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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突尼斯的政治转型是研究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国别

案例ꎮ 左翼政党是突尼斯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ꎬ 具有巨大的政治

塑造力ꎮ 当前ꎬ 突尼斯左翼政党版图有两大重要的特征: 左翼政党众

多ꎬ 派系也多ꎻ 左翼政党和政党联盟分化组合频繁ꎮ 左翼政党积极参与

突尼斯的政治生活ꎬ 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取得了一定成功ꎬ 但各左翼政

党的发展并不均衡ꎮ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力ꎬ 许多左翼政党的纲领日益向

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ꎬ 左、 右翼政党之间的合作开始增多ꎬ 突尼斯政坛

未能形成像欧美国家的左、 右翼政治制衡的状态ꎮ 此外ꎬ 突尼斯左翼政

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关系广受关注ꎬ 左翼政党视政治伊斯兰为最主要

的政治对手ꎬ 并对其持敌对态度ꎬ 这不利于突尼斯的政治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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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ꎬ 中东地区剧烈的政治变化给该地区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了

重大变化ꎬ 不少国家陷入内战和分裂的状态ꎮ 突尼斯是中东变局后鲜有和平

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ꎬ 它也因此被西方国家标榜为中东民主的象征和最后的

希望ꎮ① 事实上ꎬ 突尼斯政治转型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国内各政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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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ꎬ 其中也包括左翼政党ꎮ 左翼政党在突尼斯有着悠久的历史ꎮ １９０７ 年ꎬ
“青年突尼斯” 诞生ꎬ 它是突尼斯最早的左翼政治组织之一ꎮ １９２０ 年ꎬ 该组

织被改组为自由宪政党ꎮ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 “青年突尼斯” 极大地推动

了突尼斯民族意识的觉醒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新宪政党从自由宪政党分离出

来ꎬ 带领突尼斯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ꎮ 突尼斯共和国成立后ꎬ 在布尔吉巴和

新宪政党带领下ꎬ 突尼斯实现了早期的发展ꎮ 本阿里时期ꎬ 随着 “党禁”
的开放ꎬ 新的左翼政党开始出现ꎬ 它们在反对专制统治、 争取民主和公正等

领域发挥了显著作用ꎮ ２０１０ 年底 “茉莉花革命” 以后ꎬ 突尼斯进入政治转型

时期ꎮ① 随着本阿里政权垮台ꎬ 突尼斯国内对政党的限制被彻底取消ꎬ 短时

期内突尼斯涌现出 ８０ 多个政党ꎬ 它们积极参与突尼斯的国内政治ꎬ 政党政治

成为突尼斯的常态ꎮ 同样ꎬ 这一时期左翼政党取得了重大发展ꎬ 它们积极参

与议会和总统选举并取得成功ꎬ 成为突尼斯政坛的主导力量之一ꎮ 因此ꎬ 关

注突尼斯民主转型ꎬ 需要深入了解该国左翼政党的发展状况ꎮ

突尼斯左翼政党的特点

在本阿里时期ꎬ 由于专制政权的压制ꎬ 突尼斯左翼政党的发展受到了

严重的阻碍ꎬ 左翼政党数量较少ꎬ 政治上也并不活跃ꎮ “茉莉花革命” 之后ꎬ
不少处于 “非法” 状态的左翼政党合法化ꎬ 左翼的政治、 社会运动组织也纷

纷组建政党ꎬ 突尼斯左翼政党版图色彩呈现多样化ꎮ 另外ꎬ 转型时期ꎬ 左翼

政党积极参与突尼斯的政治活动ꎬ 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ꎬ 它们成为突尼斯政

坛重要的政治压力集团ꎮ
(一) 左翼政党派系具有多样性

突尼斯左翼政党流派众多ꎬ 其中不乏主流的温和派ꎬ 也包括不少极左翼ꎮ
由于左翼政党ꎬ 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内部派系众多ꎬ 并不能完全以

一种思想流派进行归类ꎬ 因此下面列举的当前突尼斯现有的左翼政治流派及

其代表性政党ꎬ 只是大致的对应关系ꎮ

９８

① Ｄｏｍｅｎｉｃａ Ｐｒｅｙｓｉｎｇꎬ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Ｐｏｓｔ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ｕｎｉｓｉａ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７１ － ９４ 该书聚焦 “茉莉花革命” 至 ２０１３ 年突尼斯的政

治发展过程ꎬ 并将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分为 ３ 个不同阶段ꎮ 笔者以为ꎬ 从 “茉莉花革命” 开始到突尼斯

西式 “民主” 制度被稳定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都属于转型时期ꎬ 这可能需要经历两次及以上的大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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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马列主义政党ꎮ 代表性政党是工人党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Ｔ)ꎮ 该

党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ꎬ 原名为突尼斯工人共产党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ꎬ ＰＣＯＴ)ꎬ 该党长期被视为 “非法” 党派ꎬ 在 “茉莉花革命” 后合

法化ꎬ 参加了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ꎬ 并取得 ３ 个议席ꎮ 该党倡议将突

尼斯建成人民民主共和国ꎬ 支持权力制衡和政教分离ꎬ 主张对突尼斯境内所

有的跨国公司国有化ꎮ① 现任领导人是哈马哈马米 (Ｈａｍｍａ Ｈａｍｍａｍｉ)ꎮ
第二是泛阿拉伯主义政党ꎮ 代表性政党有 “民主爱国运动”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ｔｒｉｏ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ＭＯＵＰＡＤ)ꎮ 该党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ꎬ 在 “茉莉花革命” 后

由原来的 “非法” 存在变为合法化ꎮ 该党拥护代议制ꎬ 主张农业和轻工业的

均衡发展ꎬ 反对剥削劳动阶层ꎮ② 前任领导人是肖克里贝莱德 ( Ｃｈｏｋｒｉ
Ｂｅｌａïｄ)ꎬ 现任领导人是齐亚德拉克达尔 (Ｚｉａｄ Ｌａｋｈｄｈａｒ)ꎮ

第三是托派政党ꎮ 以 “工人左翼联盟”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ｅｆｔ Ｌｅａｇｕｅꎬ ＬＧＯ) 为

