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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多党民选制度的背景下ꎬ “逢选易乱” 是

影响非洲国家政治与安全局势的痼疾ꎬ 而塞内加尔是西非地区唯一没有发生

过军事政变的国家ꎬ 被西方誉为非洲国家民主化的 “成功典范”ꎮ 究其原因ꎬ
国家与社会在塞内加尔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良性的互动关

系是塞内加尔政权稳定的根本因素ꎮ 从自上而下视角看ꎬ 塞内加尔政府主动

启动政党制度改革ꎬ 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ꎬ 并在政治发展中不断强化政治

整合能力ꎬ 巩固政府权威ꎬ 这是稳定国家政治秩序的有力保障ꎮ 从自下而上

视角看ꎬ 以苏非兄弟会为中心的伊斯兰教组织架构发挥着 “社会黏合剂” 的

作用ꎻ 较为成熟活跃的社会组织通过表达社会诉求、 增强社会融合ꎬ 推动着

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ꎮ 与此同时ꎬ 内嵌于国家与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为

塞内加尔政治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ꎻ 政治精英的思想和实践塑造着开放包容、
改革探索的政治文化ꎻ 相对统一的社会构成和国家政策的民主导向有助于形

成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ꎮ 当下ꎬ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萨赫勒地区宗

教极端主义不断渗透带来的内外压力ꎬ 塞加内尔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以继续维

护国内政治与社会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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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非洲国家基于殖民遗产、 民族国家建构的弱质

性等多重原因ꎬ 社会骚乱、 暴力冲突、 军事政变等政治动乱并不鲜见ꎮ 尤其

是伴随着非洲 “民主转型” 而产生的选举冲突ꎬ “逢选易乱” 现象时有发生ꎮ
而西非重要国家塞内加尔是少数在冷战结束前确立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之一ꎬ
并且是唯一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西非国家ꎮ 自独立以来ꎬ 塞内加尔政府主

动启动政党制度改革ꎬ 从一党制逐渐过渡到多党制ꎬ 确保了国家政权的平稳

更迭ꎮ 而且ꎬ 塞内加尔还确立了强有力的权力中心ꎬ 并在政治发展中不断巩

固ꎮ 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使塞内加尔被西方学者视作非洲国家民主化的 “成
功典范”① 和 “准民主国家” 的代表ꎮ② 以制度与国家为中心、 从自上而下视

角认识塞内加尔政治生态ꎬ 仅是民主政治的显性层面ꎬ 往往忽略了非国家行

为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ꎮ 作为塞内加尔社会力量的代表ꎬ 伊斯兰教和

世俗性质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ꎬ 通过与国家机构或制度的互动参与

民主化进程ꎬ 为观察塞内加尔民主政治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视角ꎮ 与此同时ꎬ
以桑戈尔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思想体系和较为同质的社会构成ꎬ 使包容和谐

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内嵌于塞内加尔的政治发展中ꎬ 成为政治稳定性的有力保

障ꎮ 诚然ꎬ 影响一国政治稳定性的因素颇多ꎬ 而本文则将政治稳定置于民主化

进程之中ꎬ 通过国家与社会视角ꎬ 聚焦有效政治制度的构建、 社会组织的政治

参与、 内嵌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ꎬ 分析造就塞内加尔政治稳定的因素ꎮ
尽管塞内加尔民主政治在非洲国家中具有一定特殊性和代表性ꎬ 但国内

学界以塞内加尔民主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述较少③ꎬ 有关塞内加尔社会对

政治发展影响的研究也大多仅限于伊斯兰教而尚未涉及世俗性质的社会组织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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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精英在塞内加尔政治动员中的作用引起了学界的关注ꎬ 但是相关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层社会的能动性及其对传统和政治权威的反作用力ꎮ① 将

国家与社会视角结合并探究两者在塞内加尔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是本文力图创新之处ꎮ 此外ꎬ 对塞内加尔民主政治的研究亦是深入开展中非

合作的切实需要ꎮ 塞内加尔不仅是 “一带一路” 倡议在西非地区的重要支点ꎬ
而且是中国深化与法语非洲国家合作的突破口ꎮ 作为 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共

同主席国ꎬ 塞内加尔将在中非关系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ꎮ 因此ꎬ 对塞内加

尔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社会机理的把握是全面深化中塞合作的重要基础ꎬ 也是

中塞开展治国理政交流、 共同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必要前提ꎮ

一　 自上而下有效政治制度的构建与调适

塞内加尔独立后ꎬ 该国领导人主动推行政党制度改革ꎬ 成为少数在冷

战结束前确立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之一ꎮ 较早确立的多党制有效缓解了第三

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冲击ꎬ 为进一步民主转型奠定了基础ꎮ 塞内加尔政权

模式在独立后不久由议会制转型为总统制ꎮ 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有利于

避免政治分裂ꎬ 为稳定国家政治秩序提供了保障ꎮ 在塞内加尔政治发展

中ꎬ 执政党不断强化治国理政能力ꎬ 巩固政府权威ꎬ 维护着塞内加尔政治

稳定ꎮ
(一) 主动启动政党制度改革

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ꎬ 也是政治稳定的一大支柱ꎮ 塞内

加尔政党制度经历了由 “统一” 政党 (事实上的一党制) 转为 “有限多党

制”ꎬ 再到全面开放多党制的演变过程ꎮ 这一转型过程是塞内加尔政府基于当

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主动推行的改革ꎬ 使塞内加尔提早适应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末开始席卷非洲的民主化浪潮ꎬ 避免了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

动荡或军事政变ꎬ 为塞内加尔日后的民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ꎬ 塞内加尔国民议会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ꎮ 尽管该宪

法没有规定实行一党制ꎬ 但是桑戈尔领导的塞内加尔进步联盟 ( Ｕｎ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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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ｓｔｅ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ｅ) 在 １９６３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所有席位ꎬ 并得以掌

控国家机构所有部门ꎬ 处于绝对统治地位ꎮ① １９６４ 年政府出台相关法律ꎬ 规

定所有政党必须向内政部申请才能组织活动ꎬ 政党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限

制ꎮ② 直至 １９６６ 年底ꎬ 所有反对党或被勒令禁止或被合并而不复存在ꎬ 塞内

加尔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ꎮ③

塞内加尔独立初期实行一党制有利于巩固新生政权ꎬ 维护政局稳定ꎬ 防

止政治斗争和社会割裂ꎮ 但是ꎬ 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民生艰难ꎬ 民众将经济

困境的根源指向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ꎬ 桑戈尔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ꎮ 另外ꎬ
１９６８ 年ꎬ 法国因经济发展放缓、 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爆发 “五月风暴”ꎮ 由

于塞内加尔精英与法国社会接触紧密ꎬ “五月风暴” 对塞内加尔社会产生刺激

作用ꎮ １９６８ 年和 １９６９ 年ꎬ 塞内加尔大学生和工会组织在主要城市组织抗议运

动ꎬ 表达对桑戈尔政府政治、 经济政策的不满ꎮ 城市运动对农村产生溢出效

应ꎬ 花生成交价走低、 连年干旱气候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ꎬ 社会矛盾集

中爆发ꎬ 政治改革迫在眉睫ꎮ 鉴此ꎬ 桑戈尔考虑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ꎬ 允许

