

Pen∕Dupont-Aignan）（26％）的投票，总计 48％。这样划定“左翼”

和“右翼”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大多数选民（当被问及政党和候选人

左~右划分时）将马克龙放在菲永∕勒庞∕杜邦的左边，而且这种划分

将全体选民大致分成两部分。当然，这种左右翼的划分不稳定且随意，

似乎将法国 2017 年大选视为二维四分选举的原型更好一点（见下文

2.7；特别参见表~2.1）。如果我们只把第一轮梅郎雄∕哈蒙的总统选票

作为“左翼”选票（和∕或者左翼立法选票，不包括执政党共和国前进

党与民主运动党联盟），那么收入最高的 10％和收入底端 90％的选民

之间的左翼选票差值在 2017年将会是负数（大致与 2012年持平：加入

控制变量前是﹣10％，加入控制变量后是﹣5％）。21 而且，如果我们

                                                        
21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把梅郎雄~哈蒙的选票视为左翼选票（而不是梅郎雄~哈蒙~马克龙），
不同教育群体分裂的结果几乎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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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第一轮马克龙总统的选票（共和国前进党与民主运动党联盟获得的

选票）中收入最高的 10％和收入底端的 90％选民之间的差值，就会发现

它们是正数（加入控制变量前是+15个百分点，加入后是+10个百分点）。 

最后，如果我们观察不同财富群体支持左翼政党比例的演变，还会

发现最富有的 10％和其他 90％选民之间的左翼选票比例差值有所缩

减，然而我们一旦引入控制变量，这种缩减就不再那么明显了（见图

~2.4d）。但整体看来，财富对投票的影响大于收入：撇开 2017年不谈，

在引入控制变量之后，处于财富高端 10％和处于财富低端 90％的选民

之间的左翼选票比例差值通常是﹣20~﹣15个百分点，而收入方面的这

一差值为﹣10个百分点左右（见图~2.4c至 2.4d）。22 多次选举表明这

两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高财富比高收入更有助于右翼

选票增加。 

 
2.6  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大逆转？ 

 
结合教育和收入∕财富影响政治分裂结构演变的结论，我得出了主

要发现。在图~2.5a至 2.5b中，我比较了引入控制变量前后大学毕业生

和非大学毕业生中投票支持左翼的比例之间的差值，以及收入最高的

10％和其他 90％的选民中的同一差值。在图~2.5c至 2.5d中，我比较了

引入控制变量前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和其他 90％的选民中投票支

持左翼的比例之间的差值，以及收入最高的 10％和其他 90％的选民中

投票支持左翼的比例之间的差值。 
 

                                                        
22 2017年，不同财富群体左翼选票差值的绝对值有所下降（尽管仍为负值），这主要根源
于支持马克龙（Macron）的富裕选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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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a：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2.5a至 2.5j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图~2.5a至 2.5j解读：左翼选票过去常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选民相关，现在
逐渐与高学历选民相关，形成一个“多元精英”政党体系（教育~财富）；将来左翼选
票也有可能与高收入选民相关，从而导致政党体制发生大逆转或者彻底改组。 
 

图~2.5b：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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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c：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2.5d：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结论很清晰：我们已经逐渐从阶级性政党体制转变为“多元精英”

政党体制。早在 1950~1960年代，政党制度是按照阶级划分的：低学历

和低收入选民往往投票支持左翼政党，而高学历和高收入的选民往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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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支持右翼政党。之后，高学历选民开始逐渐转向支持左翼政党，到

2000~2010年，形成了高学历选民支持“左翼”而高收入选民支持“右

翼”政党的格局。 

这个转变根源于哪里，是否是一种稳定的平衡态，这是我在本文中

无法彻底回答的难题。从长远来看，高学历可以带来高收入，在这个意

义上，人们可能会认为“多元精英”政党体制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也

就是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在未来，收入最高的 10％和其他 90％选民

之间的左翼选票占比差值是正值，就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和其他

90％的选民之间的左翼选票占比差值一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导致

政党体制的彻底重建：过去低收入和低学历选民支持的左翼政党，现在

受到高收入、高学历选民支持；而过去高收入、高学历选民支持的“右

翼”现在受到更多低收入、低学历选民支持。实际上，这种政党体制与

1950~1960 年代的左翼右翼政党体系没有任何关联，或许把它描述为

“全球主义者”（高收入、高学历）和“本土主义者”（低收入、低学

历）之间的对立更为合适。这大概就是新的政治参与者 — 例如 2017

年总统选举期间的马克龙和勒庞 — 倾向于描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核

心政治分裂方式（事实上，2017 年第二轮法国总统大选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23 

然而，尚不清楚当前政党体系是否会发生彻底重建。我们还可以发

现支持“多元精英”政党体系稳定的一些力量，比如财富效应。在图~2.5e

至 2.5j中，我比较了处于教育、收入和财富顶部和底部选民的左翼选票

占比差值的变化。教育方面差值为正（即高学历选民现在强烈支持“左

翼”），财富方面差值仍然为负（即高财富类型选民仍然强烈支持“右

                                                        
23 这种“全球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 1992年和 2005年法国关于欧洲的
公民投票中早有体现（以及在许多关于欧洲的议会投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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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而收入方面的差值则介于两者之间，并且保持负值。这反映了

这样一个事实：收入是由教育（人力资本）、财富（非人力资本）和其

他因素共同决定的。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家庭和个人专注

于教育积累，而另一些家庭和个人则专注于财富积累，“多元精英”政

党体系因此得以存在。24 此外，一些高学历精英也许会自愿选择收入

回报不如高收入和高财富精英的职业。我后面会在证明美国和英国的政

治分裂演变（第 3~4章），以及描述不平等和政治分裂的多维模型时（第

5章），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图~2.5e：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24 请注意，教育、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关系结构 — 正如在选举后调查中所评估的那样 — 
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稳定，至少是非常接近稳定。也就是说，在 1958~2017年期间，
收入和教育之间的相关性稳定在 0.3~0.35左右，而收入~财富相关性稳定在 0.2~0.3左右，
以及教育~财富相关性稳定在 0.1~0.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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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f：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注：细线表示 90％的可信区间。 
 

图~2.5g：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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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h：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2.5i：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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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j：1956~2017年法国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2.7  不同宗教和出身群体政治分裂的转型 
 
现在谈谈宗教和出身导致政治分裂的演变。从 1967 年（选举后调

查中首次提出有关宗教活动的问题）到 2017 年，法国按宗教划分的选

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称“天主教徒”的选民比例从 91％下降到

55％，自称“无宗教信仰”的选民比例从 6％上升到 35％，自称“其他

宗教信仰”的选民比例从 3％上升到 10％（见图~2.6a）。在“天主教”

中，自称为“天主教徒”每月至少去教堂一次的人比例从25％下降到6％，

而不做礼拜的教徒从 66％下降到 49％。在“其他宗教”中，伊斯兰教

从不到 1％上升到 5％，而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其他宗教从 3％上

升到 5％。尽管穆斯林选民仍占少数，但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

少数群体（在规模上与做礼拜的天主教徒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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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无宗教信仰选民和天主教选民之间存在强烈而持久的

左~右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分裂有所缩减，但仍巨大且显著（见

图~2.6b 至 2.6c）。天主教选民往往比无宗教信仰选民年龄更大，收入

更高并且财富更多，这是他们支持右翼政党的部分原因。但是即使在把

所有可观察到的特征都纳入控制变量之中后，做礼拜的天主教徒仍会更

倾向投票给右翼，而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的人）更多地投票给左翼（见

图~2.6d）。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影响的程度有所下降，但近年

来两者之间投票支持左翼占比的差值仍有 10~20个百分点左右，甚至比

教育、收入或财富的影响更高。 
 

图~2.6a：依宗教信仰划分的法国选民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67~2012年，自称“做礼拜的天主教徒”（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选民比例
从 25％下降到 6％，不做礼拜的天主教徒的选民比例从 66％下降到 49％，无宗教信仰
的选民比例从 6％上升到 35％，其他宗教信仰（新教、犹太教、佛教等，除了伊斯兰
教）的选民比例从 3％上升到 5％，自称伊斯兰教信徒的选民比例从零上升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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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b：1967~2012年，法国依宗教信仰划分的左翼选票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自称做礼拜的天主教徒选民当中获
得 38％的选票，在不做礼拜的天主教徒选民当中获得 42％的选票，在自称无宗教信仰
的选民当中获得 64％的选票。 
 

图~2.6c：1956~2017年法国的政治冲突：非信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持久且强烈的政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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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我们发现，非宗教人士（自称无宗教信仰，投票支持左翼政党）和做礼拜的天

主教徒（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之间存在强烈且持久的政治分裂，细线表示 90％的可信
区间。 
 

图~2.6d：1956~2017年法国的政治冲突：非信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持久且强烈的政治分裂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我们发现，非宗教人士（自称无宗教信仰，投票支持左翼政党）和做礼拜的天

主教徒（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之间存在强烈且持久的政治分裂。 
 

那么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如何呢？在 1978 年之前，选

举后调查中并没有把伊斯兰教从其他宗教中独立出来。在 1988 年和

1995年，穆斯林选民约占全体选民的 1％，投票倾向相比天主教选民更

偏左倾，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占比与无宗教信仰选民相当（见图~2.6e）。

从 1997~2012年，穆斯林选民在全体选民中的比例从1％逐渐上升到 5％，

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比例上升到更高水平，大约在 80~90％之间（见图

~2.6f）。尽管观察的样本有限，但从统计学上看，穆斯林选民投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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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翼这一事实具有高度显著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显著

（见图~2.6g 至 2.6h）。穆斯林选民往往比其他选民更年轻，收入和财

富更少，这是他们左倾的部分原因。然而，所有解释变量加在一起也只

能解释穆斯林选民偏爱左翼的小部分原因：在引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后，

穆斯林选民和非穆斯林选民投票支持左翼的占比差值大约为 30~40 个

百分点（见图~2.6i）。这远远大于我们迄今为止研究的所有其他效应（性

别、年龄、教育、收入或财富）。 

考虑到法国历史上无神论者一直是左翼政党的重要支持者（现在仍

然如此），穆斯林选民强烈支持左翼政党似乎令人惊讶，因为穆斯林选

民的家庭价值观（尤其是针对女性角色和同性恋的）与无神论者的家庭

价值观相差甚远。这表明在政治冲突的其他维度中存在更强的影响因

素：据推测，这大概与穆斯林选民认为右翼政党对他们怀有敌意，而左

翼政党更具同情心有关。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够把穆斯林宗教和外国移民对投票倾向的影