代表ꎮ 该党是在 “茉莉花革命” 之后成立的ꎬ 后加入 “大众运动”ꎮ 该党倾

向于第四国际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在成立后即申请成为其成员ꎮ 该党

许多领导人来自于突尼斯工会和专业协会ꎮ③ 领导人是贾利勒本布里克
佐格拉米 (Ｊａｌｅｌ Ｂｅｎ Ｂｒｉｋ Ｚｏｇｈｌａｍｉ)ꎮ

第四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ꎮ 代表性政党为 “突尼斯复兴运动”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Ｂａ'ａ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ＭＢＴ)ꎮ 该党是突尼斯最早的复兴党分支ꎬ 与国内

其他政党政治境遇相同ꎬ 长期处于 “非法” 状态ꎬ 在 “茉莉花革命” 后合法

化ꎮ 该党对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表示敬意ꎬ 反对西方国家入侵伊拉

克、 推翻萨达姆政权ꎬ 指责叙利亚政权背叛了复兴党事业ꎮ④ 现任总书记是奥

马尔奥托曼贝尔哈吉 (Ｏｍａｒ Ｏｔｈｍａｎ Ｂｅｌｈａｄｊ)ꎮ
第五是纳赛尔主义政党ꎮ 该派代表性政党 “人民运 动” (Ｐｅｏ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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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 参加了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ꎬ 拥有 ２
个议席ꎮ 之后ꎬ 该党经历了数次分裂组合 (此处特指穆罕默德布拉米领导

下的政党)ꎮ 布拉米尊崇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并崇拜埃及前总统纳赛尔ꎬ 在创建

“人民运动” 之前ꎬ 他创建了以 “纳赛尔” 为名的运动组织 ( Ｎａｓｓｅｒｉｓｔ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ꎮ

第六是绿党ꎮ 其代表性政党为绿色突尼斯党 (Ｇｒｅ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ＴＶ)ꎮ
该党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 在 “茉莉花革命” 后合法化ꎮ 该党倡导生态社会主

义和绿色政治ꎬ 后加入 “大众阵线”ꎮ 现任领导人是阿卜杜勒卡德尔齐图尼

(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 Ｚｉｔｏｕｎｉ)ꎮ
在突尼斯ꎬ 左翼政党之所以流派众多ꎬ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ꎬ

受欧洲国家特别是其前宗主国法国左翼思想的影响ꎮ 中东早期的社会主义思

想同阿拉伯地区的欧洲移民以及阿拉伯人在西欧国家的学习相关ꎮ① 突尼斯左

翼政党的产生同样与法国有关ꎮ 突尼斯共产党最初是法国社会党的突尼斯分

部ꎬ 后被改组为法国共产党支部ꎬ １９３６ 年该党才脱离法国共产党独立ꎮ 突尼

斯独立初期ꎬ 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等也借用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ꎮ②

在当代ꎬ 法国的突尼斯侨民是欧洲左翼思想传入突尼斯的重要介质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突尼斯获得了独立ꎬ 但是法国通过法语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法

非货币合作协定等交流平台或协议ꎬ 依旧与突尼斯保持了紧密关系ꎮ 当前ꎬ
大量的突尼斯侨民移居欧洲ꎬ 而法国的突尼斯侨民最多ꎮ③ 突尼斯海外侨民对

国内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突尼斯议会选举中ꎬ 突尼斯设置了 ６
个海外选区ꎬ 其中有 ２ 个选区位于法国ꎬ 议席数约占突尼斯议席总数的 ５％ ꎮ④

法国的左翼思想对其投票行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ꎮ
第二ꎬ 同突尼斯的阿拉伯特质相关ꎮ 突尼斯是阿盟的成员国之一ꎬ 阿拉

伯民族身份是突尼斯民众最重要的认同标准之一ꎮ 当下ꎬ 阿拉伯人在国际舞

台上的地位不高ꎬ 尤其是在阿以冲突中ꎬ 阿拉伯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国家的

不公正待遇ꎮ 正因为如此ꎬ 阿拉伯民众对欧美国家始终持怀疑态度ꎬ 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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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萍、 林庆春: «列国志突尼斯»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ａｖａｎａꎬ Ａｌｅｘ Ｒｕｓｓｅｌｌꎬ “Ｐ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ＯＭＥＤ)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４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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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ꎮ 因此ꎬ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容易得到突尼斯民众的认同ꎮ
第三ꎬ 本地区有丰富的左翼思想和实践经历ꎮ 在历史上ꎬ 阿拉伯民族曾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ꎬ 但进入近现代以后阿拉伯民族影响力减弱ꎮ 这种强烈的

反差使得任何有助于实现民族和国家强大的理论ꎬ 都能在阿拉伯民众中找到

受众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叶的反殖民斗争以及国家建设中ꎬ 中东地区的左翼政党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ꎬ 也奠定了左翼政党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地位ꎮ 中东地区ꎬ 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思想ꎬ 不仅容易被本国国民接受ꎬ 也能够越过边界ꎬ 影

响周边国家的民众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３ 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立后ꎬ 阿拉伯社会主

义复兴运动在突尼斯得到了迅速传播ꎬ １９５５ 年突尼斯复兴社会党便召开了成

立大会ꎮ① 纳赛尔主义在突尼斯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虽然布尔吉巴极力抵制纳赛尔主义在突尼斯的传播ꎬ② 但是由于纳赛尔实现了

埃及的独立并成功抵抗了英、 法军队的侵略ꎬ 纳赛尔主义在突尼斯得到了迅

速传播ꎬ 至今在突尼斯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ꎮ
(二) 左翼政党和政党联盟不断分化组合

中东地区左翼政党在发展过程中ꎬ 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于政党和政党联盟

分化组合频繁ꎮ 突尼斯左翼政党同样也是如此ꎮ 受国内政治体制、 政党内部

建设以及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ꎬ 从其诞生到 “茉莉花革命” 之前ꎬ 突尼斯

左翼政党一直经历着分化组合ꎮ 进入国家政治转型时期ꎬ 左翼政党的这一特

征依旧明显ꎬ 并对突尼斯政坛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由于政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对抗、 基层党员对领导人的异议以及新兴政党

对传统政党的分化作用等ꎬ 几乎所有传统的左翼政党ꎬ 例如 “共和大会”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ＣＰＲ)、 共和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Ｒ) 等ꎬ 都遭

遇了分裂危机ꎮ 左翼政党曾基于具体的目标组建了众多政党联盟ꎬ 这种联盟

的凝聚力更加有限ꎬ 分裂更为严重ꎮ 以 “大众阵线”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 为例ꎬ
它一度汇聚了当时突尼斯所有主要的左翼政党ꎬ 但是成立不久即告分裂ꎮ