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并参与选举ꎮ
桑戈尔从 １９７４ 年起逐渐放松政党禁令ꎬ 赋予其他政党一定的合法性ꎮ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修订的宪法开始承认两个反对党的合法存在ꎬ 即瓦德 (Ａｂｄｏｕｌａｙｅ Ｗａｄｅ)
领导的塞内加尔民主党 (Ｐａｒｔｉ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 和马杰姆迪奥普

(Ｍａｊｈｅｍｏｕｔ Ｄｉｏｐ) 领导的非洲独立党 (Ｐａｒｔｉ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ꎮ 同年ꎬ
塞内加尔进步联盟更名为塞内加尔社会党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国家再次修订宪法ꎬ 赋予

塞内加尔共和运动党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 合法性ꎬ 政党数量扩

大至 ４ 个ꎮ 至此ꎬ 塞内加尔成为多党制国家ꎬ 但由于对反对党数量上有所限

制ꎬ 因此它是 “有限多党制”ꎮ④ １９７８ 年ꎬ 塞内加尔举行了 １９６３ 年以来第一

次有反对党参加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ꎮ 尽管桑戈尔再次赢得总统选举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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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戈尔始终强调宪法容许反对党在与执政党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表达建设性意见ꎬ 认为塞内加

尔进步联盟不是唯一政党 (ｐａｒｔｉ ｕｎｉｑｕｅ) 而是 “统一” 政党 (ｐａｒｔｉ ｕｎｉｆｉ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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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 )ꎬ Ｌｅ Ｓéｎéｇａｌ à ｌａ ｖｅｉｌｌｅ ｄｕ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ｍｉｌｌéｎａｉｒｅ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３８２
Ｄｏｎａｌ Ｃｒｕｉｓｅ Ｏ’Ｂｒｉｅ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ｎｅｇａｌ: １９６０ － ６７”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５５７ － 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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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塞内加尔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１００ 个席位中的 １７ 个ꎬ 打破了社会党

的政治垄断ꎮ 反对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在当时的非洲国家中尚属罕见ꎮ①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ꎬ 桑戈尔总统审时度势主动引退ꎬ 将职务移交给时任总理迪

乌夫 (Ａｂｄｏｕ Ｄｉｏｕｆ)ꎬ 成为非洲大陆首位在任期内主动辞去总统职位的国家领

导人ꎮ 迪乌夫上任后决定全面放开党禁ꎬ 以巩固民众支持、 分化势力日益强

大的塞内加尔民主党ꎮ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政党的数量及

意识形态的限制ꎬ 仅规定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ꎮ② 至此ꎬ 塞内加尔成

为全面多党制国家ꎮ
塞内加尔实现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ꎬ 顺应了民众和反对派对政治

参与和政治开放的需求ꎮ 由于这一转变是执政党基于国内外形势主动推进的

政治改革ꎬ 执政党对政治改革的节奏和程度有着基本把控ꎬ 确保了这一进程

的稳步进行ꎮ 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过程是塞内加尔领导人和民众探索符合

自身历史、 现实国情的政治制度的过程ꎮ 尽管这一过程受到外部因素和殖民

历史的影响ꎬ 但更多是塞内加尔本土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ꎬ 为塞内加尔

多党制付诸实践奠定了基础ꎮ
(二) 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

塞内加尔在独立初期试图通过宪法确立双元首议会制ꎮ 双元首议会制理

论上能够实现权力间的相互制衡ꎬ 避免权力个人化ꎮ 但是事实上ꎬ 刚刚独立

不久的塞内加尔仍亟需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巩固政权ꎬ 双元首议会制因不利

于权力的集中而最终破产ꎮ 塞内加尔于 １９６３ 年通过宪法确立了总统制ꎬ 之后

多次修宪也没有触动以总统为行政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ꎮ
１９６０ 年新宪法规定塞内加尔实行双元首议会制ꎬ 即总统和总理都被授予

广泛的职权ꎬ 分享行政管理权ꎬ 共同对立法机构国民议会负责ꎮ 双元首制下

同样强势但政见对立的总统桑戈尔和总理马马杜迪亚 (Ｍａｍａｄｏｕ Ｄｉａ) 之间

的矛盾不可调和ꎬ 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ꎬ 两股政治势力的角

逐以迪亚的被捕判刑为终ꎮ 政治危机平息后ꎬ 塞内加尔于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７ 日经

公民投票通过了又一部新宪法ꎮ 新宪法废除了总理职位以及议会弹劾政府的

权力ꎬ 规定总统独揽国家行政大权ꎮ 自此ꎬ 塞内加尔由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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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１９９９ 年ꎬ １９６３ 年出台的宪法经历了近 ２０ 次修改ꎬ 修改内容涉及机

构设置和职能、 总统任期年限等方面ꎬ 但宪法的基本框架没有被触动ꎮ① ２０００
年ꎬ 民主党领导人瓦德在总统选举中胜出ꎬ 政权由社会党移至民主党手中ꎮ
独立 ４０ 年来ꎬ 塞内加尔首次实现了党际政权更替ꎬ 进一步巩固了多党民主的

体制ꎮ② 社会党的长年执政造成了权力过于集中、 财富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

题ꎮ 大多数民众认为政治体制是多年来积攒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ꎬ 改革派

呼吁彻底废除 １９６３ 年由桑戈尔创立的、 ２０ 年来由迪乌夫巩固的宪法框架ꎬ 主

张建立以社会契约和政治参与为基础的新秩序ꎮ③ 因此ꎬ 通过新宪法实施政治

体制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ꎮ 瓦德就任总统后ꎬ 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

全民公决通过后颁布新宪法ꎮ 然而ꎬ 新宪法的延续性远远大于变革性ꎮ④ 尽管

新宪法将总统的部分行政权力移交给总理ꎬ 并且限制了总统任期ꎬ 但总统保

留了解散议会的权力ꎬ 议会的权力限于名义上对内阁的决定有批准权ꎬ 总统

制得以保留和加强ꎮ
塞内加尔由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是探索符合其社会现实的政权模式

的过程ꎮ 在一国进入现代化转型阶段后ꎬ 拥有有效的统治能力则是推进政

治发展的前提ꎮ 塞内加尔通过确立以总统为中心的 “强政府” 来维护社会

的良好秩序ꎮ 在塞内加尔的权力结构中ꎬ 总统主导着权力分配和国家政策

导向ꎬ 利用手中权力更有效地践行政府制订的各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ꎮ
这种强有力的政权形式使政治力量得到了整合ꎬ 防止出现行政机构内部的

政治分裂ꎮ
(三) 强化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

确立多党制之后ꎬ 执政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反对党

之间的关系ꎬ 通过政治笼络和政治吸纳缓解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矛盾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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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和削弱反对党的实力ꎮ① 例如ꎬ 在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的内阁调整中ꎬ 迪乌夫任命

瓦德以及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担任重要部长级职务ꎬ 以削弱和稀释反对派力量ꎮ
再如ꎬ 在 １９９３ 年竞选期间ꎬ 候选人瓦德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因质疑和攻击执

政党政策及合法性而被软禁ꎮ 但为了争取政治支持ꎬ 弱化反对派力量ꎬ 迪乌

夫政府于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再次邀请瓦德入阁ꎮ② 政治吸纳策略在分化反对党力量

的同时削弱了执政党的凝聚力ꎬ 使社会党内部日趋分裂ꎮ 瓦德领导的第一大

反对党民主党羽翼日益丰满ꎬ 于 ２０００ 年总统选举中通过以 “改变” 为竞选口

号赢得大选ꎮ 随着多党制全面发展、 民主开放程度的提高ꎬ 塞内加尔政党呈

现出碎片化发展态势ꎮ 创建政党成为政客争夺政治资源、 获取经济利益的主

要方式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塞内加尔注册有 １７４ 个政党ꎮ 当下ꎬ 塞内加尔政党数量已

