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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旧的新意识形态裂痕重塑立陶宛的政治

格局

“无口罩”夏季的开始给立陶宛的国内政治带来了意

想不到的热度。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支持的总统之间的政治

冲突继续恶化，直到它变成了一种外在的敌意，因为议会

在 5 月 未 能 批 准 《 伴 侣 关 系 法 （ the Law on

Partnerships）》，该法预见到了同性伴侣关系。反性少

数群体（LGBT） 运动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汽车车队的机动游

行走上街头，议会旁边的一系列公开示威和社交媒体评

论，只会给局势增添不必要的热度。

6 月初结束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主要执政党——祖

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首当其冲，在受访者中的

支持率降至历史最低点——11.8%，而两个主要反对党——

立陶宛绿色农民联盟（ the Lithuanian Farmers and

Greens Union）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the Lithua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支持率上升，从而将它

们推向前两名。这两个政党在政党受欢迎程度排名中分别

占 15.1% 和 13.3%。执政联盟的一个合作伙伴——自由

党——一直大力倡导同性伴侣关系立法，但公众支持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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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下降——只有 2.9% 的受访者支持这个新政党，而它

在去年的选举中获得了 9.02% 的全国选票。

以下是导致对执政联盟的实质性（如果可能是暂时

的）选举支持受到侵蚀的主要情况的简要概述。它将考虑

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在整个政治舞台上打开意识形态裂痕的

价值体系相关的关键问题。

在 2016 年的前一次议会选举之前，立陶宛的政治舞台

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对立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形成与其说

是受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他们对立陶宛产生

的社会和政治联系、忠诚和结构的持续性影响。支持渐进

式政治发展而不与继承结构造成更大断裂的政治力量开始

占据政治格局的中左翼。这些政治力量包括立陶宛社会民

主党、工党和其他在特定地区得到支持的更具区域性的政

党：立陶宛波兰人选举运动，前自由与正义党。

反对阵营是在直接反对 1990 年以前社区党的地方党组

织的旧关系和结构的情况下出现的。它由中右翼政党组

成，其中最大的政党是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

党，得到自由党（自由运动和最近的自由党）的支持。然

而，尽管效忠于不同的政党及其群众基础，但政治领域达

成了共同的共识，即立陶宛将按照基于理性主义和世俗国

家自由价值观的务实政策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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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右翼和中左翼只是在解释国家机构应该如何渗透社

会，以及经济应该如何在个案基础上，在自由民主中再分

配方面有所不同。传统上，中右翼倾向于主张支持更小的

国家，而中左翼则主张加强监管，加强国家在国民经济中

的作用。

这一中间派政治共识在 2016 年随着立陶宛绿色农民联

盟（the Lithuanian Farmers and Greens Union）的出现

而开始破裂。20 年来，大多数议会政党都支持这一政治共

识。这股包含文化保守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元素的新政治

力量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并在其执政期间开始实施

强化国家结构和引入更多自上而下的治理、集权和监管监

督的政策。

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共识最终在 2020 年破裂，在赢得

选举并将绿色农民联盟赶下台后，中右翼政党联盟上台执

政，提出了一项基于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计划，关于治理

深刻变革的新议程。

前政府的治理和政治方法与现政府的主要区别很快变

得明显。两者在公共治理方面的差异与其说与对个别政治

问题的解释及其理由的推理有关，不如说与根深蒂固的意

识形态和基于价值观的世界观造成的更深刻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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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支持新社会自由主义，这是一种从古典自由主

义发展而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倡导法治下的公民自由，强

调经济自由。这一新的社会自由主义呼吁国家以日益分化

的方式纠正社会失衡。它以福利国家的理念为基础，福利

国家是一种政府形式，国家根据平等机会、公平分配财富

的原则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以及对无法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公民的公共责任。精通古典自由主义和

凯恩 斯主义 经济学 的吉塔 纳斯· 瑙塞 达（ Gitanas

Nausėda）总统一直坚定地站在福利国家支持者的立场上，

福利国家与立陶宛农民和绿党联盟，以及由新社会自由主

义驱动的中左翼所宣称的理念非常接近。

执政联盟政党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在文献中被

描述为后现代保守主义。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形式，在

英国和美国兴起，最近在中欧和东欧国家也有了显著的发

展。后现代保守主义包括古典保守主义的传统元素，古典

保守主义怀疑理性的使用是决定人类需求的推动者（因此

越来越反对事实驱动的政策），以及更新形式的保守主义

元素，保守主义强调现实主义而非经验主义。

6 月 29 日，执政党祖国联盟（Homeland Union）——

立 陶 宛 基 督 教 民 主 党 （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ics）举行了一次由该党主办的会议，会上代表后

现代保守主义的不同观点得到了一致的陈述，保守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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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学者进行了讨论。这些观点呼应了卡尔·施密特、利

奥·施特劳斯、F.A.哈耶克、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观点—

—这些作者被视为当代保守主义的主要参考点——这是立

陶宛第一次提出了新的后现代保守主义议程。它认为，保

守派是一个后现代现实主义者，拒绝古典自由主义的务实

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是由基于理性的对自然及其周围

世界的理解驱动的，相反，它认为存在一种固定的人性，

这种人性与人的具体需要相吻合，并且永远是有限的。

然而，在立陶宛，这种后现代保守主义常常被误导地

误解为直截了当的文化自由主义，导致专家和支持者的不

满，甚至让人怀疑立陶宛保守派是否正在放弃他们的意识

形态价值观。英格丽达·西蒙尼特（Ingrida Šimonytė）

总理给会议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试图提供她对保守主义

的看法，并解释政府保守主义和与之无关的思想之间的差

异。总理在给与会者的信中承认，对保守主义的严重误解

使她非常难过。她承认“谈论政治保守主义的身份是非同

寻常的，因为保守主义本质上与理论宣言和抽象原则相

悖”。据总理称，保守主义“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方

式，相信现实而不是不连贯的计划，认识到世界是由具体

的、独特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居住的。正是因为人是具

体而独特的，源于道德和尊重每个人尊严的义务的人权完

全是保守主义所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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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说，保守主义是一种现实的世界观，理解政治行

动有一个必须始终加以考虑的背景。她认为，政府不应该

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应该授权人民、社区和机构采取

行动并释放他们的力量。“政府不能为人民自己生活，但

必须负责任地考虑如何促进他们的活动，决定什么时候最

适合授之以渔，什么时候最适合给他们鱼。”总理说。

正如总理所反映的那样，这种后现代保守主义主张赋

予人民和社区权力，但同时也强调减少国家在干预人民私

人和集体生活方面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它全心全意地支

持个人和社区的权利，包括 LGBT 或任何其他具有与其生活

相关和必不可少的独特身份的个人和社群的权利。与总统

和反对党对政府采取的文化传统主义不同，政府提倡的保

守主义并不是惰性的，也不是历史预设的。它是在固有的

权力和现实主义同时指导下，根据政治现实而发展起来

的。然而，正如最近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这种二分

法造成了可能导致脱离选民的紧张局势。

5 月底和 6 月初的最新民调显示，对政府的支持率已从

41%降至 37%。在同一时期，对教会和总统的支持分别增加

了 5%和 3%。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政府的后现代保守主义并

未受到其更具传统思维的支持者的太多担忧。它还表明，

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前景将取决于社会是否会继续坚持传统

价值观，还是慢慢开始接受政府的思维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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