左翼政党和政党联盟的分裂对突尼斯左翼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

响ꎮ 首先ꎬ 它削弱了政党的政治影响力ꎮ “共和大会” 是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

议会的第二大党ꎬ 不过选举结束后不久ꎬ 随着大量议员的出走ꎬ 该党的影响

２９

①

②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Ｂａａｔｈ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ꎬ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２３ / １６８３１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英国] 罗伯特斯蒂文斯: «纳赛尔传»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３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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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式微ꎮ 共和党在 ２０１１ 年议会选举中曾获得了 １１ 个席位ꎬ 是议会第四大党ꎬ
但是该党不久陷入分裂ꎬ 在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举中最终只赢得了一个席位ꎮ①

其次ꎬ 分裂削弱了政党的声誉ꎮ 左翼政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对左翼政党及

其领导人的威信造成了伤害ꎮ 蒙塞夫马尔祖基 (Ｍｏｎｃｅｆ Ｍａｒｚｏｕｋｉ) 是 “共
和大会” 的灵魂ꎬ 在就任突尼斯总统后ꎬ 他虽然名义上退出了该党ꎬ 但仍然

是该党的精神领袖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共和大会” 领导人在一系列议题上公开反对

马尔祖基ꎮ 虽然此举初衷在于提振该党日益下滑的政治影响力ꎬ② 但最终却对

马尔祖基和 “共和大会” 的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ꎬ 二者在 ２０１４ 年的议会和总

统选举中都遭遇了失利ꎮ
再次ꎬ 它削弱了左翼阵营的力量ꎮ 有些左翼政治家虽然在脱离某一左翼政

党后仍能坚持其政治立场ꎬ 加入其他左翼政党或组建新的左翼政党ꎬ 然而ꎬ 由

于新生左翼政党和原有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较多的相似性ꎬ 它们在选举

中形成了竞争关系ꎬ 导致选民投票分散ꎬ 往往形成双输的局面ꎬ 削弱了左翼阵

营的影响力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 “共和大会” 部分高级成员离党后组建了 “独立民

主大会”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ꎮ③ 在分裂之前ꎬ “共和大会” 是议会

的第二大党ꎬ “独立民主大会” 最初成立时议席总数一度达到了 １２ 个ꎬ 是议会主

要的左翼政党之一ꎮ 不久之后ꎬ 两党的发展都陷入困局ꎬ 在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举中遭

遇了惨败ꎬ 新党一无所获ꎬ “共和大会” 也仅获得 ４ 个议席ꎬ 沦为边缘小党ꎮ
在突尼斯左翼政党分化的同时ꎬ 又出现了左翼政党和政党联盟组合的局

面ꎮ 在政治转型时期ꎬ 党禁开放使政党数量急剧增加ꎬ 加之主流政党的经常

分裂ꎬ 政党的规模很难得到保证ꎬ 因此ꎬ 无论政党规模大小ꎬ 为确保政党及

其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ꎬ 它们都存在与别的政党联合的需要ꎮ 以呼声党

(Ｎｉｄａａ Ｔｏｕｎｅｓꎬ ＮＴ) 为例ꎬ 为了竞争国家的主导权ꎬ 该党积极与与其他政党

联合ꎬ 融合了本阿里宪政民主联盟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ａｌｌｙꎬ ＲＣＤ)、
世俗左派、 宪政派 (Ｄｅｓｔｏｕｒｉａｎｓꎬ 即布尔吉巴追随者) 等多个派系ꎮ 这一时

３９

①

②

③

Ａｓｍａ Ｇｈｒｉｂｉ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Ｂｌｏｃ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ｖｅ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ｖｅ ｎｅｔ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１４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 ｂｌｏｃ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ｒｏｔｅｓ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１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ｙｃｅꎬ “ＣＰＲ’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ｔｏ Ｓｉｇｎ Ｒｏａｄｍａｐꎬ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Ｓａｙ”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ｖ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ｖｅ ｎｅｔ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１０ / ｃｐｒｓ － ｄｅｃｌｉｎｅ － ｂｅｈｉｎｄ － ｒｅｆｕｓａｌ － ｔｏ － ｓｉｇｎ － ｒｏａｄｍａｐ －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
ｓａｙ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独立民主大会” 后改名为 “忠诚运动” (Ｗａｆ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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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 为了特定的目标ꎬ 左翼政党组建了多个政党联盟ꎮ 例如ꎬ 出于议会选举

的需要ꎬ 左翼政党联合组建了大众阵线ꎻ① 出于对抗 “伊斯兰复兴运动” 的

需要ꎬ 左翼政党联合其他世俗政党组建了突尼斯联盟 (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ｕｎｉｓｉａꎬ
ＵＰＴ)ꎮ② 另外ꎬ 这一时期左翼参与组建的、 较为重要的政党联盟还有全国解

放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中间党” ( ｃｅｎｔｒ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等ꎮ

“茉莉花革命” 之后ꎬ 突尼斯政坛涌现出一批新的政党ꎬ 有些是全新的政

党ꎬ 有些是传统政党分裂的产物ꎬ 除此之外ꎬ 有些则是政党合并的产物ꎮ 其

中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进步民主党 (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ＤＰ)、 “突
尼斯愿景” (Ａｆｅｋ Ｔｏｕｎｅｓ)、 突尼斯共和党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ａｒｔｙ) 以及

其他多个小党和独立人士联合组成了共和党ꎬ 该党成为突尼斯最主要的左翼

政党之一ꎬ 在突尼斯政坛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ꎮ③

左翼政党的政治参与

“利益的代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是政党的主要功能之一ꎬ 而政

治权力则是最重要的 “利益” 之一ꎮ④ 突尼斯左翼政党重视政治参与ꎮ 在

本阿里时期ꎬ 左翼政党积极参与议会选举ꎬ 不少左翼成员被任命为政府机

构、 公司的负责人ꎮ⑤ 本阿里政权垮台之后ꎬ 左翼政党政治积极性更强ꎬ 它

们积极地参与突尼斯的选举活动ꎬ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ꎮ
(一) 参加议会选举

在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中ꎬ 左翼政党获得了 ７８ 个议席ꎮ 其中ꎬ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Ｌｅｆｔ Ｒｅｇｒｏｕ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ｒｇ /
ｓｐｉｐ ｐｈ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７２４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突尼斯联盟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 是左翼政党组建的议会选举联盟ꎮ 最初该联盟有 ５ 个成员ꎬ
但不久共和党和呼声党就宣布退出该联盟ꎮ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ｕｎｉ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ｓａｄａ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２８ / ｕｎｉｔｉｎｇ － ｆｏｒ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ｆｕ２ｑ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共和党相关情况参见其官网: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ｏｕｍｈｏｕｒｉ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ꎬ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２７ꎮ