响区分出来（这很可能对种族歧视产生影响）。但很遗憾，在 2007 年

之前，选举后调查中没有详细设置关于家庭来自哪里的问题，我们难以

对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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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e：法国依宗教信仰划分的左翼选票：伊斯兰教的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95 年，左翼政党（PS、PCF、Rad.等）在做礼拜的天主教徒选民当中获得 19％
的选票，在不做礼拜的天主教徒当中获得 45％的选票，在自称其他宗教信仰（新教、
犹太教、佛教等，除了伊斯兰教）的选民当中获得 50％的选票，在无宗教信仰的选民
当中获得 73％的选票，在穆斯林选民当中获得 84％的选票。1973~1978年，伊斯兰教
被归类到“其他宗教信仰”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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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f：法国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中的左翼选票：伊斯兰教的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做礼拜的天主教徒选民当中获
得 38％的选票，在不做礼拜的天主教徒当中获得 42％的选票，在其他宗教信仰（新教、
犹太教、佛教等，除了伊斯兰教）的选民当中获得 52％的选票，在无宗教信仰的选民
当中获得 64％的选票，在穆斯林选民当中获得 91％的选票。1973~1978年，伊斯兰教
被归类到“其他宗教信仰”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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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g：1986~2012年法国政治冲突：穆斯林倾向于投票支持左翼政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穆斯林选民当中获得选票的百
分比，高于其他选民选票百分比 42个百分点。 
 

图~2.6h：1986~2012年法国政治冲突：穆斯林倾向于投票支持左翼政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穆斯林选民当中获得选票的百
分比，高于其他选民选票百分比 42个百分点。细线表示 90％的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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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i：1986~2012年法国政治冲突：穆斯林倾向于投票支持左翼政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穆斯林选民当中获得选票的百
分比，高于其他选民选票百分比 42个百分点。在引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
财富和父亲职业控制变量之后，差距下降到 38个百分点。 

 

图~2.6j显示了 2007~2012年有关外国移民的数据。2012年，72％

的法国选民称没有外国的祖父母，19％的人称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来自

另一个欧洲国家（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9％的人称祖

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地区和撒哈

拉以南非洲）。前两部分选民的投票倾向完全一样（2012 年，两个群

体的左翼支持率均为 49％，而全部选民的左翼支持率为 52％），而第

三部分选民大多投票支持左翼（77％）。 

如果把影响选票的所有解释因素结合起来，包括社会经济因素（性

别、年龄、教育、收入、财富）和宗教∕出身，我们发现穆斯林选民的

外国血统因素并不支持他们的亲左翼态度。更准确地说，在 2012 年，

纳入社会经济控制变量后，穆斯林群体支持左翼选票占比和非穆斯林群



 59 

体支持左翼选票占比差值从+42％降至+38％，再将出身因素纳入控制

变量之中，该差值进一步降为+26％（见图~2.6k）。换句话说，除了性

别、年龄、教育、收入、财富和原籍（例如北非）之外，穆斯林身份认

同和左翼选票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关联。一种很自然的解释是，与同样

来自北非、但不自称为穆斯林的选民相比，穆斯林选民感受到了来自右

翼政党的一种针对性的强烈敌意（也感受到来自左翼政党的一种强烈的

同情）。25 然而，由于缺乏较为详细的数据（更多的观察和问题，以

及关于原籍国的长期历史序列），很难再展开进一步讨论。 
 

图~2.6j：2007~2012年法国依民族血统划分的左翼选票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无外国血统（无外国祖父或祖母）
的选民当中获得 49％的选票，在有欧洲国家血统（事实上主要是西班牙、意大利、葡
萄牙等）的选民当中获得 49％的选票，在有非欧洲国家血统（事实上主要是马格里布、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选民当中获得 77％的选票。 
 

                                                        
25 有证据表明法国存在特定的反穆斯林劳动市场歧视（Valfort，2017），因此这种解释似
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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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k：2007~2012年法国穆斯林选民投票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2 年，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Hollande）在穆斯林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在
其他选民中的得票率高 42个百分点。在引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财富和父
亲职业控制变量之后，差距下降到高 38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再引入外国血统控制变量
以后，差值则降到高 26个百分点（地区分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其他欧洲国
家、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其他非欧洲国家）。 

 
2.8  法国的二维四分型政治分裂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直接调查证据来说明法国移民问题引发的政治

分裂强度。从 1988 年开始，法国选举后调查系统性地询问选民是否认

为移民过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移民过多的选民比例现实中已经有

所下降：在 1980~19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高达 70~75％（只有 25~30％

的选民认为移民不多），到 2007~2012 年间下降到 50％左右，2017 年

有所反弹仅略高于 55％（见图~2.6l）。然而，移民问题导致的政治分

裂强度现实中有所增加：认为移民不太多的选民和认为移民太多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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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左翼投票差值一直很大而且为正（大约 30~40个百分点，大于除穆

斯林效应以外的任何其他效应），而且，从 1980~2010年代，无论是否

引入控制变量，这一差值似乎都在增加，尽管是以相对不规则的方式（见

图~2.6m）。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问题似乎变得更具分歧

性：认为是否有太多移民的人口几乎对半开，但两类选民之间的投票分

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图~2.6l：法国的政治冲突和移民分裂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陈述：1986 年，72％的选民认为法国移民太多了（28％的选民认为法国移民不多）；
2017年，56％的选民认为法国有太多移民了（44％的选民认为法国移民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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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m：法国的政治冲突和移民分裂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88 年，左翼政党在认为法国移民不多的选民当中的得票率，高于认为法国移
民太多的选民当中的得票率 31个百分点；2012年，两者之间的差值升为 40个百分点。 

 

我将在第 5章提出关于不平等和再分配的二维模型（即支持移民∕

反对移民群体的政治分裂与支持再分配∕反对再分配群体的政治分裂）

时再讨论这个话题。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注意到当法国选民被问及是

否需要进一步实施从富人向穷人转移的再分配以确保社会公正时，全体

选民被分成规模相当的两部分：在 2017 年，回应我们应该降低不平等

的选民比例为 52％（2002~2012年约为 55~60％；参见图~2.6n）。26 然

而有趣的是，支持移民∕反对移民的那一半和支持穷人∕支持富人的那

一半几乎是完全不相关的，也就是说，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可

以获得四个规模相当的部分，特别是在 2012~2017年期间（见图~2.6o）。 
                                                        
26 贫富问题故意用相当激进方式的表述，即：“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需要向富人索取，
向穷人施舍。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移民问题也是如此（“法国的移民太多了。你同意

还是不同意？”），我将答案“完全同意”∕“有点同意”和“完全不同意”∕“有点不

同意”组合在一起，排除了不作答的个体（不到 5％）。 



 63 

图~2.6n：法国的政治冲突和不平等分裂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陈述：2002 年，63％的选民认为我们应该缩小法国的贫富差距（37％的选民认为我们
不应该缩小法国的贫富差距）；2017 年，52％选民认为我们应该缩小法国的贫富差距
（48％的选民认为我们不应该缩小法国的贫富差距）。 
 

图~2.6o：二维政治冲突和四分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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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2002~2017年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7 年，21％的选民是“国际主义者 — 平等主义者”（他们认为移民人数不
多，并且我们应该减少贫富差距）；26％是“本土主义者 — 不平等主义者”（他们
认为移民人数太多，我们不应该缩小贫富差距）；23％是“国际主义者 — 不平等主
义者”，以及 30％是“本土主义者 — 平等主义者”。 

 

这四个部分可标记为国际主义者 — 平等主义者（支持移民、支持

穷人）；国际主义者 — 不平等主义者（支持移民、支持富人）；本土

主义者 — 不平等主义者（反移民、支持富人）；本土主义者 — 平等

主义者（反移民、支持穷人）。在 2002 年，国际主义者 — 不平等主

义者人数远不足全体选民的四分之一（只有 12％），但它增长最快（2007

年增至 23％）。遗憾的是，在 2002年之前并没有这样询问贫富问题（在

1988年之前根本就没提及移民问题），所以不能进行长期一致的分析。 

有意思的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与选民的这种四分法完全契合，

似乎就是二维四分型政治的完美证明。在第一轮选举中，全体选民被分

成四个规模大致相等的群体（见表~2.1）：28％的选票投给“左翼”候

选人梅朗雄∕哈蒙（恰好是最支持移民和穷人的选民）；24％的选票投

给了“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这些选民也支持移民，尽管他们也支持

富人）；22％的选票投给了“右翼”候选人菲永（反移民和支持富人的

选民）；26％的选票投给了“极右”候选人勒庞∕杜邦~埃尼昂（这些

选民最反对移民，他们也支持穷人）。在分析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后，

我将在第 5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探讨它与教育和收入分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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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法国 2017年的二维政治冲突：将选民分为四类 

2017年总统大选 
（第一轮） 

 
梅朗雄∕哈蒙 
（左派） 

马克龙 
（中间派） 

菲永 
（右派） 

勒庞∕ 

杜邦~埃尼昂
（极右派） 

100％ 28％ 24％ 22％ 26％ 

“法国有太多移民了” 
（赞成人数占比） 

56％ 32％ 39％ 62％ 91％ 

“为了促成社会公正，我们

需要‘劫富济贫’” 
（赞成人数占比） 

51％ 67％ 46％ 27％ 61％ 

大学学历（百分比） 33％ 39％ 41％ 36％ 16％ 

每月收入大于 4000欧元
（百分比） 

15％ 9％ 20％ 26％ 8％ 

国际主义者 — 平等主义
者（支持移民、支持穷人） 

21％ 58％ 28％ 9％ 5％ 

国际主义者 — 不平等主
义者（支持移民，支持富人） 

23％ 26％ 38％ 30％ 6％ 

本土主义者 — 不平等主
义者（反对移民，支持富人） 

26％ 12％ 16％ 37％ 35％ 

本土主义者 — 平等主义
者（反对移民，支持穷人） 

30％ 19％ 16％ 14％ 51％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2017年法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7年，28％的第一轮选民投票给梅朗雄∕哈蒙，他们当中有 32％的人认为法
国移民过多（所有选民中有 56％）；21％的第一轮选民是“国际主义者 — 平等主义
者”（他们认为移民不多，我们应该重新分配穷人与富人的财富），他们当中有 58％
的人支持“左翼政党”候选人。 
注：阿尔托∕普图（2％）和阿瑟留∕舍米那德∕拉萨尔（2％）的选票（分别）给了
梅朗雄∕哈蒙和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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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美国政治分裂的演变 
 