突破 ３００ 个ꎮ③ 在新的政党格局下ꎬ 政党联盟成为整合政党力量的有效渠道ꎮ
由于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差异ꎬ 这为政治力量的联盟

与重组提供了便利ꎮ 在 ２０１２ 年总统选举中ꎬ 争取共和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候选人马基萨勒 (Ｍａｃｋｙ Ｓａｌｌ) 在决选阶段通过联合其他在野

党组成共同 “希望联盟” (沃洛夫语ꎬ Ｂｅｎｎｏ Ｂｏｋｋ Ｙａｋａａｒ) 打败了瓦德ꎬ 成为

塞内加尔新一任总统ꎮ 萨勒总统在任期间推出 “振兴塞内加尔计划”ꎬ 通过一

系列经济发展政策赢得民众支持ꎬ 巩固了争取共和联盟的优势地位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得以连任ꎮ 可见ꎬ 多党制下的党际竞争并不意味着民众利益的代表性

得到增强ꎬ 政治权力容易成为各政党换取政治利益的筹码ꎬ 从而使公共资源

遭到 “绑架”ꎮ④ 然而ꎬ 不可否认的是ꎬ 塞内加尔执政党主动承认反对党的合

法性并允许其参政议政体现出塞内加尔相对开放的政治生态ꎬ 为平稳有序推

进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创造了条件ꎮ
(四) 巩固政府权威

巩固政府权威并不意味着实行专制独裁ꎬ 而是要把传统权威转变为以理

性和法律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ꎮ 由于总统掌控大部分权力ꎬ 重要的修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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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皆由总统提出ꎬ 修改宪法成为当政者应对政治危机、 调整权力分配的工具ꎬ
进而构成塞内加尔政治稳定的又一原因ꎮ① 塞内加尔是非洲国家修宪最频繁的

国家之一ꎮ １９６０ 年该国宪法经历了两次修改ꎬ １９６３ 年宪法经历了 １９ 次修改ꎬ
２００１ 年宪法至 ２０２０ 年已经历了 １７ 次修改ꎮ② 频繁修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权

力机构设置的延续性ꎬ 但同时也成为化解矛盾的工具和手段ꎮ 例如ꎬ 为回应

１９６８ 年大规模社会运动提出的政治改革诉求ꎬ 桑戈尔于 １９７０ 年修改宪法ꎬ 重

设总理职位ꎬ 限定总统任期ꎬ 以限制总统权力ꎬ 有效缓解了社会压力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 萨勒总统上台后立即通过修宪废除了被民众认为过于耗费财政开支

的参议院ꎬ 赢得了民众支持ꎮ 此外ꎬ 塞内加尔通过修宪对执政党与在野党、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时进行调整ꎬ 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统治权力、 缓和了紧

张的社会关系ꎬ 如 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１ 年的宪法修改使塞内加尔循序渐

进地完成了向多党制的转型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ꎬ 该国再次修宪ꎬ 推行地方分权ꎬ
将行政职权下放至区、 县、 乡ꎮ

与此同时ꎬ 修宪也是维护领导人统治地位、 换取政治支持的工具和分化

反对派力量、 排除竞争对手的手段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为了扩大自身阵营实力ꎬ 迪乌

夫总统通过修宪设置参议院安置支持其政治立场的盟友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瓦德为消

减竞争对手萨勒的威胁ꎬ 通过修宪缩短了国民议会议长的任期ꎬ 免除萨勒国

民议会议长职务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萨勒总统通过修宪废除总理职位ꎬ 再次凸显

了塞内加尔的强总统格局ꎬ 避免了 ２０２２ 年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若获得多数席位

提名总理的可能性ꎮ③ 可见ꎬ 塞内加尔修宪很大程度上由总统主导ꎬ 具有一定

的个人色彩ꎮ 塞内加尔历史上的修宪并不总是基于民主导向的理性逻辑ꎬ 其

效果或巩固或削弱了塞内加尔民主政治ꎮ 但是ꎬ 修宪已作为权力分配或重组

的方式ꎬ 为塞内加尔维持稳定创造了条件ꎬ 使执政党和反对派都倾向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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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改革以平稳妥协的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权力的分配ꎬ 而不是激

进的政治对抗来巩固或获取统治地位ꎮ

二　 自下而上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

以制度与国家为中心认识塞内加尔政治生态ꎬ 是民主政治的显性层面ꎮ
然而ꎬ 政治制度并非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ꎮ 如果仅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来

解释政治过程ꎬ 就不能对国家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解释ꎮ① 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

是考察塞内加尔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ꎬ 宗教组织和世俗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

中发挥的作用为认识塞内加尔民主政治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ꎮ
(一) 苏非兄弟会的 “社会黏合剂” 作用

塞内加尔 ９５％以上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ꎬ 其中大部分信奉温和、 包容的

苏非教义ꎮ 伊斯兰教于 １１ 世纪传入塞内加尔ꎬ 起先主要在富塔—托洛地区

(Ｆｏｕｔａ － Ｔｏｒｏꎬ 即塞内加尔河两岸地区) 传播ꎬ 当时仅受到王室家族的信奉ꎮ
直到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ꎬ 普通百姓才开始逐渐接触伊斯兰教ꎮ １９ 世纪末ꎬ 以

苏非兄弟会为中心的伊斯兰教组织体系逐渐建立ꎮ② 塞内加尔伊斯兰教是伊斯

兰苏非教义和非洲政治哲学融合的产物ꎬ 大多数信徒并不拘泥于教士

(Ｕｌａｍａ) 制定的严格教规ꎮ 对宗教领袖马拉布特 (Ｍａｒａｂｏｕｔｓ) 的尊重和敬仰

是宗教崇拜的实现途径和主要媒介ꎮ③ 伊斯兰教不仅渗透至塞内加尔民众的日

常生活中ꎬ 而且塑造着塞内加尔的政治生态ꎮ 伊斯兰教导师不仅因为精通伊

斯兰教教义而成为 “神的使者” (ｈｏｍｍｅｓ ｄｅ Ｄｉｅｕ)ꎬ 而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

在世俗社会的代表ꎬ 通过其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身份发挥着确保社会稳定运转、
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ꎮ 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到塞内加尔民族独立后ꎬ 以苏非

兄弟会为基础架构的伊斯兰教管理体系灵活地适应了塞内加尔经济、 政治和

社会变迁ꎬ 在倡导建设发展型国家、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今天ꎬ 苏非兄弟会作

为动员社会力量、 协调社会关系的渠道依旧发挥着重要的 “黏合剂”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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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程同顺、 高千: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类阐释——— ‹社会中的国家› 评述»ꎬ 载 «国外社会科

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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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探源　