Ｊａｍｅｓ Ｊｕｐｐ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Ｒｏｕ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３３
Ｓａｌａｈ ｅｄｄｉｎｅ Ｊｏｕｒｃｈｉ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ｉｎ Ｓａａｄ Ｄｄｄ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ｎｄ Ｋａｙ Ｌａｗｓｏｎ ｅ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ｏｌｍｅ Ｖ: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ｒｅｇ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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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大会” 和 “民主论坛”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ꎬ
ＦＤＴＬꎬ 阿文为 “Ｅｔｔａｋａｔｏｌ”) 成为议会第二和第三大政党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

“伊斯兰复兴运动” (Ｅｎｎａｈｄ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的妥协ꎬ 两党的领导人分别出任总

统和议长ꎬ 获得了远超其议席的政治地位ꎮ 在 ２０１４ 年议会 (正式名称为国民

代表大会) 选举中ꎬ 左翼政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ꎬ 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

１１３ 个议席ꎬ 超过总议席数一半ꎮ 其中ꎬ 呼声党超过 “伊斯兰复兴运动”ꎬ 成

了议会第一大党 (参见表 １)ꎮ

表 １　 转型时期突尼斯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议席分布情况

政党名称
２０１１ 年制宪议会选举

政党议席数量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举
政党议席数量

“共和大会” ２９ ４
“民主论坛” ２０ ０
进步民主党 １６ － (已解散)

“民主现代支柱”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Ｐｏｌｅꎬ ＰＤＭ) ５ － (已解散)

工人党 ３ － (已并入
“大众阵线”)

“人民运动”① ２ ３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ꎬ
ＭＤＳ)

２ １

“民主爱国运动” １ － (已并入
“大众阵线”)

呼声党 － (未组建) ８６
“大众阵线”② － (未组建) １５

“民主潮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ꎬ
阿文为 Ｅｔｔａｙａｒ) － (未组建) ３

共和党 － (未组建) １
合　 计 ７８ １１３

　 　 　 　 　 说明: 以上数据仅反映选举刚结束时的结果ꎮ

　 　 　 资料来源: 突尼斯最高独立选举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ｉｅ ｔｎ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ꎮ

５９

①

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 “人民运动” 部分党员反对与别的政党合并ꎬ 脱离该党后重组新党ꎬ 新党仍以

“人民运动” 为名ꎬ 领导人为穆罕默德布拉米ꎬ 此处特指该党ꎮ
该党全称为 “实现革命目标的大众阵线”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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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加总统选举

突尼斯左翼政党积极参与总统选举ꎬ 相比于同一时期的埃及ꎬ 它们主导

了 ２０１４ 年的突尼斯总统选举ꎮ① 由于 “伊斯兰复兴运动” 放弃提名总统候选

人ꎬ 而世俗的右翼政党力量又特别弱小ꎬ 它们都未能对左翼政党竞选总统构

成太多的威胁ꎮ 左翼政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ꎬ 即埃塞卜西和马尔祖基ꎬ 前者

得到议会第一大党的支持ꎬ 而后者得到 “共和大会” 以及 “伊斯兰复兴运

动” 的支持ꎬ 很快就确定了竞选优势ꎮ
当前ꎬ 左翼政党赢得了总统选举ꎬ 并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ꎬ

它们在突尼斯政坛获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ꎮ 左翼政党之所以能够在转型期间

大获成功ꎬ 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在突尼斯历史上尚佳的表现ꎬ 尤其是布尔吉巴

领导的新宪政党在突尼斯独立和早期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 得到了民

众的认可ꎮ 此外ꎬ 左翼政党的强大还与另两个因素相关ꎮ
第一ꎬ 同突尼斯长期实行的一党制传统相关ꎮ 一方面ꎬ 由于突尼斯共和

国成立之初实行一党制ꎬ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突尼斯没有右翼政党ꎮ １９８１ 年ꎬ
突尼斯解除党禁ꎬ 反对党开始出现ꎬ 但是由于左翼思想在该国业已形成强势ꎬ
右翼政党发展不佳ꎬ 只有自由社会党 (ＰＳＬ) 具有较为明显的右翼色彩ꎮ 相比

其他左翼反对党ꎬ 该党在国家和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力严重不足ꎮ② 另一方

面ꎬ 本阿里时期ꎬ 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掌握了国家各领域的资源ꎬ “茉莉花

革命” 后ꎬ 突尼斯主流左翼政党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ꎬ 也受惠于这种

联系ꎮ③

第二ꎬ 同当前的国际和地区政治形势相关ꎮ 左翼政党在突尼斯政坛最强

大的敌人并非世俗的右翼政党ꎬ 而是政治伊斯兰ꎮ 虽然当前突尼斯左翼政党

控制了总统和议会ꎬ 取得了对政治伊斯兰的胜利ꎬ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左翼政党的成功并非完全依靠自身的实力ꎬ 实际上ꎬ 左翼政党并未能在真正

意义上击败政治伊斯兰ꎮ 以 “伊斯兰复兴运动” 为例ꎬ 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突尼斯议会选举中ꎬ 该党议席分别位列第一位和第二位ꎮ 但在政治转型时期ꎬ

６９

①

②
③

参见易小明: «转型时期的埃及左翼政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９８ ~ １０４ 页ꎮ
杨鲁萍、 林庆春: 前引书ꎬ 第 ９２ ~ ９５ 页ꎮ
呼声党领导人埃塞卜西在总统竞选过程中ꎬ 得到了宪政民主联盟及其支持者的大力支持ꎬ 是

其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Ｓｅｅ Ｎａｄｉａ Ｍａｒｚｏｕｋｉ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Ｒｏｔｔｅｎ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ꎬ Ｍｅｒｉ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ｒｉｐ ｏｒｇ / ｍｅｒｏ / ｍｅｒｏ０７１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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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伊斯兰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ꎮ 一方面ꎬ 西方国家对中东政治伊斯兰持