本章详细介绍美国政治分裂结构的演变。首先是简要介绍

1948~2016年间美国政党和民众投票的演变（3.1）以及美国的选举后调

查（3.2）。然后介绍性别和年龄（3.3）带来的政治分裂，教育（3.4）、

收入和财富（3.5）带来的政治分裂，接着介绍“多元精英”政党体制

（3.6）。最后是种族和移民导致的结果（3.7）。在所有这些维度上，

我都会强调指出美法两国间政治分裂的异同。 

 

3.1  美国政党和选举结果的演变（1948~2016） 
 

美国政党体制（民主党与共和党）是当前两党制的最佳范例。它比

法国政党制度简单得多，也比欧洲（包括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

数政党制度要简单得多。尽管它在形式上简单，对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

许多观察人士来说，美国政党制度仍然有些奇特和神秘：民主党，作为

19世纪一个支持奴隶制的政党，怎么会在 20世纪逐渐演变成为支持新

政和进步的党？在本文中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较好地理解民主党演

变的历史轨迹将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分析 21 世纪欧洲、北美和其他地区

出现的多维政治分裂的演变。 

美国政党制度形式上简单，但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主要

政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大量新党派的不断创建没有解决

这些分歧（正如法国那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歧不存在：它们往往

采取不同的形式，并借助不同的制度程序来进行区别，如派系和初选。 

我主要关注选民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而不是国会选举）的投票倾向，

因为该选举通常以国家事务为核心，并且所有选民都面对同样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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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纲领。图~3.1a是 1948~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民众投票份额。

可以看出，第三方候选人获得的选票份额通常非常小，除了华莱士在

1968 年获得 14％的选票和佩罗在 1992 年和 1996 年分别获得 20％和

10％的选票之外，其他年份所有第三方候选人往往获取合计不到 10％

的选票。如果我们只关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选票份额，将获得如图

~3.1b 所示的序列。两党所得选票通常接近 50 比 50，非常像法国总统

选举第二轮的情况，尽管有时相差比较大（高达 60比 40）。接下来我

将主要关注民众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投票倾向（不包括第三方投票），

因为第一我最感兴趣的是长期演变，第二我的主要目的是和法英两国的

左翼与右翼投票模式相比较。 
 

图~3.1a：1948~2016年美国政治冲突：总统选举 

 
1948~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共和党和其他候选人所获选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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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b：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民主党VS共和党 

 
1948~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共和党候选人所获选票百分比（其他候选人除外）。 

 
3.2  数据来源：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 

 
美国的选举后调查由来已久。主要有两个系列的调查：ANES系列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和 NEP 系列（国家投票后民意调查）。这两个

系列各有优缺点，因此我会使用这两个系列的数据。 

在 1948~2016年间，美国每次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以及每次中期国

会选举之后），都会组织进行ANES调查。调查由一个学术团体运营，

调查结果的微缩文件也很容易获得。本文主要使用 ANES 调查，因为

它们提供了目前最长的可用一致序列。早期调查中他们的样本数量相对

有限（约 1~2千份观察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在最近的调

查中高达 4~5千份观察结果）。ANES调查包括关于性别、年龄、教育、

职业、收入、宗教、种族等的数十个问题。遗憾的是，相比法国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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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调查，ANES没有详细设置有关财富和资产所有权的问题。 

在 1972~2016年间，每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以及大多数国会选举

之后）都会由一个媒体组织联盟（包括 CBS、CNN、NYT 等）进行

NEP 系列调查。该调查不像 ANES 文件那么容易获得，而且没有覆盖

到 1972年以前，调查问卷也相对简单，变量更少，27 收入问题所包含

的收入等级也更少（NEP 调查通常只有 5~10 个等级，ANES 有 15~20

或更多等级），因此包含的信息较少。28 NEP 同样也不包括财富信息

（与 ANES 一样），其唯一的优势就是样本量更大（在最近的选举中

高达 2~2.5万个观察量）。因此，NEP文件可以用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支持多年来和多种变量下的ANES调查结果。 

 
3.3  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 

 
首先是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再次强调，美国与法

国的情况类似，这一部分并无新发现。实质性的新发现始于下一节教育

发展导致政治分裂的逆转。 

在性别方面，我验证了以前的研究结果，即在过去的 50~60年间，

女性逐渐从右翼转向左翼（见图~3.2a）。这一演变和法国的情况非常

相似，然而程度有所不同：美国女性最初是温和的右翼（亲共和党），

                                                        
27 NEP是国家投票后民意调查（即在投票站外进行），ANES是选举后调查（即在选举后
的几天内对个人进行采访，通常是在两周内，这样就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问卷调查）。我

通过罗普中心（Roper Center）的（ropercenter.cornell.edu）网站访问了NES文件。罗普中
心还存档了自 1935年以来定期在美国组织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并且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包括比ANES调查更详细的变量信息（例如，盖洛普早期调查中关于种族态度的最
新信息见Kuziemko和Washington（2018）；见下文第 3.7节）。 
28 通常情况下，很难用NEP数据来区分收入最高的 5％或 1％的群体（数年来甚至很难将
收入最高的 10％的群体区分出来），然而，用ANES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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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变成强势的左翼（亲民主党）；在法国乃至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女性最初是强烈的右翼（显然是与其强烈的宗教信

仰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也已经转为温和的左翼（或中立派；

见前图~2.2a 至 2.2c）。这与先前的发现一致（参见 Edlund 和 Pande，

2002），但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参见上文 2.3中的讨论）。 

在年龄方面，演变的基本模式同样与法国一致：通常年轻选民比年

长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左派，但这种差值非常不稳定，有时可能非常接近

于零，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例如 1980年里根竞选时（见图~3.2b）。 
 

图~3.2a：1948~2017年美国民主党的选票：女性选民从投票支持右翼转变为投票支持左翼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48 年，民主党候选人在女性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男性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3 个
百分点；在 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在女性选民当中的得票率高于男性选民 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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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b：1948~2017年美国民主党的选票曲线：年轻人倾向于投票支持左翼，但很不稳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48年，民主党候选人在 18~34岁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 65岁以上选民中的得票
率高 10个百分点；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的同一数据也是高了 10个百分点。 

 
3.4  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逆转 

 
总的来说，美国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结果与法国几乎相同。鉴

于两国在政党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历史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令

人非常惊讶。 

图~3.3a 展示了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最简单指标，即大学毕业

生与非大学毕业生之间支持民主党选票比例的差值。早在 1940~1960

年代，这一差值很大且为负，约为﹣15 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中投票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比例比其他选民高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值逐渐

缩小，到 2016 年已经强劲转变为接近+15%。当然，2016 年可能有特

朗普效应的影响，而且该效应似乎和收入分裂关系密切。然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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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同学历群体政治分裂的结果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它与长期演

变的连续性非常吻合，和 2017 年法国大选中的政治分裂状况一样（上

文 2.4）。 

图~3.3a 也显示了引入控制变量前后不同学历群体投票差值的演变

情况。性别和年龄控制变量对政治分裂演变的影响有限，而收入和种族

变量对其有显著的拉抬效应。这是因为少数族裔选民的教育水平往往非

常低，而且大部分投票给民主党。考虑种族变量后，大学毕业生和非大

学毕业生之间的民主党投票差值被推高。在 1980~1990年代，两者间差

值略微呈正值；而在 2000~2010年期间（远在特朗普当选之前），这个

差值呈较大的正值。 
 

图~3.3a：1948~2017年美国民主党的选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48 年，民主党候选人在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
率低 20个百分点；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的同一数据为高 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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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选民投票的详细结果也非常令人震惊（见图

~3.3b）。在 1940~1960 年代，教育水平与民主党选票之间的关系一直

呈单调递减状态：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支持民主党的越少。例如，在

1948年，超过 60％的小学或无学历选民（当时占全部选民的 63％）支

持民主党候选人，而有大约 50％的中学学历选民（全部选民的 31％）

和 20％的大学学历选民（全部选民的 6％）支持民主党。这种单调递减

的关系在 1970 年代、1980 年代、1990 年代逐渐发生变化，到了

2000~2010年，在学历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关系开始呈现出越来越向上

倾斜的态势。 

到 2016年，受教育程度与民主党投票之间的关系接近于单调递增。

唯一的例外（与法国的唯一不同点）在于学历群体的最底层：高中辍学

者比高中毕业生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主要是由于少数族裔选民的影

响（尽管也不完全是这样）。在高中学历以上的选民中，教育与民主党

投票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 70％拥有硕士学位的选民（11％的

选民）和 76％的拥有博士学位的选民（2％的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而在拥有学士学位的选民（全体选民的 19％）和高中毕业选民（全体

选民的 59％）中，只有 51％和 44％支持民主党（见图~3.3b）。 

鉴于 1948~2016年间教育获得较大发展，从教育视角分析政治分裂

演变的最有意义的方法是，分析学历最高的 10％选民和其他 90％选民之

间的投票行为差异（更普遍的做法是比较教育百分位分布中的相对位置，

而不是绝对水平）。和法国一样，我设定某一年的教育十分位数，通过

设定该教育年内的固定投票分数，估算十分位数水平上的投票份额。29 
 

                                                        
29 实际上，这使我们低估了十分位数间的差异，无论教育与投票数之间的关系是单调递减
还是单调递增，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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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b：1948~2016年美国依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民主党选票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在高中毕业选民当中获得 45％的选票，在有
博士学历的选民当中获得 75％的选票。初级：无高中学历的选民。中级：拥有高中学
历，但没有学士学位。高级（学士）：拥有学士学位的选民。高级学历（硕士）：高

级学位（拥有硕士学位或毕业于法学院∕医学院的选民）。高级（博士）：拥有博士

学位的选民。 
 

图~3.3c显示了纳入控制变量前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和其

他 90％选民之间的民主党选票差值。从 1940~1960 年代，差值为负且

较大，到 2000~2010年，差值为正且较大，实现了彻底逆转。尤其是在

近十几年中，其逆转程度比我们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

的差值更甚（见图~3.3a）。这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内，高校毕业生选

民之间支持民主党的比例差距变得非常大（持有高级学位的人比拥有学

士学位的人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令人惊讶的是，在 2016年大选中，

纳入控制变量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和其他 90％选民支持民主党

的比例差值仅仅略高于之前的选举，并且非常符合长期的演变趋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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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c）。在这个意义上，希拉里~特朗普的选举结果并非异常。如下

所示，高收入群体的左倾是这次选举的新奇之处。 
 

图~3.3c：1948~2017年美国民主党的选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48 年，民主党候选人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其他 90％
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21个百分点；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的同一数值为高 23个百分点。 
 

图~3.3d：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左翼和民主党派的选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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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在大学学历选
民中的得票率，比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9个百分点。美国民主党的得票率差值也有类似的演变。 
 