第一ꎬ 马拉布特的政治支持是树立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ꎮ 殖民

早期ꎬ 苏非兄弟会重要领导人因抵抗法国侵略而遭受殖民统治者软禁或放

逐ꎮ① 进入 ２０ 世纪ꎬ 殖民政府逐渐意识到他们无法削弱宗教领导人在民众中

的影响力ꎬ 开始倚重马拉布特以实现 “间接统治”ꎮ② 殖民政府对伊斯兰教的

传教活动采取中立态度并保留了伊斯兰教以苏非兄弟会为基础的内部架构ꎬ
利用马拉布特 “中间人” 独特的作用降低殖民统治的人力和财力成本ꎬ 维护

殖民地社会稳定ꎬ 树立殖民统治的合法性ꎮ③ 经济上ꎬ 法国殖民者利用马拉布

特的影响力发动教徒大范围种植花生ꎬ 满足了本土对植物油的需求ꎬ 将塞内

加尔卷入殖民经济体系ꎮ 政治上ꎬ 殖民者通过赢得马拉布特的支持和信任树

立了广泛的合法地位ꎬ 利用其威望和影响力加强了对农村地区的管理ꎬ 马拉

布特成为殖民统治势力由 “中心” 深入 “边缘” 的 “传送带” ( ｃｏｕｒｒｏｉｅ ｄ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ꎮ④ 在帮助殖民者实现殖民统治的同时ꎬ 马拉布特赢得了殖民者

对其宗教信仰的承认和尊重ꎬ 并获取殖民者对其个人及教徒群体的政治支持

和物质资助ꎮ 因此ꎬ 殖民统治者与马拉布特之间的关系是实用主义性质的ꎬ
以双方掌握的不同物质和社会资源的互补性为基础ꎮ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ꎬ 殖

民统治者树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ꎬ 而马拉布特则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ꎬ 加

强了在教徒中的声望和影响ꎬ 成为宗教和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塞内加尔独立后ꎬ 马拉布特的政治立场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塞内加

尔的政治版图ꎮ 尽管塞内加尔采取政教分离制度ꎬ 但是宗教力量继续在政治

生活中发挥作用ꎮ 政治统治势力和宗教力量的联合得以延续ꎬ 其原因是二者

的资源互补性依然存在ꎮ 在代议制民主背景下ꎬ 马拉布特通过对信徒发布宗

教指令 ( ｎｄｉｇｇëｌ) 来影响其投票行为ꎬ 成为各政党争取选票的重要选民

(ｇｒａｎｄｓ éｌｅｃｔｅｕｒｓ)ꎮ 政党利用马拉布特在信徒中的影响力获取政治支持ꎮ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马拉布特不再通过宗教指令直接左右信徒的政治选择ꎬ 但是其

政治立场依然是选民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参考ꎮ 赢得宗教领导人的支持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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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拉拢人心、 巩固政权的重要保障ꎮ 桑戈尔总统在位期间与苏非兄弟会之

间建立的庇护关系确保了社会的稳固性和社会党的统治地位ꎮ① 迪乌夫继任后

试图通过民主化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ꎬ 对马拉布特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冲击ꎬ
但是政府与马拉布特共同的利益基础没有被撼动ꎮ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 由

于经济衰退ꎬ 社会不满情绪高涨ꎬ 民众开始质疑政权合法性ꎬ 马拉布特也逐

渐与统治集团拉开距离ꎮ 自 １９９０ 年起ꎬ 主要宗教领袖不再公开对政治问题进

行明确表态ꎮ 权力的天平慢慢倒向反对党民主党ꎮ③ 国家政权最终在 ２０００ 年

由瓦德领导的民主党接替ꎬ 但是政治权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弱化ꎮ
瓦德总统继续通过倚重与苏非兄弟会所属的穆利德兄弟会的关系来巩固其统

治地位ꎬ 因而被称为 “穆利德的总统”ꎮ④ ２０１２ 年上任的萨勒总统避免宗教人

士过多地参与政治的同时肯定马拉布特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作用ꎮ⑤

第二ꎬ 马拉布特连接着国家管理层和社会草根阶层ꎬ 发挥着 “安全阀”
作用ꎮ 塞内加尔独立后ꎬ 马拉布特与殖民政府之间的依存关系作为殖民遗产

延续下来ꎬ 成为新独立国家与民众之间建立的 “社会契约” 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⑥ 马拉布特以政治支持为筹码ꎬ 从政府获取物质利益和政治经济特权ꎮ 例

如ꎬ 马拉布特要求政府为修建清真寺提供财政支持ꎬ 抬高花生收购价格ꎬ 重

视和推广阿拉伯语教育ꎬ 充分尊重宗教节庆和仪式ꎬ 优先为马格拉布安排政

府职位等等ꎮ⑦ 马拉布特通过对这些利益和特权的再分配来满足信徒的诉求ꎬ
进而赢得后者的信任ꎮ

随着塞内加尔社会构成的持续变化ꎬ 宗教首领与信徒、 政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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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阿卜杜拉哈特 (Ｓｅｒｉｎ Ａｂｄｏｕ Ｌａｈａｔ) 关系出现恶化ꎬ 后者曾有意疏远与政府间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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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调整ꎬ 但是马拉布特作为政权合作者和民众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没有

改变ꎮ 穆斯林曾以从事花生种植的农民为主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贸易

活动的日益频繁ꎬ 城市商人开始成为穆斯林的主体ꎮ 与此同时ꎬ 海外穆斯林

数量增加ꎬ 他们以其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苏非兄弟会活动ꎬ 提高了苏非

兄弟会的财政自主性ꎮ 另外ꎬ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和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ꎬ
广大穆斯林能够更加独立地思考和分析国家政策ꎬ 不再盲目听信和追随宗教

领袖的政治意愿ꎮ 他们在宗教事务上接受宗教首领的指导ꎬ 而反对马拉布特

过于介入国家政治事务ꎮ① 为了维护其社会威信ꎬ 宗教领袖也试图与统治集团

保持距离ꎬ 有意抵制后者的利益诱惑ꎮ 此外ꎬ 随着苏非兄弟会领导人的代际交

替ꎬ 马拉布特人数不断增加并且呈年轻化的趋势ꎮ 这些 “新生代” 马拉布特形

成了新的零散的权力中心ꎬ 尽管其影响力与传统马拉布特不可同日而语ꎬ 但是

通过创建宗教性质社团、 利用媒体平台等新形式占据公共空间ꎬ 增强政治影响

力ꎮ 这些形式打破了传统的 “导师—教徒” 关系ꎬ 使宗教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

更加灵活ꎮ 但是ꎬ 这些新变化只是苏非兄弟会组织方式的改变ꎬ 马拉布特依然

具有宣传政策、 传导民意的有效作用ꎬ 其连接国家管理层和社会草根阶层的社

会纽带作用没有被削弱ꎮ 例如ꎬ 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经常到圣城蒂瓦瓦内

(Ｔｉｖａｏｕａｎｅ)、 图巴 (Ｔｏｕｂａ) 宣传政治决策和主张ꎬ 并听取民众意见ꎮ 政府在

颁布国家政策前ꎬ 通常会广泛征求宗教领袖的意见ꎬ 以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ꎮ
作为塞内加尔社会的 “安全阀”②ꎬ 马拉布特和苏非兄弟会的存在使社会诉求

有了释放的出口ꎬ 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ꎬ 预防暴力冲突的发生ꎮ
第三ꎬ 宗教领袖辅助政府管理社会事务、 调解社会矛盾ꎮ 伊斯兰教教义

关注民众疾苦、 社会公正等现世问题ꎮ 宗教领袖借助其魅力和权威从古兰经

教义和现代人权理念出发介入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ꎮ 例如ꎬ 塞内加尔于 １９９９
年出台了反对女性割礼法案ꎮ 为了使这一法案被社会广泛认可并有效执行ꎬ
塞内加尔伊玛目协会培训伊斯兰教长从宗教和科学角度向公众宣传女性割礼