有戒心ꎬ 并不认可政治伊斯兰在该地区的 “民主” 作用ꎻ① 在政治伊斯兰掌

权之后ꎬ 西方国家对其态度冷淡ꎮ 在埃及ꎬ 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掌权

当选总统之后ꎬ 西方并没有派员参加其就职典礼ꎻ 在突尼斯制宪议会时期ꎬ
“伊斯兰复兴运动” 组阁的政府急需援助ꎬ 但欧美国家却动作迟缓ꎬ 而 “伊斯

兰复兴运动” 下台后ꎬ 突尼斯则获得了大量的外部援助ꎮ② 另一方面ꎬ 在历史

上ꎬ 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多次被政府镇压ꎬ 政治伊斯兰已经形成了妥协的习

惯ꎮ 尤其是同一时期埃及穆兄会政府被推翻以及穆兄会被取缔的遭遇ꎬ 对

“伊斯兰复兴运动” 造成了极大的触动ꎮ③ 因此ꎬ 在面对左翼政党的强烈抵制

时ꎬ “伊斯兰复兴运动” 开始主动限制其政治影响力ꎮ ２０１３ 年ꎬ 该党主动退

出了政府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该党放弃参加总统选举ꎮ

左翼政党的发展趋势

虽然整体上突尼斯左翼政党在政坛取得了成功ꎬ 但是由于左翼政党的分

化组合ꎬ 各政党的发展并不均衡ꎮ 其中ꎬ “茉莉花革命” 之前便已存在的左翼

政党ꎬ 它们在转型初期曾一度繁荣ꎬ 但之后迅速衰落ꎬ 相比之下ꎬ 新兴左翼

政党则发展迅速ꎬ 开始取代前者在政坛的地位ꎮ 另外ꎬ 许多左翼政党为了扩

大政治影响力ꎬ 它们的纲领由政治光谱的左翼逐渐向中间靠拢ꎬ 左、 右翼政

党之间的合作开始增多ꎬ 突尼斯政坛未能形成像欧美国家那样左、 右翼制衡

的状态ꎮ
(一) 新、 老左翼政党发展不均衡

在政治转型时期ꎬ 突尼斯政坛 “喜新厌旧” 的现象非常明显ꎬ 曾在短时

期内取得过较大的政治成功ꎬ 但却迅速衰败的传统左翼政党为数不少ꎮ
“共和大会” 在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中ꎬ 赢得了 ８ ７％的选票ꎬ 获

７９

①

②

③

Ｓｅｒｇｉｏ Ｃａｓｔａñｏ Ｒｉａñｏ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ꎬ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１ 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 ａｎｄ ＩＩ 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ｘ: Ｄｅｖｉ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Ａｒａｂꎬ Ｌｉｓｂｏｎꎬ ２０１４

“Ｎｅｗ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ꎬ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ｎｅｗ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ｓｉｇｎｓ － ａｉｄ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ꎬ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Ｄｅｅｐｅｎ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ＳＷ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５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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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 ２９ 个席位ꎬ 成为议会第二大党ꎬ 该党领导人马尔祖基也当选为突尼斯临

时总统ꎮ 但在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举中ꎬ “共和大会” 遭遇了惨败ꎬ 其民调支持率

降至 １％ ~２％ ꎬ 只获得 ４ 个议席ꎮ① 在之后的总统选举中ꎬ 马尔祖基也败给了

埃塞卜西ꎮ
“民主论坛” 在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中ꎬ 获得了 ２０ 个议席ꎬ 成为

议会第三大党ꎮ 在突尼斯过渡政府中ꎬ 该党与另外两党形成了 “三驾马车”
的执政模式ꎬ 政党领导人穆斯塔法本贾法 (Ｍｕｓｔａｐｈａ Ｂｅｎ Ｊａａｆａｒ) 当选为

制宪议会议长ꎮ② 但是在 ２０１４ 年突尼斯举行的议会选举中ꎬ 该党失去了所有

的议席ꎮ
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的进步民主党ꎬ 原名为 “进步社会主义联盟”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ａｌｌｙ)ꎬ １９８８ 年该党摆脱非法状态ꎬ 变为合法ꎬ ２００１ 年后改用现名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在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中ꎬ 该党的支持率在 １０％ ~ １６％ 之间ꎬ 获得

了 １６ 个议席ꎬ 成为议会第四大党ꎮ 但在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举中ꎬ 以该党为主体

的共和党只获得约 ２％的民调支持率ꎬ 最终只获得了 １ 个议席ꎮ
综合考察传统左翼政党在转型时期的表现ꎬ 在笔者看来ꎬ 它们由盛转衰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第一ꎬ 左翼政党的内部建设存在问题ꎮ “茉莉花革命” 之

后ꎬ 在制宪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左翼政党未能完善政党制度建设ꎬ 党内分

歧导致政党分裂ꎬ 造成大量重要党员尤其是国民议会议员出走ꎬ 削弱了政党

的政治影响力ꎮ 以 “共和大会” 为例ꎬ 制宪议会选举结束不久ꎬ 该党短期内

更换了 ３ 任秘书长ꎬ 每次人事变动都造成高级成员离党ꎬ 流失了 １１ 名议员ꎬ
留下的议员只关注议会工作ꎬ 忽视党的领导ꎬ 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体制

危机ꎮ③

第二ꎬ 左翼政党虽参与执政ꎬ 但却未能实现国家发展ꎬ 影响了政党的声

誉ꎮ 首先ꎬ 长期以来ꎬ 突尼斯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ꎬ 而在中东地区持续动荡

期间ꎬ 欧美主要关注陷入内战和分裂状态下的其他中东国家ꎬ 对突尼斯过渡

政府的支持非常有限ꎮ 例如ꎬ 八国集团曾承诺向突尼斯和埃及提供 ２００ 亿美

８９

①
②

③

突尼斯最高独立选举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ｉｅ ｔｎ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ꎮ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ｓｔｓ”ꎬ ＢＢ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５８３０５８３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Ｔｕｎｉｓｉｅ / ＣＰＲ: Ｌ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Ｌｉｍｏｇｅ Ａｂｄｅｒｒａｏｕｆ Ａｙａｄ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ｎｅｔ ｔｎ / ｒｅｖｕｅ － ｄｅ －