图~3.3e：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左翼和民主党派的选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在引入年龄、性别、收入、财富和父亲职业控制变量后，1956 年，法国左翼政
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在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非大学学历
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13个百分点。美国民主党的
得票率数据也有类似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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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f：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左翼和民主党派的选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和美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在受教育程度
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
同一数据为高 9个百分点。美国民主党的得票率数据也有类似的演变。 
 

图~3.3g：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左翼和民主党派的选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法国和美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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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引入年龄、性别、收入、财富和父亲职业控制变量后，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
（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
比在其他 9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同一数据为高 13个百分点。
美国民主党的得票率数据也有类似的演变。 

 

最后一点有可能最重要：在美国和法国，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逆

转在时间和幅度上几乎相同。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大学毕业生和非

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投票倾向差值（见图~3.3d 至 3.3e），或受教育程度

最高的 10％和其他 90％选民之间的差值（见图~3.3f至 3.3g）都实现了

逆转，逆转的时间和幅度也都大致相同。稍后，我将讨论我们应如何解

释这些类似的演变。 

 

3.5  不同收入∕财富群体政治分裂的稳定性和缩减 
 

现在我们讨论美国不同收入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结果。图~3.4a 展

示了自 1948年以来（不含 2016年大选），按收入百分比绘制的民主党

获取选票比例曲线，估算方式与法国相同。该曲线大致向下倾斜，尤其

是收入最顶层的前 10％部分。在收入较低的 90％选民中，美国的这一

曲线相比法国向下倾斜得更严重一些（也就是不那么平稳），这可能是

因为美国“贫穷的右翼个体经营者”（尤其是“贫穷的右翼农民”）的

历史重要性更低，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这样的。而法国收入最高

的 10％选民的曲线，向下倾斜的幅度要大于美国。但总体来说美法两

国的不同收入群体投票曲线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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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a：1948~2012年美国不同收入等级的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2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比例，通常是逐渐下降，尤

其是在收入最高的 10％的选民当中，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从 1950~1980年代）更
为明显。自 1990年代初以来，高收入选民中民主党选票曲线逐渐回升。 

 

如果我们将 2016 年大选的数据加入图中则可以看到全新的情况：

收入最高的 10％选民首次选择主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见图~3.4b）。

如果我们观察收入最高的 10％与其他 90％选民支持民主党选票比例差

值的演变，就会发现：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从 1940~1950 年代到

1980~1990年代，此差值大致稳定；在 2000年代和 2010年代早期，此

差值略有上升；而最重要的是该差值在2016年出现急剧提升。这是2016

年大选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即在之前的多次大选中，高学历选民已经

多数转向支持民主党，但高收入选民也首次多数支持民主党。 

我们无法分析美国因财富差异造成的政治分裂及其长期演变，因为

选举后调查中没有设置详细的财富问卷，这很遗憾。然而，我们确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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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选举的基本财富变量数据，尤其是 2012 年的，这些数据所呈现出

的模式与我们在法国发现的相同（英国也一样，见下文），即高财富群

体比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或法国的右翼政党，或英国

的保守党）。似乎美国应该和英国、法国一样，此结论适用于这段时间

的早期甚至整个考察时段（1948~2012年）。 
 

图~3.4b：1948~2016年，美国依收入等级划分的民主党选票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比例，通常是逐渐下降，尤

其是在收入最高的 10％的选民当中，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从 1950~1980年代）更

为明显。自 1990年代初以来，高收入选民中民主党选票曲线逐渐回升。2016 年总统

大选的曲线发生了反转：在收入最高的 10％选民中，首次有超过半数支持民主党候

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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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c：1948~2016年美国高收入选民支持民主党的投票曲线（引入控制变量前后）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48年，民主党候选人在收入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选民

中的得票率低 22个百分点；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的同一数值为高 10个百分点。 

 
3.6  多元精英政党体系还是大逆转？ 

 
结合教育和收入状况导致美国政治分裂演变的结论，我们得出了以

下画面。无论通过对比有大学学历选民和无大学学历选民（引入控制变

量前后；数据见图~3.5a至 3.5b），还是通过对比受教育程度前 10％和

后 90％选民（引入控制变量前后；见图~3.5c至 3.5d），来评估不同学

历群体的政治分裂，我们都发现了美国政党体系的同样显著的变化。此

外，该演变与法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对比图~3.5d 和图~2.5d）。早在

1940~1960年代，美国政党体系的特点是以阶级为基础，即低收入和低

学历选民支持一个政党（即民主党），而高收入和高学历选民支持另一

政党（即共和党）。美国逐渐向“多元精英”政党体系发展，即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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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选民支持民主党，高收入精英选民支持共和党。 

当前还不清楚美国这种“多元精英”政党体系能否持久，或者会否

沿着“全球主义者”（高收入、高学历）对“民族主义者”（低收入、

低学历）的路线演进，并逐步重组政党体系。在这方面美国和法国一样。

2016 年的美国选举明确指向的方向是：民主党的选票首次与高学历和

高收入选民相关。然而，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特殊的“特朗普”因素，高

收入精英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回归共和党（当然这将取决于共和党和民主

党候选人的选择）。因此，我在图~3.5d（及其他图）中用虚线把 2016

年的数据表示出来，就像在图~2.5d中把法国 2017年的情况表示出来那

样。人们可以将 2016~2017年美国法国不寻常的选举事件都理解为政党

体系的长期演变的结果，当前政党体系正面临不同的可能发展轨迹：“多

元精英”政党体系稳定化；重组为“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政党；

回归某种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政党。 
 

图~3.5a：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3.5a至 3.5h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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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a至 3.5h解读：民主党选票过去常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选民相关，现
在逐渐与高学历选民相关，形成一个“多元精英”政党体系（教育~财富）；将来民主
党选票也有可能与高收入选民相关，从而政党体制发生大逆转或彻底改组。 
 

图~3.5b：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3.5c：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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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d：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3.5e：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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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f：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3.5g：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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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h：1948~2016年美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3.7  不同种族与移民政治分裂的演变 
 
现在讨论美国不同种族与移民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基本事实众所

周知，我想着重探讨美国与法国同一演变的差别和相似之处，最重要的

是这一演变与向多元精英转型的相互作用。 

图~3.6a 展示了 1948~2016 年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所获

少数族裔的选票份额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内，美国选民中黑人（非裔美

国人）所占比例相对稳定在 10~12％左右，从 1964年（民权运动开始）

到现在，80~95％的选票投给民主党。在 1948~1960年的选举中，民主

党所获黑人选票没有那么多，但也非常可观（约 60~70％）。30 而且，

                                                        
30 1936年起有限民意调查表明，在 1936~1944年的总统选举中，黑人已经以 70~30的优势
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即罗斯福）（与 1948~1960年选举中票数情况相似）；黑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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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党正式宣布支持废除种族隔离之前，黑人选民就已经在支持民主

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1930年代以来（甚

至在此之前），民主党新政式的政策纲领已经在惠及低收入低学历选民

（大部分黑人选民均受益，虽然是间接的）；再者，北方民主党人不是

种族隔离主义者（不像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对种族问题的态度与共和

党人没有什么大的不同。31 

1964年之后，黑人选民几乎把全部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80~95％），

这已成为美国政治分裂结构中最具结构性的特征之一。相反，1964 年

之后，白人从未将多数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是说，如果普选中

只有白人可以投票，那么所有总统都是共和党人；见图~3.6a）。 
 

                                                                                                                                                                   
党派认同度逐渐提高（1936~1944年是 50~50，1948~1960年为提高到 70~30，1964年以来
为 90~10）。这表明黑人选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民主党人支持黑人权益。参见Ladd
和Hardley（1975）和Bositis（2012，表~1），其汇编了早期民意调查（主要来自盖洛普）。
不幸的是，1936年之前几乎没有可用的调查数据，我们需要使用地方数据来复原个人层面
上的分裂。 
31 1860年后的共和党人是废奴主义者，并支持自由劳动，但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坚
定支持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和经济解放。在美国重建期间，民主党将共和党描述为东北金融

及制造业精英的俘虏，从而重新建立获胜联盟，该联盟在许多方面为新政时期民主联盟奠

定了基础，见Barreyr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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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a：1948~2016年间美国不同种族选民中民主党选票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在 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白人选民当中获得 37％的选票，在黑人
选民当中获得 89％的选票，在拉美裔及其他种族选民当中获得 64％的选票。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黑人投向民主党的选票和 1990 年代中期以来

法国穆斯林投向左翼政党的选票在数量上完全一致（80~95％；见图

~2.6e至 2.6f及上文 2.7）。而且，纳入教育、收入、财富等控制变量只

能解释黑人投票给民主党的小部分原因（见图~3.6b，与法国的图~2.6i

对比），这同法国穆斯林投票的情况也完全一样。美国和法国这种投票

现象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两个少数族群（即美国的黑人种族和法

国的穆斯林宗教族群）感受到政治派别中的“右派”（美国的共和党及

法国的右翼政党）对他们抱有很大敌意，而“左派”（美国的民主党，

法国的左翼政党）则对他们持同情态度。另一方面，白人中很大一部分

认为“左派”过分偏袒少数群体，从而使他们更加支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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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国情况存在上述相同点，但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在美

国拉美裔选票方面。在 1940~1960年代，非黑人少数族群占美国选民的

很小一部分（不到 1％），但 1970年代之后人数大幅增加，在 2010年

代末期达到总选民人数的 20％（主要是拉美裔）。32 拉美裔和其他非

黑人少数族群选民绝大多数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 1972~2016年间所

有总统选举中，该群体选票投向民主党的比例从 55~70％不等。虽然没

有黑人那样压倒性多数选票支持民主党，但数量仍然非常可观：与白人

支持民主党选票占比的差距是巨大且持久的，大约 20 个百分点（见图

~3.6a），而且纳入控制变量之后只呈现些许减少。 

总之，2010 年法国约有 10％的选民拥有欧洲以外的血统（主要是

马格里布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与美国黑人人口占比大致相同；约

20％的选民拥有欧洲血统（大部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与

美国拉美裔人口的占比大致相同。然而法国的拉丁裔不是拉美裔，他们

的投票倾向与没有外国祖父母的人完全相同（见图~3.6c）。 

长期以来，美国民众一直认为，种族歧视和反黑人态度将造成低福

利国家和低社会转移（与欧洲相比）。而且，种族问题是民主党在民权

运动之后逐渐失去大部分工人阶级白人选民（特别是在南方），进而导

致民主党新政联盟逐渐衰弱和瓦解的重要原因。33 实际上，种族分歧

和种族冲突使贫穷黑人与贫穷白人更难同处于一个阵营。这有助于解释

美国政党体制由 1950~1960年代的“以阶级为基础”向 2000~2010年代

的“多元精英”政党的转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问题是转变的唯一原因。首先，美国（或法
                                                        