的危害ꎬ 大大降低了塞内加尔女性遭受割礼的比率ꎮ③ 另外ꎬ 宗教领袖在处理

５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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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中扮演着调解者和仲裁者的角色ꎮ 当民众和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ꎬ
宗教领袖作为调解者在稳定公众情绪的同时ꎬ 为政府提供了政策调整的缓冲

空间ꎮ 例如ꎬ １９６８ 年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时ꎬ 桑戈尔总统借助宗教领袖的社

会影响力平息动乱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塞内加尔政府为取缔药品非法销售决定关闭达

喀尔一家市场ꎬ 引发了商贩的抗议ꎬ 在马拉布特的调解下政府最终决定调整

了这一措施ꎮ① 与此同时ꎬ 宗教领袖在调节社群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当

社会冲突发生时ꎬ 马拉布特通常出面进行调停ꎮ 由于在民众享有较高威信ꎬ
马拉布特比政府更能得到当事人的信服ꎮ 宗教领袖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尤其

是在政府难以覆盖的地区和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ꎮ
可见ꎬ 传统宗教力量并没有因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被削弱ꎻ 相反ꎬ

它在民主化进程中得到了新的动力源泉和生存空间ꎮ 它灵活的适应性使其在

殖民时期以及民族独立后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无论是殖民时

期还是独立以来ꎬ 马拉布特成为塞内加尔连接社会和政治统治的纽带ꎮ 这种

宗教的、 间接的、 非制度性的治理方式为中央统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ꎬ 保障

了政权稳固性ꎮ
(二) 社会组织成为表达社会诉求、 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渠道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塞内加尔社会组织和政治团体在精英较为集中的沿

海城市 (主要为 ４ 个全权市镇) 出现ꎬ 并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逐渐扩大到农

村地区ꎮ 西化社会精英作为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ꎬ 刺激了

公民意识的形成和政治团体的出现ꎬ 不仅为争取民族解放准备了思想和社会

条件ꎬ 也是塞内加尔独立后民主思想和运动较为活跃的历史原因ꎮ 近年来ꎬ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现代媒体的发展、 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ꎬ 社会组织日臻

成熟ꎬ 它们通过积极介入政治事务在该国民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第一ꎬ 较早形成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团体为独立后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

了思想条件和实践基础ꎮ 塞内加尔在法属殖民地中的特殊地位使该国较早形

成了公民意识和社会团体ꎮ １６９５ 年ꎬ 法国殖民者占领塞内加尔河河口的恩达

尔岛 (后建圣路易城) 并从此侵入内地ꎬ 侵占了西非的大片领土ꎮ １８５９ 年ꎬ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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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建立法属西非联邦ꎬ 并将总督设于塞内加尔ꎮ① １９ 世纪七

八十年代ꎬ 法国殖民统治者先后在塞内加尔设立法属西非仅有的 ４ 个 “全权

市镇”: 圣路易、 戈雷岛、 吕菲斯克和达喀尔ꎮ 其居民被视为法国公民ꎬ 享有

向法国议会选派代表、 成立政治团体的公民权利ꎮ② 公民权利的行使提高了塞

内加尔本土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感和权利意识ꎮ③ 在 １９１４ 年议会选举中ꎬ
殖民地海关官员勃莱兹迪亚涅 (Ｂｌａｉｓｅ Ｄｉａｇｎｅ) 被选为法国议会议员ꎬ 成为

第一个非洲本土议员ꎬ 打破了塞内加尔政局由法国人和混血垄断的局面ꎬ 法

国政治机构成为塞精英接受现代政治早期熏陶和训练的平台ꎮ④ 此后ꎬ 塞内加

尔著名政治活动家拉明盖耶、 桑戈尔、 马马杜迪亚等都曾担任法国议会

议员职务ꎮ 这些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精英既是地方政府的代表ꎬ 又是社会

组织的核心力量ꎮ 他们构成了 “前政治网络” (Ｐ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⑤ 在争

取民族独立过程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和政治资源ꎬ 成为民族独立的思想和实践

先驱ꎬ 为在独立后掌握国家机器的控制权积蓄了力量ꎮ
此外ꎬ 与其他法属殖民地相比ꎬ 塞内加尔成立政治团体的时间较早且数

量较多ꎮ １９０８ 年ꎬ 包括拉明盖耶在内的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塞内加尔青年

成立 “圣路易曙光” (Ａｕｒｏｒｅ ｄｅ Ｓａｉｎｔ － Ｌｏｕｉｓ)ꎬ 这是塞内加尔第一个具有现代

意义的政治团体ꎮ 该组织于 １９１２ 年更名为 “ 塞内加尔 青 年 ” ( Ｊｅｕｎｅｓ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 并于 １９１４ 年支持勃莱兹迪亚涅赢得议会选举ꎮ⑥ 至 １９３７ 年ꎬ 塞

内加尔已拥有 ４２ 个注册工会和 １６ 个职业社团ꎮ⑦ 二战后ꎬ 根据 １９４６ 年颁布

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ꎬ 全权市镇以外的 “臣民” 也可享有公民身份ꎬ 广

大农村居民逐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ꎬ 农村地区居民在本土价值和组织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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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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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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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尔柯里、 维维恩苏主编: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ꎬ 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ꎬ 郭为桂等译ꎬ 江

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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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也陆续成立了现代农业行会等社团组织ꎮ
第二ꎬ 社会组织成为表达社会诉求、 监督国家权力的渠道之一ꎮ 社会组

织通常被认为具有 “反权势” 性质ꎬ 即代表民众发挥制衡政府的作用ꎮ 塞内

加尔社会组织同样发挥着 “引导和启发民众、 监督国家权力” 的作用ꎮ① 塞

内加尔独立后ꎬ 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ꎬ 新生政

权承认结社自由ꎬ 允许民间社会组织合法活动ꎮ 由于受法国民主政治和工会

文化的影响ꎬ 开国总统桑戈尔重视发挥工会在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中的作

用ꎬ 允许和鼓励每个公民自愿加入工会组织ꎮ 工会成为组织社会运动的中坚

力量ꎬ 但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ꎮ 例如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 塞内加尔全国工人联盟

(Ｕｎ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 成立ꎬ 并于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组织了全国

大罢工ꎮ 为控制局面ꎬ 政府逮捕了该工会联盟领导人ꎬ 并于 １９６９ 年成立了由

执政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领导的塞内加尔全国工人联合会 ( Ｃｏｎ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ꎮ 塞内加尔全国工人联合会与执政党保持着

密切联系ꎬ 成为唯一的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ꎮ②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随着多

党制的确立ꎬ 政府放宽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控制ꎬ 政治氛围日趋活跃ꎬ 为现

代社会组织提供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ꎬ 拥有更强自主性的行业商会不断涌现ꎮ
又如ꎬ １９８９ 年创立的塞内加尔工商业从业人员联合会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ｒçａｎｔｓ ｅ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 代表了刚兴起的非正式经济从业人员利益ꎬ 呼吁政府扶

持中小型企业ꎬ 反对政府向体制内的老牌企业提供优惠政策ꎮ ９０ 年代ꎬ 受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ꎬ 一批致力于维护人权、 发展良治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涌

现ꎬ 如非洲维护人权组织 (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ｄéｆｅｎｓｅ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
ｈｏｍｍｅ)、 致力于清除腐败现象的公民论坛 (Ｆｏｒｕｍ ｃｉｖｉｌ) 等等ꎮ ２０００ 年瓦德