ｐｒｅｓｓ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 ｔｕｎｉｓｉｅ / ｃｐｒ － ｌｅ － ｂｕｒｅａ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 ｌｉｍｏｇｅ － ａｂｄｅｒｒａｏｕｆ － ａｙａｄｉ / ｉｄ － ｍｅｎｕ － ９５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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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援助ꎬ 在 ２０１１ 年ꎬ 突尼斯仅收到 ８ ５ 亿美元援款ꎮ① 其次ꎬ 地区形势的

发展不利于左翼政党执政ꎮ 突尼斯与周边国家ꎬ 例如利比亚等国ꎬ 有着较深

的经济联系ꎬ 这些国家深受中东变局的冲击ꎬ 连累了突尼斯经济ꎮ 与此同时ꎬ
周边国家局势动荡产生了大量的难民ꎬ 其中部分已经进入了突尼斯ꎬ 加重了

突尼斯政府的负担ꎮ② 最后ꎬ 在政治转型时期ꎬ 突尼斯频繁遭受恐怖袭击ꎬ 重

创了该国主要的创汇行业旅游业ꎬ 严重影响到突尼斯的经济复苏ꎮ 在上述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ꎬ 虽然本阿里政权垮台了数年ꎬ 但突尼斯并未能实现发展ꎮ
２０１１ 年ꎬ 突尼斯经济呈现负增长ꎬ 之后两年也都处于停滞状态ꎬ 至 ２０１３ 年

底ꎬ 国内失业率仍高达 １５ ３％ ꎬ 同 “茉莉花革命” 之前相当ꎮ③ 在这种情况

下ꎬ 突尼斯民众对过渡政府非常不满ꎬ 并将批评矛头指向了执政党ꎮ 以马尔

祖基为例ꎬ 其转型时期的总统身份折损了他的声誉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的民调显示:
６０％的突尼斯民众不喜欢马尔祖基ꎬ 只有 ９ ９％的人表示会投票支持ꎮ④

第三ꎬ 受政治转型时期剧烈社会运动的拖累ꎮ “茉莉花革命” 后ꎬ 突尼斯

进入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ꎬ 但很快陷入世俗政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政治斗

争之中ꎬ 几乎造成社会的分裂ꎬ 因此政党在突尼斯声名不彰ꎮ 国际共和研究

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ＩＲＩ) 的调查显示ꎬ 民众对当时几乎所有

的政党都怀有敌意ꎮ⑤

传统左翼政党的衰落为新组建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ꎬ 在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

举中ꎬ 新的左翼政党表现不俗ꎬ 其中ꎬ 埃塞卜西及其领导的呼声党是传统左

翼政党衰败后最大的受益者ꎬ 呼声党成为突尼斯议会最大的政党ꎬ 埃塞卜西

也击败马尔祖基ꎬ 成功当选突尼斯总统ꎮ 实际上ꎬ 突尼斯新组建的左翼政党

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空白的执政经历相关ꎮ 鉴于传统左翼政党执政时期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ｏｓｎｉ Ｍｏｕｅｌｈｉ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Ｗｈｙ 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ｅ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Ｈｅｒｅ?”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ｖ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ｖｅ ｎｅｔ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１４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ａｉｄ － ｉｎ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ｗｈｙ － ｄｏ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ｓｐｅｎｄ － ｍｏｎｅｙ －
ｈｅｒｅ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突尼斯周边国家利比亚是该国重要的外交伙伴ꎬ 受到利比亚内战的影响ꎬ 该国经济遭受重创ꎮ
而且ꎬ 突尼斯还接纳了十多万利比亚难民ꎬ 使该国经济发展受此之累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ꎬ “Ｕ Ｓ Ｍｕｓｔ Ｇｉｖｅ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 Ｎｏｗ”ꎬ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２６ / ｕ － ｓ －
ｍｕｓｔ － ｇｉｖｅ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ａｉｄ － ｎｏｗ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 ｗｒｉｔｅｓ － ｉｎ － ｆｔꎬ ２０１６ －０９ －１８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ＲＩ)ꎬ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２２ － Ｊｕｌｙ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４０ － ４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ＲＩ)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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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表现ꎬ 尽管它们也存在多方面的问题ꎬ 但是民众对其仍抱有期待ꎮ 以

呼声党为例ꎬ 该党领导人埃塞卜西曾在布尔吉巴和本阿里政权中担任要职ꎬ
而呼声党也吸纳了许多本阿里政权时期的高官ꎬ 埃塞卜西第一届政府曾一

度引发了外界对本阿里政权复辟的担忧ꎮ 尽管如此ꎬ 呼声党的背景并没有

成为政治包袱ꎬ 反而成为一种优势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的民调显示ꎬ 大多数突尼斯

人愿意选择稳定的和独裁型ꎬ 而不是民主却不稳定的政府ꎮ①

(二) 左翼政党中间化

突尼斯左翼政党派系众多ꎬ 其中ꎬ 部分激进左翼等坚持其政治主张ꎬ 例

如大众阵线等激进左翼仍片面强调国家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ꎬ 主张对大公

司进一步国有化ꎮ② 但是ꎬ 激进左翼已非突尼斯政坛的主流ꎬ 大部分左翼政党

纲领和实践正在向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靠拢ꎬ 主张国家管控和经济自由主义

相互调和ꎬ 主张公正和公平ꎬ 同时也认可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ꎬ 支

持私人经济发展等ꎮ 以呼声党为例ꎬ 该党在议会选举中强调教育和职业培训

改革ꎬ 主张内陆和沿海地区协调发展ꎬ 但同时也表示改革金融体系ꎬ 加强国

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等ꎬ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呼声党是商业友好型政党ꎮ③

另外ꎬ 有些左翼政党ꎬ 例如共和党ꎬ 则公开自称为中间型政党ꎮ
(三) 西式左、 右翼政党分野难以形成

长期以来ꎬ 由于缺乏共存意识以及政党的个人化领导ꎬ 左翼政党难以建

立长期和稳固的左翼阵线ꎬ 各个派系之间冲突非常严重ꎮ 不过ꎬ 左翼政党在

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亟需对某些事务进行抵制时ꎬ 组建较大的联盟或阵线则

是可行的ꎮ 长期以来ꎬ 突尼斯左翼政党的立场取决于两种态度ꎬ 即对政府的

态度和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ꎮ④ 换言之ꎬ 左、 右翼之间的对抗并非突尼斯政

坛政党关系的主要变量ꎬ 因此ꎬ 突尼斯政坛不必然出现西方国家左右翼政治

相互制衡的模式ꎮ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ＲＩ)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３ － ２４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Ｌｅｆｔ Ｄ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ａｌｉｔｅｓｃｏｍｔｎ２０１４０８１７ｅｎｔｒｅ －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０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ａｖａｎａ ＆ Ａｌｅｘ Ｒｕｓｓｅｌｌꎬ “Ｐ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０ － １１