32 这里我们包括非黑人非拉丁裔少数族群（2016年选民中占比不到 2％）和拉丁裔选民。 
33 Kuziemko和Washington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相比收入的增加（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南方白人的种族态度（通过对调查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部分白人选

民群体在某些年份某些州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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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其他地方）某些白人选民的“种族主义”程度并不确定。在某种程

度上，它一定与种族交往的实际经历有关，也与某些强化（或削弱）身

份和阶级团结观念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效力有关。例如，法国拉丁裔不

同于美国拉美裔，他们不被认为是，而且也不自认为是拉丁裔。美国社

会政策相对分裂（即针对特定群体），使得少数族群更难以培养共同利

益感，从而抵制种族主义观念和其他偏见。34 

此外，即使不存在任何种族分歧，人们也可以发现其他一些原因和

机制（例如教育扩张）导致了政党体系从“以阶级为基础”向“多元精

英”的转变。而且，即使完全排除南方各州，政党体系也在向“多元精

英”模式转变。法国的发现非常重要，在 1980~1990年代移民群体政治

分裂（特别是关于非欧洲移民和伊斯兰教）变得突出之前，1960~1970

年代法国政党就已经开始向“多元精英”体制转变了。这表明存在一个

独立的、与移民问题和种族∕民族∕宗教分歧问题无关（当然也不意味

着这些问题没有一点作用）的机制导致了政治冲突结构转变。 
 

                                                        
34 Ashok、Kuziemko、Washington（2015年）分析了近几十年来特定群体中支持再分配的
比率下降的其他原因（尽管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例如：老年人（他们可能担心如果社

会再接纳其他族群，可能会失去医疗保险福利）以及非裔美国人（这可能反映了“转移”

越来越多地与种族援助和其他消极观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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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b：1948~2016年美国少数族裔选民中民主党的选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6年间美国选举后调查（AN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48 年，民主党候选人在少数族裔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白人选民中的得票率
高 11个百分点；在 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的同一数值为高 39个百分点。 
 

图~3.6c：政治冲突和民族~种族出身：法国和美国相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56~2017年间法国和美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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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12年，法国左翼候选人奥朗德在无外国血统选民中获得 49％的选票，在有欧
洲国家血统选民中获得 49％的选票，在有非欧洲血统选民中获得 77％的选票。2016
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白人选民中获得 37％的选票，在拉美裔（和其他
种族）选民中获得 64％的选票，在黑人选民中获得 89％的选票。 

 

第 4 章  英国政治分裂的演变 
 

本章详细介绍英国政治分裂结构的演变及其结论。首先是简要描述

1945~2017年间英国政党和选举的演变（4.1），以及我将使用的主要数

据来源（选举后调查）（4.2）。然后是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之间的政

治分裂（4.3）、教育发展导致的社会分裂（4.4）、不同收入∕财富群

体的政治分裂以及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的转变（4.5）。最后是不

同宗教和种族政治分裂及其结论（4.6）。 

 
4.1  1945~2017年间英国政党和选举结果的演变 
 
英国和美国的政党体制都是典型的两党制。我在图~4.1a 中展示了

1945~2017年间英国所有大选中参选的各党派所获得的选票份额。在长

达 72年的时间里，保守党和工党一直排名前两位。35 

在著名的 1945 年大选中，艾德礼（Attlee）所在的工党获得 48％

的选票，丘吉尔（Churchill）所在的保守党获得 36％的选票。这导致在

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相继建成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现代福利国

家。在 2017年的选举中，梅（May）的保守党获得了 42％的选票，而

                                                        
35 请注意，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两党制包括保守党和自由党（或辉格党）。从 1900 年
到 1945年，工党几乎花了半个世纪才取代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换句话说，英国的制度一
直是两党制，但两党的身份已发生变化，而从一个两党制到下一个两党制的转变可能需要

很长时间。党内变革可能是政党体制转变的一种更简单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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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宾（Corbyn）所在的工党获得了 40％的选票。除了 1987~1992 年

和 2005~2010 年间自由民主党获得过超过 20％的选票外，第三政党获

得的选票通常不到 10~15％；到 2015~2017 年，这一比例似乎回到了

1950~1960年代的 5~10％左右（见图~4.1a）。36 

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的稳定性与法国的政局形成了

鲜明对照，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投票制度（英国的投票制度仅为一轮，而

法国的投票制度为两轮）。长期以来，法国政治光谱的两边一直在不断

地创造新的政党名称和缩写词（见上文第 2.1节）。如前所述，发生这

种现象至少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 
 

图~4.1a：英国的政治冲突：1945~2017年的立法选举 

 
1945~2017年的立法选举中，工党、保守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党派所获得的
选票百分比。其他党派包括绿党、其他地方主义者政党等。 
 

                                                        
36 自由民主党（Lib-Dems）是自由党的现代化身。在 1980 年代期间，他们从工党分裂出
来，短暂地组成了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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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b：英国的政治冲突：工党和保守党（1945~2017） 

 
1945~2017年的立法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所获得的选票百分比（未包括其他政党）。 

 

本文主要关注工党和保守党的选票，不考虑其他政党，两党的选票

份额如图~4.1b 所示。与法国左翼和右翼以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得

票结果一样，英国两党获取选票份额也非常接近 50~50，（见图~2.1a、

2.1c和 3.1b）。本文不考虑其他政党选票的原因还在于：我的主要目的

是宽泛考察长期演变，并与其他两个国家进行比较；而且，就像美国的

情况一样，其他政党选票非常少，对我在这里所分析的趋势几乎没有任

何影响。 

 
4.2  数据来源：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 
 
英国选举后调查历史悠久。英国 BES 调查（英国选举研究）系列

最完整最长。它们是由一些学术团体联合组织进行的，微缩文件很容易

访问。第一次BES调查是 1963年进行的，其中包括对 1959年和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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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选投票态度的回顾性提问。随后在每年大选之后（即 1964年、1966

年、1970年、1974年、1979年、1983年、1987年、1992年、1997年、

2001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7年）都进行了BES调查。 

BES 调查方式与法国和美国的同类调查相同，包括几十个问题，

涉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财富、宗教、少数民族和

外国血统等。在最近的调查中，样本量约为四千个（但在早期的调查中，

样本量约为 1~2千个）。财富变量没有法国调查中那么详细，但比美国

要详细一些。 

 
4.3  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 

 
首先简要描述英国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在这个视

角，英国情况和法国、美国一样，没有什么新东西：重要的新结论始于

下一章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政治分裂的逆转。 

在性别方面，我印证了之前的发现，即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女性

逐渐从支持右翼向均衡转变（见图~4.2a）。这一趋势与法国和美国相

同，而且与同期的美国相比，程度上更接近法国：在美国，女性曾经是

温和的右翼（亲共和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已经变成了强硬的左

翼（亲民主党）；在英国和法国，女性过去都是强硬右派，随着时间的

推移，她们已经变成了温和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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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a：1955~2017年英国工党的投票曲线：女性选民从投票支持右翼转变为支持左翼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B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5年，工党在女性选民中的得票率比男性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了 11个百分点；
2017年，工党的同一数据为高了 4个百分点。 
 

图~4.2b：1955~2017年英国工党的投票曲线：年轻人倾向于投票支持左翼，但不稳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BES）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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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在 1959 年，工党在 18~34 岁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在 65 岁以上选民当中的得票
率高 9个百分点；在 2017年，工党的同一数据为高 39个百分点。 

 

在年龄方面，我再一次发现了与法国和美国相同的基本模式：年轻

选民通常比老年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左翼，但差值非常不稳定（见图

~4.2b）。2015~2017年观察到的巨大差距尤其引人注目：18~34岁的选

民中支持工党的比例，比 65 岁以上的选民高出 30~40个百分点，在我

们研究的这三个国家战后调查的有关年龄的数据中，这样的差值还从未

出现过。即使是在 1970 年代的法国，年轻人强烈地倾向于左翼，同样

年龄梯度的差值也不到 30％。这反映了近年来年轻人对保守党和英国

脱欧的强烈敌意。 

 
4.4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政治分裂的逆转 

 
现在重点分析教育发展导致政治分裂的结论。英国的情况与法国和

美国基本相同。在 1950~1960年代，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支持工

党选票占比的差值曾经很大而且是负值（﹣20％甚至是﹣30％）。在

1970~1990年代，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这一差值的绝对值都逐渐下

降，到 2000~2010 年间，差值转为正值（见图~4.3a 至 4.3b）。学历最

高的 10％和其他 90％的选民之间的同一差值（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

也同样如此（见图~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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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a：1955~2017年英国工党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图~4.3a至 4.3b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BES）得出的计
算结果。 
图~4.3a 至 4.3b 解读：在 1955 年，工党在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非大学学历选
民中的得票率低 26 个百分点；在 2017 年，工党的同一数据为高 6 个百分点。引入控
制变量之后也不会影响趋势。注：这里的“大学学历选民”包括大专及以上学历。 
 

图~4.3b：1955~2017年英国工党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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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c：1955~2017年英国工党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BES）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在 1955 年，工党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10％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选
民中的得票率低 25个百分点（选民依据最高学历登记排序）；2017年，工党的这一数
据为高 13个百分点。引入控制变量之后也不会影响趋势。 

 

尽管三国的趋势几乎相同，但英国高学历选民和低学历选民之间的

左翼选票比例差值一直略低于美国和法国（即负值较大或正值较小）。

这就说明，无论我们对比（引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

毕业生之间的左翼选票比例差值（见图~4.3d 至 4.3e），还是对比（引

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学历最高的 10％和其他 90％的选民之间的左翼选

票比例差值（见图~4.3f至 4.3g），英国的差值都是最可靠的比较对象。 

换句话说，以往的英国政党体制相比法国和美国更“以阶级为基

础”：回首 1950~1960年代，受过教育的人很少把票投给工党，而是投

给保守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花了很长时间才将投票对象从保守

党转向工党（与法国和美国相比）；并且当他们最终转变时，其转变程

度要小于法国和美国。这与英国工党与保守党的分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



 100 

上的起源是一致的。相比导致其他两个国家政党体制发展的分歧，英国

政党的分歧确实更明确地以阶级为基础。37 

迄今，三国长期的演变非常相似。在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 — 特

别是那些拥有最高学历的人（学历最高的 10％选民）— 大规模转向工

党（见图~4.3g）。 
 

图~4.3d：1948~2017 年法国、英国和美国左翼政党和民主党派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