总统上台后ꎬ 塞内加尔政坛威权主义倾向日趋严重ꎮ 为防止民主倒退ꎬ 塞内

加尔社会组织在巩固民主化成果方面发挥更多作用ꎮ 社会组织的 “反权势”
特点日益突出ꎬ 成为塞内加尔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ꎮ 当时ꎬ 为抵

制瓦德总统通过修改宪法谋求第三任期ꎬ 非洲维护人权组织、 公民论坛等非

政府组织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与反对党派共同发起大规模游行集会ꎬ 被称为

８６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８ 月２９ 日ꎬ 笔者在达喀尔对支持发展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ｓ ＯＮＧｓ ｄ’Ａｐｐｕｉ ａｕ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主席阿马杜迪乌夫 (Ａｍａｄｏｕ Ｄｉｏｕｆ) 进行了有关塞内加尔政治发展问题的访谈ꎮ

Ｓｅｙｄｏｕ Ｍａｄａｎｉ Ｓｙꎬ Ｌｅｓ ｒéｇｉｍ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 ｄｅ ｌ’ 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à 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１９６０ －
２００８)ꎬ Ｙａｏｕｎｄéꎬ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 ｅｔ Ｃｒｅｐｏ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１７ －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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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运动”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ｄｕ ２３ ｊｕｉｎ)ꎮ
第三ꎬ 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会

融合ꎮ 团结互助是非洲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特征ꎮ 对于塞内加尔人而言ꎬ
贫穷的定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ꎬ 而且还意味着社会联系的缺失ꎮ① 随着社团

网络的普遍化和多元化ꎬ 社团组织为民众提供除家族、 族群、 宗教以外的归

属感ꎬ 成为建立现代社会关系的有效渠道ꎬ 有利于巩固社会稳定ꎮ 加入社团

组织有助于个体增强社会联系ꎬ 成为在新的环境中建立安全感、 在危机中探

寻自我救赎和发展的有效方式ꎮ 例如ꎬ 联合互助基金 (Ｔｏｎｔｉｎｅｓ)、 共享午餐

计划 (Ｍｂｏｏｔａｙ) 等为塞内加尔民众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安全感ꎬ 避免了城

市化现代化进程可能带来的社会割裂问题ꎮ② 社团也是吸纳城市精英、 青年毕

业生以及部分失业人员ꎬ 为其提供暂时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归属感的平台ꎮ③ 现

今ꎬ 几乎每个塞内加尔人都加入了社团组织ꎬ 塞内加尔社会的 “社团” 特点

增强了社会联系ꎬ 提高了社会稳定性ꎮ
第四ꎬ 社会组织成为国家实现政治控制、 域外行为体施加政治影响的空

间ꎮ 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力量的整合ꎬ 而且成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ꎮ 政治当

权者常会通过拉拢工会等社会组织来吸纳社会力量ꎬ 巩固社会基础ꎬ 进而实

现其政治目的ꎮ １９８３ 年ꎬ 迪乌夫政府吸纳工会领导人马迪亚迪奥普进入社

会党领导层ꎬ 以借助工会缓和社会矛盾ꎮ 迪乌夫总统意识到社会党的公信力

下降之后ꎬ 试图拉拢社会组织提高在竞选中的支持率ꎮ 瓦德政府执政初期ꎬ
２４ 个部长职位中的 ９ 个由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ꎬ 以期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ꎮ
最初以反对瓦德总统再次参选为目的的 “六二三” 运动ꎬ 也演化为候选人

萨勒的总统竞选工具ꎮ④ 可见ꎬ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较为模糊的政治生态

中ꎬ 社会组织成为当权者进行政治吸纳的对象ꎬ 也是其成员踏入政治舞台的

９６

①

②

③

④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Ｓｅｙｎｉ Ｎｄｉｏｎｅꎬ 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 ｕｒｂａｉｎｅ ｄ ’ ｕｎｅ ｓｏｃｉéｔé ｅｎ ｇｒａｐｐｅꎬ Ｄａｋａｒꎬ ＮＥＮ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５４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Ｇｅｌｌａｒ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ｅｎｅｇａｌꎬ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０６ － １０７

笔者在 ２０１４ 年实地调研中接触到的塞内加尔社会组织中也存在这三类人员ꎮ 例如ꎬ 公民论坛

(Ｆｏｒｕｍ Ｃｉｖｉｌ) 的志愿者有在职法律工作者和高校教师ꎬ 其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访问时是政治学硕士毕业

生ꎬ 三年后成为国家公职人员ꎮ 另一社会组织———支持发展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ｎ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ｓ ｄ’ａｐｐｕｉ ａｕ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的工作人员结构则趋于年轻化ꎬ 多为还未

就业的大学毕业生ꎮ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Ｇｅｌｌａ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８７ －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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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板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国际机构在结构调整计划的引导下将经济援助与政治

制度挂钩ꎬ 通过向塞内加尔社会组织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传播自身民主理念

和管理方式ꎮ 国际组织或在塞内加尔创建社团组织ꎬ 或将当地社团组织吸纳

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塞的分支机构ꎮ 例如ꎬ 于 １９９３ 年创建的公民论坛致力于

进行塞内加尔反腐败斗争和促进政府良治ꎬ 该组织于 ２００３ 年被吸纳为 “透明

国际” 驻塞内加尔分支机构ꎬ 加强了在打击政府腐败行为、 监督跨国公司在

塞经济行为等方面的国际合作ꎮ①

总之ꎬ 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世俗的社会组织ꎬ 对民主观念和制度持有开

放态度ꎬ 以自下而上方式参与民主化进程ꎮ 它们一方面通过某种形式的斗争

手段对权力进行监督ꎬ 以体现其独立性ꎻ 另一方面ꎬ 渴望与权力联合ꎬ 融入

权力机构ꎬ 以谋取现实利益ꎮ 因此ꎬ 社会组织既因其 “反权势” 的特点而具

有革命性ꎬ 又因其力量薄弱而存在妥协性ꎮ

三　 内嵌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

国家制度形塑着政治行为体和社会关系ꎮ 同时ꎬ 国家并不是在宏观社会

变革中不受约束的原动力ꎬ 国家被社会内在力量包围着并被其改变着ꎬ 社会

也同时被国家改变着ꎮ② 在塞内加尔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ꎬ 国家与社会

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ꎬ 形成了开放包容、 和谐共处的政治与社会文化ꎮ
(一) 政治精英的思想和实践塑造着开放包容、 改革探索的政治文化

非洲国家非殖民化的过程是某些社会阶层获取国家统治权的过程ꎬ 即从

殖民国家手中接管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的过程ꎮ③ 独立以来ꎬ 国家治理道路的

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非殖民化过程中不同思想和政治力量碰撞和摩擦的结

果ꎮ④ 具体就塞内加尔而言ꎬ 殖民教育的推广促进了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

分子的出现ꎮ 这些 “西化精英” 为探索独立后民主道路准备了思想条件ꎮ 塞

０７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公民论坛项目负责人巴卡里马卢因费伊 (Ｂａｋａｒｙ Ｍａｌｏｕｉｎｅ Ｆａｙｅ) 在与

笔者的交流中ꎬ 对该组织的主要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ꎮ
[美国] 乔尔Ｓ 米格代尔: «社会中的国家ꎬ 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ꎬ 李杨、