Ｓａｌａｈ Ｅｄｄｉｎｅ Ｊｏｕｒｃｈｉ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ｉｎ Ｓａａｄ Ｄｄｄ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ｎｄ Ｋａｙ Ｌａｗｓｏｎ ｅｄ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Ｖ: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ｒｅｇ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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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政坛ꎬ 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合作并不鲜见ꎮ 在 “茉莉花革命” 之

前ꎬ 左翼政党能够同政治伊斯兰在内的右翼政党合作ꎬ 反抗专制统治ꎮ 在转

型时期ꎬ 左、 右翼政党同样能够进行合作ꎬ 由于目的不同ꎬ 这种合作也可以

有不同的形式ꎮ 第一ꎬ 左翼政党联合右翼政党ꎬ 以抵制其他的左翼政治对手ꎮ
２０１４ 年前后ꎬ 呼声党力量得到了迅速增长ꎬ 为了抵制呼声党有可能在突尼斯的

全面执政ꎬ 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进行了联合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突尼斯议会选举时期ꎬ
多个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联合右翼政党自由爱国联盟 (ＵＰＬ)ꎬ 组建了名为 “社
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中间党” (Ｃｅｎｔｒ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的竞选

联盟ꎬ 成为呼声党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ꎮ① 第二ꎬ 左翼政党联合右翼政党ꎬ 以

最大化地获取政治资源ꎮ 在突尼斯政治转型时期ꎬ 议会和总统选举成为左右

翼政党合作的重要动机之一ꎮ 由于突尼斯政坛政党分裂频繁ꎬ 政党只有具备

一定规模ꎬ 才能保持政治影响力ꎻ 只有包容更多的政治光谱ꎬ 政党才能够赢

得更多的选票ꎬ 因此左、 右翼联合不仅不会对左翼构成危害ꎬ 反而成为必需ꎮ
以呼声党为例ꎬ 虽然该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ꎬ 但是内部也包含了多个右翼

派系ꎮ 第三ꎬ 左、 右翼世俗政党联合ꎬ 以抵制政治伊斯兰ꎮ 政治伊斯兰是世

俗左右翼政党共同的 “敌人”ꎮ 在政治转型时期ꎬ 政治伊斯兰显示出巨大的群

众动员能力ꎬ 在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ꎬ 成为世俗左右翼政党在突

尼斯政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ꎬ ２０１３ 年ꎬ 几乎突尼斯所有的左右翼政党都联合

了起来ꎬ 它们组建了共同的联盟ꎬ 对抗 “伊斯兰复兴运动” 主导的突尼斯过

渡政府ꎮ②

总之ꎬ “茉莉花革命” 之后ꎬ 突尼斯左翼政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ꎬ 并成为

政坛最主要的政治力量ꎬ 不过ꎬ 未来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ꎮ 首先ꎬ 长期困

扰左翼政党的弊端ꎬ 例如稳定性较差、 政党工具化、 领导人长期把持政党等ꎬ
在 “茉莉花革命” 后未见明显改善ꎬ 制约了左翼政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ꎮ 其

次ꎬ 左翼政党亟需巩固和拓展其政治基础ꎮ 客观而言ꎬ 突尼斯左翼政党和民

众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ꎮ 在 “茉莉花革命” 时期ꎬ 由于本阿里政权的压制ꎬ

１０１

①

②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Ｕｎ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Ｃｒéｅｒ ｕｎ Ｇｒ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ｄ ’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ｉｂéｒａｌ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ｑｕｉｎｆｏ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３ / ３ / ７ / ｔｕｎｉｓｉｅ －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 ｆｕｓｉｏｎ － ｐｏｕｒ － ｃｒｅｅｒ － ｇｒａｎｄ － ｐａｒｔｉ － 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ｅ － ２１８７８５ ａｓｐ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ꎬ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Ｄｅｅｐｅｎ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ＳＷ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５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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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左翼政党失去了发动群众、 联系群众的能力ꎬ 有些政党甚至沦为专

制政权的合法性工具ꎬ 它们既不敢也没有能力发动群众ꎮ 总体上ꎬ 左翼政党

在 “茉莉花革命” 中表现平庸ꎬ 未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ꎮ “茉莉花革命” 成

功之后ꎬ 左翼政党同样未能有效解决该问题ꎮ 当今ꎬ 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发

展ꎬ 专业组织、 青年组织等与左翼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系受到了冲击ꎬ 左翼政

党对其影响力减弱ꎮ 最后ꎬ 左翼政党的从政经历欠佳ꎬ 它们既未能实现国家

的发展ꎬ 反而沉迷于政治斗争ꎬ 甚至一度让国家处于危险之中ꎬ 受到了突尼

斯民众的批评ꎮ 上述问题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ꎬ 左翼政党能否继续保

持政坛领导地位尚未可知ꎮ

余论: 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关系

研究和分析转型时期的左翼政党ꎬ 除了关注左翼政党和左翼阵线的发展

情况以及它们在各国政坛的地位ꎬ 还必须关注它们与政治伊斯兰的关系ꎮ 在

中东地区ꎬ 世俗的左、 右翼政党关系并不如欧美国家那样重要ꎬ 世俗政党和

政治伊斯兰才是最重要的政党分类方式ꎮ 当前ꎬ 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

的关系对各国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政治

转型的成败ꎮ
简而言之ꎬ 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既有合作ꎬ 也有对抗ꎮ 上文提到ꎬ 左

翼政党的政治态度建立在对专制政府和政治伊斯兰的认知上ꎬ 因此ꎬ 虽然左

翼政党普遍抵制政治伊斯兰ꎬ 但出于反对专制统治的需要ꎬ 二者能够进行合

作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５ 年ꎬ 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曾共同发起了对本阿里政权的