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等）在大学学历
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7个百分点；2012年，左翼政党
的同一差值为高 9 个百分点。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得票率的同一差值也有类似的
演变。 
                                                        
37 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我是自由主义者吗？〉，1925年刊载于《国家与雅典娜》并于
1931年再次刊登于其《说服文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代表 — 解释了他为什么永远不会投票给工党：“我认为工
党的知识分子永远不会行使足够的控制权；太多的事情总是由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

么的人来决定的。（……）我倾向于相信自由党仍然是未来进步的最佳工具”。如果他没

有在 1946年去世，他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工党婆罗门；但这肯定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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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e：1948~2017 年法国、英国和美国左翼政党和民主党派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

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在 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等）在大学学
历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非大学学历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左翼政党
选票的同一数值为高 13个百分点（在引入年龄、性别、收入、财富和父亲职业控制变
量之后）。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得票率的同一差值也有类似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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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f：1948~2017 年法国、英国和美国左翼政党和民主党派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

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等）在受教育程
度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
左翼政党的同一数值为高 9 个百分点。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得票率差值也有类似
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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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g：1948~2017 年法国、英国和美国左翼政党和民主党派的投票曲线：从工人党

到高等教育党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1956 年，法国左翼政党（SFIO-PS、PC、Rad.、绿党、极左派等）在受教育程
度最高的 10％选民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14个百分点；2012年，
左翼政党的同一数值为高 13个百分点（在引入年龄、性别、收入、财富和父亲职业控
制变量之后）。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得票率差值也有类似的演变。 

 
4.5  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大逆转？ 

 
现在介绍不同收入群体政治分裂的研究结果。总体来看，英国不同

收入群体对工党支持率曲线走势较为陡峭，无论是在收入排在底部 90％

的选民（通常其走势比法国的更陡），还是收入排在前 10％的选民，情

况都是一样（见图~4.4a）。英国在这个时间段的初期，无论是否引入

控制变量，收入排在前 10％的选民和后 90％的选民对工党的投票支持

率差距都很大，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略有缩减（见图~4.4b

至 4.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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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a：1955~2017年英国工党获得不同收入等级选民的选票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BES）。 
解读：依据收入等级划分的工党（不包括其他选票）选票曲线通常是向下倾斜的，尤

其是在收入最高的 10％的选民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1950~1980年代）。 
 

图~4.4b：1955~2017年英国高收入选民的投票曲线：引入控制变量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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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b至4.4c资料来源：作者使用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BES）。 
图~4.4b至 4.4c解读：1955年，工党在收入最高的 10％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比在其他 90％
选民中的得票率低 30个百分点；2017年，工党的同一数值为低 12个百分点。 
 

图~4.4c：1955~2017年英国高收入选民的投票曲线：引入控制变量前后 

 
 

如果将教育和收入导致政治分裂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看（见图

~4.5a 至 4.5d），我们会发现英国逐渐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体制

（低教育程度和低收入的选民都大力支持工党），转变为“多元精英”

的政党体制：当前高学历选民大力支持工党，而高收入选民仍强烈支持

保守党。 

英国和美法两国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差异，那就是没有迹象表明在

不久的将来高收入选民会转向支持工党。如果说在 2015~2017年的选举

中英国政党体制的“多元精英”本质得到强化，其具体表现就是：高学

历选民增加了对工党的支持，而高收入选民也增强了对保守党的支持

（见图~4.5b和 4.5d纳入控制变量后的评估结果）。这与法国和美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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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2.5b和 2.5d法国的情况；图~3.5b

和 3.5d 美国的情况），美法两国的高收入选民正向支持左翼政党（以

希拉里~马克龙为代表）的方向发展，这也表明政党体系有可能沿着“全

球主义”（高学历，高收入）与“本土主义”（低学历，低收入）的路

线，逐步走向彻底重组。 
 

图~4.5a：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4.5a至4.5h资料来源：作者使用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BES）。 
图~4.5a至 4.5h解读：工党选票过去常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选民相关；现在
逐渐与高学历选民相关，推动了一个“多元精英”政党体系（教育~财富）形成；未来
工党选票也有可能与高收入选民相关。但是在现阶段英国发生的可能性要小于法国或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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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b：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4.5c：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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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d：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英国不同财富群体政治分裂的可用证据也证实了“多元精英”体制

的稳定性（见图~4.5e 至 4.5h）。高财富选民一直强烈偏爱保守党（甚

至比高收入选民更强），而且这种情况似乎不会改变。38 

高收入和高财富的选民没有转向支持工党的迹象，这一事实很显然

与工党领导人科尔宾（Corbyn）强烈支持再分配的立场有关。当然，未

来也可能出现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工党逐渐转向亲欧盟的立场（以

及保守党逐渐转向保护主义的立场），高收入和高财富选民就会因此加

入工党阵营；这也意味着英国逐渐转向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分裂的政党

体系。但现阶段这种转变似乎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38 在这里我将高财富类选民定义为业主（不算按揭付款的）。这些信息在 BES 调查中持

续地出现（与美国不同）。在 1980~1990年代的BES调查中，我们也获得了有关新私有化
股份所有权的信息，这一信息再一次与保守党选票密切相关。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

关于资产所有权变量的信息，来以可靠的方式估算出财富的十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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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e：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4.5f：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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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g：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图~4.5h：1955~2017年英国的政治冲突：是走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还是走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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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英国和美法之间的对比表明演变可能会出现不同路径，比如

“多元精英”政党体制的稳定化，或沿着全球主义对本土主义的路线实

现政党体制的彻底重组。第三种可能是回归到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体

制。无论是从国际主义还是从本土主义视角来说，后者都是有可能发生

的。在英国，由于工党（相比保守党）长期抱有支持移民的立场，更可

能会出现国际主义的未来。如果工党领导层强化其支持再分配的纲领，

就可能回归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体系。这样，要想重新获得低学历选民

的支持，就必须让他们相信，国际主义平等主义的纲领比支持反移民立

场对他们更有利。工党是否会这样演变不能确定，但并非不可能。 

当然，转归本土主义阶级政党体制的可能性较小，但也不是完全不

可能。这就相当于一个本土主义的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或美国

的特朗普）逐渐转向强烈支持再分配的纲领。一个重要的历史先例就是

从 1860~1960年，民主党逐渐从支持奴隶制的政党转变为支持新政的政

党（这一演变本身也并不十分稳定）。最近特朗普的经验表明，主流本

土主义者更倾向于采取反移民亲企业的政策，但未来其他国家也有可能

出现不同的发展轨迹。 

总体来看，在多维不平等和分裂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多元平衡和

多种分支，这取决于不同的政党策略（比如英国工党科尔宾对布莱尔的

策略），或激烈的竞选中的微小差异，例如，如果桑德斯战胜希拉里赢

得民主党党内初选，那么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分裂结构可能会大

不相同（至少在收入方面）。多种分支也会出现，而且将来还有可能发

生，最明显的例子是法国 2017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参见上文 2.8

和表~2.1）：前四名候选人的得票数非常接近，以至于任何两者组合起

来都可以进入第二轮；据推测，无论是梅郎雄~菲永，梅郎雄~勒庞，菲

永~勒庞，梅郎雄~马克龙或马克龙~菲永（不是马克龙~勒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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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投票的分裂结构都将大不相同，可能会存在长期的影响，可能好也可

能坏。 

 
4.6  不同宗教与移民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 

 
本节讨论英国不同宗教和移民群体政治分裂演变的结果。总的来

讲，这个结果与法国非常接近。 
 

图~4.6a：1964~2017年英国工党在不同宗教信仰选民中的得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7 年，工党在自称基督教徒（包括圣公会的信徒、其他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的选民当中获得 39％的选票，在自称有其他宗教信仰（犹太教、印度教等，伊斯兰教
除外）的选民当中获得 56％的选票，在自称没有宗教信仰的选民当中获得 54％的选票，
在自称为穆斯林的选民当中获得 96％的选票。1979年以前，其他宗教信仰中也包括了
伊斯兰教。 

 

不同宗教群体政治分裂的演变令人极其惊讶（见图~4.6a）。和法

国一样，英国过去有超过 90％的选民自称为基督徒：1964 年这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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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96％（包括圣公会教徒、其他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到 2017年这

一比例逐渐降至 43％。与此同时，自称“无宗教信仰”的选民比例从

1964年的 3％上升到 2017年的 48％（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法国）。同

样和法国一样，英国基督徒与无宗教信仰选民之间的分化与保守党与工

党的选票状况密切相关（尽管英国的影响程度稍微小一些）。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我们观察到穆斯林选民同样的投票倾向。在过

去英国和法国都不存在伊斯兰教（美国迄今仍基本上不存在）。1979

年开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被纳入到 BES 调查中，由此我们可以开

始专门研究穆斯林选民。在 1979 年的首次调查中只有不到 1％的选民

声称自己是穆斯林。之后 30年，这一比例逐渐上升，到 2017年穆斯林

选民的比例达到 5％。这与法国的情况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两国穆斯

林的来源：英国穆斯林主要来自南亚，而法国穆斯林大多来自北非，这

是不同殖民经历的反映。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穆斯林一直大力支持工

党，其比例高达 80~95％，法国的情况也是一样（见图~4.6a，可与图~2.6a

至 2.6f的法国穆斯林投票情况相比），美国黑人对民主党的投票情况也

同样如此。尽管在开始阶段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

在不断增加。 

遗憾的是，英国的调查中未涉及最近法国调查中关于选民的外国祖

父母和其来源国的问题，因此我们无法全面地比较两国的结果。从 1979

年开始，英国的调查开始询问选民自我认定的种族群体的问题。当时，

98％的选民认为自己是“白人”（或“英国人”，或“苏格兰人”等），

而约 1％的人认为自己是“非裔加勒比人”，还有约 1％的人认为自己

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人”。到 2017年，自认是“白人”的选民

比例下降到 89％，而自认是“非裔加勒比人”的选民比例增加到 3％，

自认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选民比例增加到 6％，其他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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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选民占到 2％的比例。来自欧

洲以外国家的选民大都支持工党（见图~4.6b），这种情况也和法国一

样。这与宗教无关，但似乎也受到点伊斯兰教的影响（比如法国，尽管

数据并不完善）。 
 

图~4.6b：1979~2017年英国工党在不同种族选民中的得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63~2017年间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2017年，工党在自称白人的选民当中获得 41％的选票，在自称是非裔加勒比海
人的选民当中获得 81％的选票，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选民当中获得 82％的选
票，在其他族群的选民（包括华人、阿拉伯人等）当中获得 69％的选票。 
注意：2017年，有 5％的选民拒绝回答种族身份的问题（其中有 77％的人投票给工党）。
（这里没有显示） 