郭一聪译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５８ 页ꎮ
[以色列] 内奥米哈占: 前引文ꎬ 第 ３０１ 页ꎮ
Ｋａｔｈｒｉｎ Ｈｅｉｔｚꎬ « Ｄé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ｕ Ｓéｎéｇａｌ »ꎬ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３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４１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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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加尔国家政治道路的选择受拉明、 桑戈尔、 迪亚等主要政治领导人思想的

影响ꎬ 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也左右了独立后的政权性质ꎮ
１９３４ 年ꎬ 政治活动家拉明盖耶创立了塞内加尔第一个政党组织———塞

内加尔社会党 (Ｐａｒｔ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ꎮ 拉明认为与殖民政府合作、 配合法

国同化政策是换取权利的有效手段ꎮ 而时任法国制宪议会议员的桑戈尔则强

调反对被动的同化政策ꎬ 提倡团结农村居民和在农村颇有影响力的马拉布特ꎮ
桑戈尔于 １９４８ 年脱离社会党ꎬ 并成立了塞内加尔民主阵营 (Ｂｌｏｃ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ꎮ① １９５７ 年ꎬ 为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ꎬ 塞内加尔民主阵营吸纳了

部分左翼激进主义知识分子ꎬ 并更名为塞内加尔人民阵营 ( Ｂｌｏｃ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ꎮ 塞内加尔人民阵营在当年举行的领地选举中战胜了拉明领导的塞

内加尔社会行动党 (前身为塞内加尔社会党)ꎬ 桑戈尔成为塞内加尔民族独立

运动的主要领导人ꎮ 作为塞内加尔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ꎬ 桑戈尔认为完全

独立将使塞内加尔丧失国家建设所必需的经济支持ꎬ 提倡以建立联盟的方式

实现独立ꎬ 鼓励民众在 １９５８ 年关于法兰西共同体的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中选

择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ꎬ 塞内加尔成为在法兰西共同体框架下的自治共和国ꎬ
并与苏丹共和国 (今马里共和国) 成立马里联邦ꎮ

国家独立的方式和道路受政治领导人思想的影响ꎬ 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

道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受政治精英的价值观的左右ꎮ 桑戈尔的政治思想为

国家发展和社会融合提供了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ꎮ 独立初期ꎬ 桑戈尔总统选

择 “一个民族、 一个目标、 一种信仰” (Ｕｎ Ｐｅｕｐｌｅ － Ｕｎ Ｂｕｔ － Ｕｎｅ Ｆｏｉ) 作为

国家格言ꎬ 体现了其建设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意愿和决心ꎮ② 桑戈尔在任期

间继续发挥其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ꎬ 通过团结农村宗教领导人弥合广大农村

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差距ꎮ 受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熏陶ꎬ 桑戈尔探索出

“民主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道路ꎬ 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将其完

善ꎮ 他提倡维护宗教封建势力及国外大资本家的利益ꎬ 主张在认清殖民主义

剥削本质的同时ꎬ 保持与前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合作ꎮ③ 尽管桑戈尔在民族国家

１７

①

②

③

桑戈尔尽管反对接受法国的同化政策ꎬ 但提倡从法国文化和价值观中汲取灵感和营养ꎮ 因此ꎬ
在桑戈尔的领导下ꎬ 塞内加尔的独立道路是妥协性的ꎬ 而非革命性的ꎮ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ｕｖ ｓｎ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ｑｕ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３

Ｇｅｒｔｉ Ｈｅｓｓｅｌｉｎｇ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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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运动中的改良思想受到左翼政党的质疑和批评ꎬ 但是在独立初期为稳固

新生政权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ꎮ 此外ꎬ 桑戈尔通过 “黑人性”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来概括黑人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ꎮ “黑人性” 的提出不仅将塞内加

尔发展方向扎根于塞内加尔历史文化现实ꎬ 而且大大激发起塞内加尔人民作

为 “黑人文化” 组成部分的民族自豪感ꎮ
桑戈尔主张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ꎬ 认为多党制是体现政治民主化

的重要方面ꎬ 有利于分化、 控制反对党ꎬ 活跃民主氛围ꎮ 尽管桑戈尔领导的

执政党在独立初期采取取缔反对党的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ꎬ 实行一党制ꎬ 但

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树立桑戈尔的政治核心地位ꎬ 稳定政治局势ꎬ 为探索

适合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创造时机ꎮ 塞内加尔最终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了向

多党制的转变ꎬ 这一转变符合独立前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 各种思潮涌现的

历史传统ꎬ 也顺应了民主化的时代潮流ꎮ
桑戈尔以自身行动践行民主ꎬ 其主动提前引退的做法为塞内加尔历任总

统做出表率ꎮ 迪乌夫继任后仍秉持桑戈尔政治方向ꎬ 在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改

革的同时利用其专业背景推行经济体制改革ꎮ 尽管瓦德时期出现较为严重的

总统集权主义倾向ꎬ 但是也在扩大政治民主、 实现男女平权等方面做出了一

定贡献ꎮ 现任总统萨勒作为民族独立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ꎬ 锐意进取、 勇

于创新ꎬ 通过协调改革、 发展、 稳定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国家发展ꎮ 可见ꎬ
桑戈尔政治思想体系和人格魅力为塞内加尔政治发展奠定了开放包容的基调ꎬ
塞内加尔几代领导人通过多次政治改革塑造着塞内加尔政治形态ꎬ 总体上没

有偏离民主开放的方向ꎮ
(二) 相对统一的社会构成和国家政策的民主导向有利于形成和谐共处的

社会文化

非洲大陆民族语言多样性突出ꎬ 加之现代民族国家通常建立在殖民统治

者划分的人为边界基础之上ꎬ 语言、 民族、 宗教等身份认同要素成为非洲国

家内部冲突的主要诱因ꎮ 然而ꎬ 塞内加尔历史上由身份认同问题引发的大规

模冲突鲜有发生ꎮ ９３％ 的塞内加尔人将国家认同放在首位ꎬ 或将国家认同与

族群认同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①ꎬ 这与塞内加尔相对同质性的语言宗教构成和

国家制度的民主导向不无关系ꎮ 语言、 宗教纽带有助于形成较强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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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提高社会融合度ꎬ 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与此同时ꎬ 倡

导民族融合的语言宗教政策有助于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观念ꎬ 营造和谐共处

的社会氛围ꎬ 避免因身份认同问题引起的社会分裂ꎮ
在民族方面ꎬ 在被殖民之前ꎬ 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便形成了多民族社会ꎬ

不同族群间有通婚联姻的习俗ꎬ 形成了文化交融的社会传统ꎮ 当今ꎬ 塞内加

尔共有 ２０ 多个民族ꎬ 其中沃洛夫族占总人口的 ４３％ ꎬ 是塞内加尔第一大民

族ꎮ 在冈比亚河以北地区形成了以沃洛夫—伊斯兰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ꎮ
塞内加尔历届政府注重通过国家宪法和政府政策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ꎬ 努力

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ꎬ 营造不同社群间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ꎮ 例如ꎬ 宪法规

定 “保证所有公民无论出身、 种族、 性别和宗教ꎬ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禁止政党或政党联盟同化为某一种族、 民族、 性别、 宗教、 语言或地区”ꎮ
此外ꎬ 塞内加尔军队人员组成也注重族群之间的平衡ꎬ 保持族群多元化ꎮ 不