绝食抗议活动ꎬ 史称 “１０ 月 １８ 日运动”ꎮ
尽管如此ꎬ 左翼政党对政治伊斯兰的抵制是二者关系的主流ꎬ 这一点在

转型时期尤为明显ꎮ 在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期间ꎬ 例如进步民主党和 “民主

现代支柱” 左翼政党ꎬ 不是集中精力宣扬其政治和经济主张ꎬ 而是强调 “伊
斯兰复兴运动” 对突尼斯民主的威胁ꎮ① 在制宪议会选举过后ꎬ 由于 “伊斯

兰复兴运动” 获胜ꎬ 左翼开始联合对抗政治伊斯兰ꎬ 组建了 “大众阵线”ꎮ

２０１

① Ａｈｍｅｄ Ａｇｈｒｏｕｔ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ꎬ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９４ －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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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ꎬ 呼声党成立ꎬ 该党领导人埃塞卜西指出ꎬ 组建该党的目的就在于团

结左翼ꎬ 一致对抗 “伊斯兰复兴运动”ꎮ① ２０１３ 年ꎬ 左翼政党等世俗政党和政

治伊斯兰之间的对抗到达顶峰ꎮ 左翼不仅动员议员辞职以瘫议会ꎬ 更直接要

求 “伊斯兰复兴运动” 下台ꎮ②

左翼政党对政治伊斯兰的抵制同样也是 ２０１４ 年突尼斯议会和总统选举最

主要的特征之一ꎮ 在议会选举中ꎬ 许多左翼政党仍然以抵制政治伊斯兰作为

它们宣传的基础ꎮ 例如ꎬ 呼声党提出了 “有效投票” (“ｔｈ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ｖｏｔｅ”) 的口

号ꎬ 该党明确指出ꎬ 为了避免 “伊斯兰复兴运动” 再次获胜ꎬ 世俗政党必须

联合起来ꎬ 以防支持世俗政党的投票被稀释ꎮ③ 在总统选举中ꎬ 由于 “伊斯兰

复兴运动” 支持马尔祖基ꎬ 这次竞选也被贴上了世俗主义和政治伊斯兰对决

的标签ꎮ 这一时期ꎬ 突尼斯国内浓烈的反对政治伊斯兰的氛围ꎬ 引发了西方

选举观察家的担忧ꎮ④

左翼等世俗政党有足够的理由反对和抵制政治伊斯兰ꎬ 例如ꎬ 两者之间

的斗争是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关于国家发展道路之争的集

中体现ꎬ 政治伊斯兰对国家现代化的言论经常前后矛盾、 不足取信等ꎮ⑤ 诚然

如此ꎬ 这些并非最根本的原因ꎮ 首先ꎬ 二者虽然存在重要的思想差异ꎬ 但是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共识ꎮ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左翼和政治伊斯兰在理论上

出现了相互接近的趋势ꎮ 一方面ꎬ 左翼思想家尝试从伊斯兰教和 «古兰经»
中寻找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ꎬ 例如ꎬ 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著名理论家

阿弗莱克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ｆｌａｑ) 曾断言ꎬ “只有革命者才能恰当地理解伊斯兰教”ꎮ⑥

另一方面ꎬ 政治伊斯兰根据伊斯兰教以及 «古兰经» 中体现出的公正、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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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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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明: «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 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

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５ 页ꎮ
[美国] 凯马尔Ｈ卡尔帕特: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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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ꎬ 寻求与社会主义思想对接ꎮ 例如ꎬ 穆斯塔法西巴伊从伊斯兰教原

则的角度解释并接纳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国有化主张ꎬ 并发展形成了伊斯兰社

会主义思想ꎮ① 其次ꎬ 思想差异并不必然成为二者合作的阻碍ꎮ 在转型时期ꎬ
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的合作并不鲜见ꎮ 突尼斯过渡政府时期ꎬ 左翼政党和

“伊斯兰复兴运动” 组成了执政的 “三驾马车”ꎻ 在 ２０１４ 年突尼斯总统选举

时ꎬ 马尔祖基也接受了 “伊斯兰复兴运动” 的支持ꎮ 因此ꎬ 综观左翼政党与

政治伊斯兰关系是合作或是抵制ꎬ 关键在于左翼政党能否最大限度地获得政

治资源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左翼政党对政治伊斯兰评判的标准并不利于突尼斯

的政治转型ꎮ 当前ꎬ 随着突尼斯专制政府的垮台ꎬ 该国进入政治转型阶段ꎮ
任何政党都有可能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机会ꎬ 政治伊斯兰成为左翼政党获取政

治资源时最强大的竞争对手ꎬ 抵制成为左翼政党与政治伊斯兰关系的主流ꎮ
并且这一时期ꎬ 鉴于西方国家对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怀疑态度以及周边国家对

政治伊斯兰的镇压ꎬ 左翼政党抵制政治伊斯兰的行为也更加激进ꎬ ２０１３ 年左

翼大规模抗议 “伊斯兰复兴运动” 政府的做法ꎬ 引发了国家动荡ꎬ 几乎造成

突尼斯社会的分裂ꎮ
政党竞争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ꎬ 因为政党本身即为不同群体间政

治资源竞争的结果ꎬ 然而ꎬ 良性的政党竞争有利于民主的发展ꎬ 恶性的竞争

只能适得其反ꎮ 但是在中东地区ꎬ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政党之间难以进行

良性竞争ꎬ② 给国家发展带来了麻烦ꎮ 当前ꎬ 突尼斯左翼等世俗政党在对抗中

赢得了优势ꎬ 但是政治伊斯兰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ꎬ 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等

阿拉伯国家仍拥有众多信众ꎬ 是突尼斯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ꎮ③ 在此情况

下ꎬ 左翼等世俗政治力量对政治伊斯兰的绝对排斥容易造成群体对立ꎬ 甚至

有可能成为国家发展进步的绊脚石ꎮ

４０１

①

②

③

穆斯塔法西巴伊为叙利亚穆兄会最著名的领导人和作家之一ꎬ 他自认为是穆斯林社会主义

者ꎮ 参见 [美国] 凯马尔Ｈ卡尔帕特: 前引书ꎬ 第 １５４ ~ １５６ 页ꎮ
易小明: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政党政治»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７ ~

１０１ 页ꎮ
在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中ꎬ “伊斯兰复兴运动” 获得 １ ５００ ６４９ 票ꎬ 占总投票数的

５４ ３２％ ꎮ 另外ꎬ 选区平均得票率为 ３５ ５２３％ ꎬ 最高得票率高达 ６７ ７％ ꎬ 这些数值都是世俗政党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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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ｏｐ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ｌｄ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ｔꎬ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ꎻ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ꎻ Ｔｕｎｉｓｉａ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冯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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