 

在 1979~2017年期间，英国穆斯林和来自非欧洲国家的外来选民大

规模地支持工党的原因也与法国相同：非欧洲国家的移民（特别是穆斯

林）感受到了保守党对他们的敌意，而工党这边则感受到更多的同情。

从 1979 年开始，英国调查开始询问移民是否太多等问题（类似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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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8年在法国调查中开始出现）。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选民（1979

年超过 75％）都回答英国的移民确实太多，但保守党和工党的选民对

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保守党支持者认为唯一可

行的解决方案是停止接纳移民，而工党支持者认为，在大城市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和建造更多住房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很大一部分人也

赞成完全停止接纳移民）。当被问及哪一个政党更有可能实施完全停止

接纳移民的政策时，96％的人的回答是保守党（只有 4％的人的回答是

工党）。回想起来，这个问题在 1979 年大选保守党获胜中似乎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39 

我们可以将英国的情况与前面美国的研究结果联系起来，— 在民

权运动（见上文第 3.7节）之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选票大量流失，导

致民主党衰落，以及 1968年选举尼克松获胜、1980年大选里根获胜和

2016年大选特朗普获胜。我们通常认为撒切尔~里根的获胜与新自由主

义的兴起有关，然而不同种族~宗教政治分裂的出现所产生的影响，可

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这也表明，政治分裂结构的重大转变，可以通

过不改变政党名称或创造新型政党而出现在同一政党制度结构中。比如

法国，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将法国低学历选民对右翼政党的投票出现历史

性提升，与法国国民阵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及低学历选民投票给左

翼政党的历史性下降，导致法国共产党的消亡）。40 美国和英国的例
                                                        
39 也有人认为，选民对于移民的态度，已经在 1970 年保守党获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随后伊诺克·鲍威尔于 1968年 4月 20号发表了著名的“血流成河”演说，反对工党政府
提出的《种族关系法》。根据当时进行的盖洛普民调显示，73％的英国选民支持鲍威尔（并
且不赞成保守党领袖希思将鲍威尔从影子内阁解雇的决定），84％的选民赞成大幅减少移
民。鲍威尔最终还是被解雇，但这一事件使得工党与保守党在移民方面的冲突更加激烈。 
40 详细的政党投票结果表明，在 1950~1960年代，（与社会主义政党和中左政党所得投票
相比），共产党在低学历选民中获得了更多的投票，而且在 2000~2010年，（与中右政党
和其他右翼政党的投票相比）FN也在低学历选民中获得了更多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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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则证实在同一个两党制框架内，不用经历共产党的消亡和国民阵线的

产生，也可以发生相同的结构性转变。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党不重要。

但这表明，将不同政党归类于各类意识形态联盟（像我们对法国所做的

那样）中，以便比较具有截然不同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历史的国家之间政

治分裂的演变，可能卓有成效且颇具逻辑。一些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正在

发生于体制性政党结构之外，而且似乎从潜在的精神和物质层面分裂结

构的转变角度进行解释，要比从承载这些分裂的特定体制载体角度更好。 

 

第 5 章  不平等和政治分裂的多维模型 
 
本章提出不平等、信念和政治分裂的简单二维模型，以便帮助理解

前面章节所分析的演变。实际上，这些模型是基于我之前的一些工作

（Piketty，1995）得出的，旨在尽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多个维度的

不平等（国内与国外的不平等；教育水平与收入∕财富），从而解释所

观察到的模式。尽管此项研究主要是历史和实证性的，我还是希望这些

理论模型也能引起读者兴趣。在第一部分中我先提出简单的一维模型

（5.1），之后介绍全球化∕移民的政治分裂（5.2），以及教育和收入

∕财富引发的政治分裂（5.3）。 

 
5.1  关于不平等、信念及再分配的简单一维模型 
 
将一国视为一个规模为 1的连续统一体，用 i代表，有两个可能收

入水平 y0＜y1。可将 y0视作低薪工作的收入，y1视作高薪工作的收入。

得到高薪工作的机率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家庭出身： 

机率（yi＝y1）＝π0＋θei  若父母收入＝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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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率（yi＝y1）＝π1＋θei  若父母收入＝y1 

等式中：ei＝个人努力 

θ＝个人努力程度的指数 

Δπ＝π1－π0＝社会出身不平等程度的指数 

努力包含教育方面的努力（在学校的学习积极性及勤勉程度等），

以及工作方面的努力（工作积极性、勤勉程度以及个人事业发展等等）。

家庭出身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富裕的家庭能够提供更多学习技能和

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的人际关系网和财富，可以找到更好工作或进行

创业等等。 

总的来说，所有人都认同个人努力和家庭出身非常重要，但对于二

者之间哪个更重要存在很大分歧。国家需要选择一种收入所得税税率

T≥0，其收入用于支持全民现金转移 c＝Ty，其中 Ty为人均征税额，y

为人均收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可将转移 c理解为税收收入所支付

的同等价值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 

假设既定政策为 T≥0，其最大化效用Ui＝yi－c(ei)，其中 yi为税后

转移后收入，c(e)＝e2∕2a 是一个简单的努力成本的二次函数（扩展到

更一般的函数形式更简单易懂），以此确定努力程度 ei。由此可以轻易

得出 ei＝aθ(1－T)(y1－y0)，也就是随着税率的提高，人的努力程度也在

下降。假如税率为T＝100％，那么所有努力的动力就会消失，因此 ei＝0。

其影响有多负面取决于获取高薪工作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进一步假设该国的所有人共享罗尔斯目标函数，也就是最大限度地

提高低收入家庭成员的预期终生福利。由此可得出最理想税率 T*为： 

T*＝q∆π∕a（y1－y0）θ2 

显然，再分配税率 T*的最优水平为Δπ的递增函数和 θ的递减函数。

换句话说，由于社会出身导致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就越需要进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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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而努力起的作用越大，激励作用就越大。41 

众所周知，不同的生存经历产生不同信念，因此现实中高收入的个

人和家庭倾向于相信努力的重要性，支持低度再分配，而低收入的人群

不相信努力的重要性，更支持高度再分配（Piketty，1995）。当然这种

模式可能会受到两种情况的强化：自私的信念（也就是部分高收入人士

坚信努力的重要性，即便知道自己很幸运）、并非所有人都始终按照罗

尔斯主义行事的事实（也就是一些高收入人士只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而不顾穷人的利益，尽管他们通常的主张与之相反）。 

总之，这种基于信念的一维再分配政治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

与再分配偏好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左翼政党在高收入人群中所得选

票往往低于低收入人群，但这只是平均情况，不具系统性），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重要的不仅仅是当前的收入，更是生活经历（Piketty，1995）。 

 

5.2  引入全球化∕移民方面的分裂 
 
我们现在从国内再分配税率政策斗争出发，假设有两个广义政党或联

盟，其中“左翼”比“右翼”主张实行更高水平的再分配税率（TL＞TR）。

平均而言，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更加左倾（如上文所述），且将更

多选票投给左派。这就是 1950~1960年代法国、美国及英国的标准的阶

级斗争政治。 

可以用如下简单的方法来模拟全球化∕移民方面分裂的加剧。首

                                                        
41 见 Piketty（1995）。我们可以假设（可能更现实一些）税收收入可分为 Ty＝c＋g，其
中 g为公共教育投资（或其他相关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g通过 kg提高了
创造高薪工作的机率，其中 k为公共支出效率指数，可与 c（纯粹的转移支出）进行对照。
可得出若 k（y1－y0）＞1，那么将所有税收收入投入 g是最佳选择（即纯粹的转移支出 c＝0），
最优水平的T*将会是一个Δπ和 µ的递增函数，以及 θ的递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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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除政策维度 T（国内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再分配税率）之外，每个国

家还需要选择经济开放程度，尤其是对移民流动的开放程度。 

例如，从 1960~1970年代开始，法国和英国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问

题逐渐突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国家（英国为南亚，法国为北

非）。到 1980~2000年代，第二代移民（移民工人的子女）开始到来。

在我们收集调查信息的所有国家和时间段内（例如，英国从 1970 年代

开始，法国从 1980年代开始），选民认为“左派”所推行的政策比“右

派”更支持移民群体及移民行为，也就是OL＞OR的局面开始出现。这

种情况可以由劳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平等主义传统来解释。

就美国而言，OL＞OR也是 1960~1970 年代开始出现：民主党对移民流

动更加开放（特别是拉丁裔移民），此外他们也在民权运动中支持非裔

美国人。 

不同人是如何理解开放的利弊呢？我们简单设定了这样一个效用

函数： 

Ui＝yi－c(ei)＋µiβO 

µi衡量不同人对移民利弊的理解。µi＞0 的人支持更高的开放程度

（O较高），也许是因为他们重视文化多样性（这通常与高学历相关），

或是因为他们与移民有特殊的家庭或私人关系。42 与之相反，µi＜0的

个体更偏向较低的开放程度（O较小），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移民是竞

争者，会抢夺就业机会并拉低工资水平（通常与低收入低学历相关）。

参数 β衡量了全球化∕移民方面分裂的强度，可设定为随时间推移而不

断增长。早在 1950~1960年代，参数 β相对较小，因此无论左派和右派

实行怎样的政策，始终是OL＞OR，这对投票倾向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

                                                        
42 例如，配偶或朋友为南亚裔或是马格里布裔的个体，与没有这层关系的人相比，会更积
极地看待家庭团聚政策（反移民政党所称的“连锁式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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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再分配税率 TL＞TR的政策差异影响更大一些。 

在 1970~1980年代到 1990~2000年代期间，非欧洲人口的移民人数

逐渐增加，带来的移民问题也逐渐显现，参数 β上升。此时，对于既定

的两项政策组合（TL，OL）及（TR，OR），参数 µi为负且数值较大的

选民（尤其是低学历低收入选民，与移民有特殊关系的除外）开始由“左”

转向“右”，而参数 µi 为正且数值较大的选民（尤其是高学历高收入

选民）开始由“右”转向“左”。假设这种转变和受教育状况关系密切，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推动了政党体制逐渐向“多元精英”模式转变：