同族群在军队内部的交融一方面有助于消除族群隔阂、 培育对国家的认同ꎬ
另一方面避免单一族群独大、 与国家领导人形成庇护关系ꎮ①

在语言方面ꎬ 沃洛夫族所使用的沃洛夫语是塞内加尔最为通行的国家官

方语言ꎮ 将近 ８５％的塞内加尔民众使用沃洛夫语进行交流ꎬ 沃洛夫语是构成

塞内加尔民族认同的主要元素ꎮ② 相对统一的语言能够促进不同族群间的交流

和共同文化属性的形成ꎬ 进而避免族群冲突的发生ꎮ 塞内加尔独立后ꎬ 桑戈尔

政府认为法语的使用和推广有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ꎬ 规定塞内加尔的官方

语言为法语ꎮ 然而ꎬ 较低的法语普及率 (独立时仅 １ / ５ 的人口掌握法语) 限制

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可能性ꎮ 反对派呼吁本土语言应享有和法语同等的地位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塞内加尔政府认定 ６ 种本土语言为民族语言ꎮ 现今ꎬ 法语仍是塞内加

尔精英在官方场合和文本中使用的语言ꎬ 而沃洛夫语则是大多数民众日常交流

使用的语言ꎮ 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更好地动员民众参与政治ꎬ 政府注重将

重要政府文件翻译成民族语言ꎬ 将一些民主治理理念引入民族语言普及工作中ꎮ
同时ꎬ 政治领导人经常在公开演讲中混合使用法语和沃洛夫语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 法语 “民主”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一词被本土化ꎬ 创造了沃洛夫语的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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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息源于笔者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７ 日在巴黎对塞内加尔驻法国大使保罗巴基 (Ｐａｕｌ Ｂａｄｊｉ) 的访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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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ｋａｒａｓｓｉ) 一词ꎮ① ２０００ 年ꎬ 瓦德在总统竞选中以沃洛夫语 “Ｓｏｐｉ”(意为 “改
变”) 为竞选口号ꎬ 在青年选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ꎮ 在政治场合混合使用法语和沃

洛夫语不仅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ꎬ 而且有利于借助民族语言从

本土文化中挖掘民主价值的根基ꎬ 构建符合自身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ꎮ
在宗教方面ꎬ 伊斯兰教是大多数塞内加尔人的宗教信仰ꎬ 但基督教徒作为

少数群体充分享有信仰自由ꎬ 其宗教节日和习俗得到广泛尊重ꎮ 不同宗教信仰

之间能够相互包容、 和平共处ꎬ 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间 (天主教与伊斯兰教)
或不同教派间的冲突ꎮ 自独立以来ꎬ 塞内加尔就实行政教分离制度ꎬ 宪法规定

了共和国的世俗性ꎬ 国家鼓励不同信仰者间相互尊重、 和睦共处ꎮ 塞内加尔政

府所诠释和践行的政教分离制度既不倡导无神论ꎬ 也不反对国家介入宗教事务ꎬ
而是承认和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ꎬ 并向宗教信仰者和宗教机构提供财政和制度

上的便利ꎮ “平等尊重、 适度等距离” (ｅｑｕ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ꎬ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是桑戈尔总统以来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ꎮ 每届政府试图在维护国家世俗性

质的同时ꎬ 鼓励不同宗教人士之间在公开场合展开对话ꎬ 营造出包容开放的社

会氛围ꎮ② 虽然穆斯林要求政府对伊斯兰教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倾斜ꎬ 但是以

充分尊重天主教徒的权益为前提ꎬ 包括穆斯林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众反对塞内加

尔成为以伊斯兰教教法为主导的神权国家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伊斯兰极端主

义者曾提出建立伊斯兰政权ꎬ 遭到了苏非兄弟会领导人的反对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瓦德

政府试图从宪法中剔除 “政教分离” 字眼ꎬ 但是相关宪法草案最终因社会各界

(包括伊斯兰宗教领袖) 的反对而被否决ꎮ③ 可见ꎬ 宗教人士十分珍视宗教信仰

自由的社会氛围ꎬ 以维护国家的世俗性为原则ꎬ 积极塑造不同教派之间和谐共

处的社会文化ꎬ 有效避免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塞内加尔的传播和蔓延ꎮ

四　 结语

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表明ꎬ 塞内加尔的政治发展之所以较为稳固ꎬ 除了有效

的政治制度之外ꎬ 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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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ｌｄｏｎ Ｇｅｌｌａ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４
Ｌａｕｒａ Ｌ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ꎬ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Ｓｕｆｉ Ｓｅｎｅｇａ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２ － ５５
Ｄａｖｉｄ Ｔ Ｂｕｃｋｌｅｙꎬ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ｏ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Ｓｅｎｅｇａ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０６ － １３２



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探源　

黏合度和张力ꎬ 即伊斯兰教会、 世俗社会组织等社会群体广泛地参与到国家建构

和民主转型进程中ꎬ 使得国家并非作为 “外来物” 嫁接于社会之上ꎮ 而维持这种

黏合度和张力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持续、 有效的互动ꎮ 在长期的互动实践中ꎬ
塞内加尔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愿得以增强ꎬ 形成了较为包容自主、 以妥

协共识为特征的政治文化ꎮ 政治领导人和民众普遍认为民主程序和制度是处理公共

事务的最佳方式ꎬ 谴责损害 “民主典范” 的这一正面形象的行为并及时予以纠偏ꎮ
然而ꎬ 民主化并非是单向的、 不可逆转的过程ꎬ 如何避免民主回潮仍是

塞内加尔面临的挑战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派代表奥斯曼桑

科 (Ｏｕｓｍａｎｅ Ｓｏｎｋｏ) 因性骚扰遭司法指控一事引发了社会骚乱并造成人员伤

亡ꎬ 最终发展成自萨勒总统 ２０１２ 年就任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ꎮ 尽管这场

社会骚乱得以平息ꎬ 但它也暴露了塞内加尔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和国家—社会

互动机制的局限性ꎮ 如何维护司法独立性、 如何使社会诉求以非暴力的形式

表达是塞内加尔政府为巩固民主政治应做出的努力ꎮ 此外ꎬ 国家与社会互动

关系调整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争夺和分配国家政治经济资源中的矛盾ꎮ 随着

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 国家资源的日益萎缩ꎬ 达成共识和妥协的物质基础愈加

脆弱ꎮ 塞内加尔政府于 ２０１４ 年制定了 “振兴塞内加尔计划”ꎬ 旨在推动经济发

展、 促进经济转型ꎬ 进而实现和扩大生产性财富的积累ꎮ① 该项举措将为塞内加

尔经济发展注入活力ꎬ 但经济转型也将催生新的变革性的社会力量ꎮ 这些变革

性的社会力量是否会撼动原有权力结构、 威胁社会稳定ꎬ 将是对塞内加尔现有

民主政治韧性的重大考验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阻碍了 “振兴塞内加尔

计划” 的顺利实施ꎬ 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ꎬ 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青年群体组

织游行示威表达不满ꎮ 塞内加尔政府能否通过实质性改革继续赢得民众信任是

塞内加尔保持其政治稳定性的关键ꎮ 随着萨赫勒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的不断渗透ꎬ
能否维持当前较为良性的政教关系、 避免宗教问题政治化是塞内加尔政治和社

会稳定所面临的又一挑战ꎮ 而卡萨芒斯分裂主义运动是否会在经济下滑、 政局

变动的情况下再次浮出水面ꎬ 将给塞内加尔的政治走向增添新的不确定性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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