高学历选民在移民问题上支持“左派”，而高收入选民在再分配问题上

继续支持“右派”。 

现在假设全球化也影响国内再分配政策的制定。为了让事情变得更

加极端与简单（但并非完全不切实际），我们假定全球化逐渐使高收入

者逃税越来越容易。他们通过一些掩饰行为 f（或通过支付同等价值的

法律服务费用），伪装收入为 y0而不是 y1。我们用概率ωf来表示他们

在避税地的收入。ω越高，避税越容易。假设金融全球化导致ω上升，

那么“左翼”与“右翼”都会提议降低之前的再分配税率。也就是说他

们将转向 TL(ω)＞TR(ω)，TL'(ω)＜0以及 TR'(ω)＜0。当ω变得无限大，

TL(ω)和 TR(ω)则都趋向 0：越容易逃税，越不可能实现再分配税收。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国内再分配维度变得无关紧要（随着 TL

与 TR无限接近，“左派”与“右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几乎相同），

又因为“左派”与“右派”不断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策 OL＞OR，全球化

∕移民∕开放程度将成为投票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加剧，

因为两个政党或联盟可能会选择专门强调双方在 OL与 OR政策上的差

异（这是 TL与 TR在程度上没有太大差异的结果）。 

再分配税收日益不可行，那么唯一的政治斗争方向就是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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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对OR），唯一可能的政党体制就是建立“全球主义”（高学历，

高收入）对“本土主义”（低学历，低收入）的政党。从长远来看，唯

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新的纲领及新的国际主义~平等主义政策工具，从

而使再分配和全球化相兼容，比如全球财务登记和一种协调性的财富税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用于改变参数 ω 的协调策略）。通过对英国、法

国与美国之间近期演变的对比也表明，不同国家政党的战略和定位可影

响“多元精英”政党体制与“全球主义~本土主义”政党体制之间的转

变。这说明国内再分配（TL与 TR）的不同定位仍然非常重要，且ω参

数还不够大。 

参数 β 和 ω 的大小也有助于决定四分型选民当中会出现何种类型

的政治平衡（例如法国选民；见 2.8和表~2.1）。只要 β和 ω相对较小，

主要的政治冲突维度将是国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再分配：“国际主义~

平等主义”以及“本土主义~平等主义”会团结起来对抗各种形式的不

平等，因为他们关于再分配的共识比开放程度方面的分歧更加重要。然

而随着 β 和 ω 的增加，再分配方面的共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

所有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或多或少提出了相同的政策纲领），移民冲突成

为主流，因此“国际主义~平等主义”与“国际主义~不平等主义”开始

团结起来对抗各种形式的本土主义。 

 

5.3  引入教育与收入∕财富方面的分裂 
 
全球化∕移民方面分裂的加剧，无疑可以解释“多元精英”政党体

制的发展及其向“全球主义~本土主义”政党体制的可能演变。但目前

尚不清楚这是不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在全球化∕移民问题变得突

出之前，政党体制向“多元精英”转变以及高学历精英和高收入精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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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化就已经开始了，甚至在全球化∕移民存在之前就已出现（尽管

可能不那么明显）。 

我认为这种转变和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的扩张（尤其是高等

教育的兴起）创造了不平等分裂和政治冲突的新形式，而这在重点发展

初级和中等教育的时期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的主要方向是普

及中小学教育。这样的政策自然是具有包容性和人人平等的：目标就是

将整整一代人提升至这一水平。一旦每个人都接受过小学和中学教育，

情况就会明显改变：很难想象整整一代人都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情况；即

使发生这种情况，也很难想象一个所有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世界（至

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兴起，迫使社会和政治力

量以新的方式处理不平等，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教育导致的某些不平等

长期存在，即使它可能造成复杂的政治分裂。 

我们用如下简单的方式来模拟这一现象：放下 5.2中引进的全球化

∕开放的分裂，转而从 5.1 中的简单模型出发。我们仍然使用一个用 i

代表的规模为 1的连续统一体，两个可能的收入水平 y0＜y1，并将其分

别视为低薪和高薪工作的收入。然后引入两个可能的教育水平 x0＜x1。

x0为每个人都能获得的基础教育水平（如小学和中学教育），x1为高等

教育。在一个教育更发达的社会，也可将 x1 视为更高级的大学学历，

或更具选择性的大学经历（如法国的精英大学（Grandes écoles），美国

的常春藤或英国的牛津∕剑桥）。 

假设接受高等教育 x1的几率取决于教育相关的个人努力 fi和家庭

教育氛围： 

几率（xi＝x1）＝α0＋φfi  若父母教育＝x0 

几率（xi＝x1）＝α1＋φfi  若父母教育＝x1 

式中：fi＝教育相关个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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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教育相关努力对接受高等教育有多大影响的指标 

Δα＝α1－α0＝教育出身不平等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程度的指数 

个人的发展轨迹如下：每个个体 i 选择教育相关的努力 fi，并观察

他∕她是否能够或者在哪里获得接受高等教育（xi＝x1或 xi＝x0）。接

着她∕他选择工作相关的努力 ei，并观察他∕她是否能够找到高薪或低

薪工作（yi＝y1或 yi＝y0）。假定高学历既非找到高薪工作的必要条件

也非充分条件。高校毕业生（xi＝x1）以及其他两个因素（即工作上的

努力和家庭出身）只能增加找到高薪工作（yi＝y1）的可能性。也就是

说，找到高薪工作的概率如下： 

若 xi＝x1（高等教育）及父母收入＝y0，概率（yi＝y1）＝π0＋θei＋µs 

若 xi＝x0（低等教育）及父母收入＝y0，概率（yi＝y1）＝π0＋θei 

若 xi＝x1（高等教育）及父母收入＝y1，概率（yi＝y1）＝π1＋θei＋µs 

若 xi＝x0（低等教育）及父母收入＝y1，概率（yi＝y1）＝π1＋θei 

其中：ei＝个人工作上的努力 

θ＝个人工作上的努力对获得高薪工作的影响程度指数 

Δπ＝π1－π0＝社会出身的不平等对获得高薪工作的影响程度指数 

s＝高等教育的人均花费 

µ＝高等教育对获得高薪工作的影响程度指数 

很显然，根据我在 1995 年的文章中的同一逻辑，即便满心真诚与

合理地进行学习，社会也永远无法实现完全依靠学习。43 也就是说，

由于不同人有不同经历，他们及其家庭将对不同的参数（φ，Δα，θ，

Δπ）抱有不同的信念。一般来说，长期接受高等教育（即高学历精英）

的个体和家庭，往往更倾向于相信教育方面努力的重要性（他们相信高

                                                        
43 当然，除非社会科学在估算这些参数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并成功使人们相信他们取得了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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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的 φ）。长期从事高薪工作（但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和家

庭，即商业精英，往往更倾向于相信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他们相信高数

值的 θ）。当然，利己观念（即部分高学历精英假装相信教育相关的努

力，即使他们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对他们帮助很大），以及利己的政策

目标（即部分高学历精英更愿意将大部分税收收入用于精英高等教育，

因为相比于贫困儿童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也有一定推动作用。 

从政策冲突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结构如何自然地产生一

个“多元精英”的政党体制。假设一个国家需要选择一个收入所得税率

T≥0，其收益用于资助全民现金转移 c（每个人都可获得）和高等教育

支出水平 s（仅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受益）。即 Ty＝c＋s，其中 Ty 为人

均税收，y为人均收入。从更普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转移 c理解为

人人都可以享受的同等价值的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和其他公共服务

（医疗服务等）的相当值。 

那么，商业精英倾向于支持较低税收（他们对高等教育支出并不那

么感兴趣，对全民收支转移则是完全不感兴趣），高学历精英会倾向于

支持较高税收（他们希望资助高等教育），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会支持

更高税收（以用于转移性支出，以及资助有能力获得高等教育的贫困学

生完成高等学业）。 

此时商业精英就会以各种原因结成联盟，比如：这些不同的倾向可

以和上一节中介绍的全球化∕移民分裂结合起来。根据这些思路建立明确

的多议题政党定位模型将会非常有意义，但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在本文中，我利用 1948~2017年期间法国、美国和英国的选举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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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析了政治分裂结构的长期演变。在 1950~1960年代，支持左翼政

党（社会党，工党，民主党）的选民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

随着高学历选民的参与，在 2000~2010年代形成了“多元精英”政党体

制：高学历精英现在投票给“左派”，而高收入∕高财富的精英仍支持

“右派”（虽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我认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日益

加剧的不平等、民主回应的缺失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全

球化和教育扩张使不平等和冲突的新维度形成，导致以前以阶级为基础

的再分配联盟被削弱，新分裂逐渐发展。 

很明显，我们在理解这些问题时仍面临许多局限，需要进行更多的

研究。当前有两个急待解决的开放性问题：首先，如果没有全球化和移

民方面的分裂，向“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过渡能达到何种程度？其次，

“多元精英”政党体制能否持续存在，或者说它本身稳定度如何？我曾

强调过，即使没有全球化∕移民分裂，教育扩张本身也会造成多维分裂

和高学历精英与高收入精英阶层之间的持续冲突。进一步的研究会更有

趣，例如，测试一下“多元精英”分裂是否也发生在那些没有参与全球

化∕移民的国家。44 

无疑，收集更长时期内更多国家不平等动态和政治冲突间相互作用

的新数据，是深入阐明分裂结构长期演变的最佳方式。18 世纪英国的

保守党与辉格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制度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精英阶层间的斗争（地主精英与城市商业精英）。当时投票权有限，只

有最顶端 1％的人可以投票，因此政治也就成为一种精英之间的斗争。

然而，如果认为普选权本身永久带来一种不同类型的平衡，那就太天真
                                                        
44 正在进行德国、东欧、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南非和印度
等的研究，应该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左右翼反

转的有趣案例（见 Tavits 和 Letki，2009）。这说明后共产主义怀疑论对国际主义~平等主
义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这对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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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获得政治资金、媒体和影响力的不平等，将使选举政治长期处

于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出现于 20 世纪中叶的阶级政党体制是由特定

历史条件决定的，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演变，这种制度显示了其脆弱

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令人信服的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纲领，

就很难将同一政党内出身各异、低学历、低收入的选民整合起来。 
 

图~A1：1948~2017年法国、美国、英国的政治参与度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法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相对稳定在 75~85％左右，立法选举的投票率却于最近走
到低于 50％的程度。英国投票率有所下降，但 2000年以来又再次上升。美国投票率一
直在 50~60％之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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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1948~2017 年法国、美国、英国的政治参与度：收入最高的 50％选民投票率
和收入最低的 50％选民投票率之间的差值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 1948~2017年间法国、美国和英国选举后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解读：在 1950~1960 年代，英法两国收入最高的 50％选民投票率仅仅比收入最低的
50％选民投票率高 2~3％，到 2010 年代，双方差值升至 10~12％的程度，和美国的情
况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