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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从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脱欧一直是国际热门话题。从现

实来看，英国脱欧的道路已趋于明朗化。英国脱欧，既不是个人情绪冲动的结果，也不是

选民对政治的广泛不满，更不是民粹主义的胜利，而是英国普遍的反移民情绪的结果，是

英国民众基于理性基础上的现实选择。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媒体对移民

的长时期、大规模、夸张性的报道，英国脱欧投票前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移民对英国社会

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共同促成了英国人反对移民进而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英国多数民

众支持英国脱欧，根源在于移民确实对英国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这损害了英国普通民众

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现实利益，引起了英国多数民众的焦虑和不满。这就是移民影响英国

脱欧的内在机制。移民对英国很多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造成了较大压

力。移民占据大量低技术工作; 移民增加学校的承载容量和运行费用，延长患者接受医疗

服务的等候时间; 移民与英国人激烈竞争私人出租住房，适度降低英国人获得社会公房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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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从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 英国是否脱离欧盟进行的公投) 以来，英国脱欧一直是国际热门

话题。从现实来看，英国脱欧的道路已趋于明朗化———英国将以协议脱欧的方式有序退出欧盟。
英国为什么会脱欧? 英国脱欧的动因是什么? 本文尝试从移民角度阐述英国脱欧的内在机理: 英

国脱欧的关键因素是移民; 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媒体对移民的长时期、大规模、夸张

性的报道，英国脱欧投票前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移民对英国社会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共同促成

了英国人反对移民进而投票支持英国脱欧; 英国多数民众支持英国脱欧，根源在于移民确实对英国

的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造成了一定压力，这损害了英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

众的现实利益，引起了英国多数民众( 部分中上层民众和大部分下层民众) 的焦虑和不满。总之，

英国脱欧，既不是个人情绪冲动的结果，也不是选民对政治的广泛不满，更不是民粹主义的胜利，而

是英国民意即英国民众对移民的不满情绪的直接展现，是英国民众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的

结果。

二、英国脱欧动因: 研究进展与局限

自从 2013 年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提出脱欧公投以来，英国脱欧问题得到了学界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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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英国脱欧动因等问题激发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围绕本文所聚焦的英国脱欧动因问题，从研究者采用的分析范式来看，以往的研究可以归为“多种

因素”范式和“关键因素”范式。
“多种因素”范式强调英国脱欧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利物浦希望大学史蒂夫·科贝

特指出，英国脱欧公投是欧洲怀疑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与英国民族主义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结

果。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查德·阿什克罗夫特和马克·贝维尔认为，英国脱欧的根源在于多

元文化、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之间的不匹配。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金玲认为，英国脱欧公投是

“例外主义”欧洲观、欧盟合法性危机的叠加效应以及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等多

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③ 复旦大学丁纯则指出，英国脱欧是下列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光荣孤

立”的禀性; 疑欧主义传统; 移民、欧盟会费等现实问题; 政治家的操弄。④ 中国政法大学杨帆等人

则指出，英国脱欧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是其经济原因; 卡

梅伦集团精心策划的政治游戏弄巧成拙是其政治原因; 英国的脱欧情绪则是其历史原因。⑤

“关键因素”范式则强调英国脱欧是某种关键因素主导推动的结果。位于英国伦敦的欧洲改

革中心的两位经济学家认为，欧盟移民问题将可能是英国民众投票支持“脱欧”的一个最主要的因

素。经济学家约翰·斯普林福特指出，移民问题是英国民众可能会投票“脱欧”的最主要的原因。
长期以来很多英国民众对于欧盟允许劳动力自由进入英国心存芥蒂。⑥ 欧洲改革中心副主任、经
济学家西蒙·蒂尔福德认为，如果英国投票离开欧盟，那是由于敌视欧盟移民。作者详细列举了英

国民众敌视欧盟移民的缘由: 一是，欧盟移民与 2008—2014 年期间英国工人工资的急剧下降之间

存在因果联系; 二是，欧盟移民加剧英国住房市场的紧张局面; 三是，欧盟移民给英国的医疗和教育

服务带来了较大压力。⑦ 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古德温也持上述观点。他指出，很多英国人投票

支持脱离欧盟的主要因素是欧盟移民。欧盟移民在对英国经济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工资产生

较小的不利影响，另外大规模欧盟移民还加剧了地方住房市场的不平衡。⑧ 英国经济学家瑞恩·
伯恩指出，主权和移民是英国人投票选择离开欧盟的两大关键因素，49%的英国人把主权列为首要

因素，33%的英国人把移民列为首要因素。⑨ 罗马尼亚奥拉迪亚大学 István Polgár 认为，“欧洲怀疑

主义”传统是英国脱欧的根本因素。瑏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曲兵等人也认为，英国脱欧的主要

因素是英国的“疑欧主义”，并认为英国的“疑欧主义”仍将长期存在。瑏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冯仲平指出，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与以独立党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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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① 上海商学院刘益梅则指出，英国脱欧公投的根源是英国的民粹主义，是英国民众非理性

情绪的宣泄的结果。②

总体而言，关于英国脱欧动因问题，现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较大的

局限性。首先，虽然已有研究贡献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范式，如“多种因素”范式和“关键因素”范式，

这些范式从不同侧面解读英国脱欧动因，但对于这些因素与英国脱欧的因果联系并未作出令人满

意的解释。其次，上述研究把英国脱欧动因聚焦于某些或某种因素，但对这些要素的深入分析和阐

释力度还不够，普遍缺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翔实的实证材料佐证。再次，上述分析虽然从时间跨度

来看，涵盖了英国脱欧前后时期，但并没有从英国脱欧的民意调查和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人群分布

( 哪些人支持英国脱离欧盟) 相结合的视角来解读英国脱欧动因，因此上述对英国脱欧动因的阐释

缺乏事实依据和现实可信度。
基于此，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寻移民影响英国脱欧的内在机制。基于长时间跨度的英

国民意调查的数据，以及近些年来快速增加的迁往英国的移民数量，结合英国脱欧公投前欧洲难民

危机的现实和英国媒体对移民问题的长时期、夸张的报道，发掘出导致英国脱欧的关键因素是移

民。接着，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人群分布的事实为基础，揭示移民对英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

即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确实对英国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带来一定压力，这损害

了英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现实利益，引起了英国多数民众的焦虑和不满。从理论取向看，

本文的重点目标在于揭示移民促成英国脱欧这一内在逻辑，并进一步剖析移民对英国社会造成的

具体的不利影响，这是英国脱欧的根源所在。

三、英国脱欧的移民因素

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关键因素吗? 2016 年 6 月 28 日，英国首相戴维·卡

梅伦向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介绍英国脱欧公投的情况时说，英国之所以脱欧成功，是因为很多英

国人认为无法控制来自欧洲的移民，不受限制的人员流动是导致英国脱欧的根源。③ 事实果真如

此吗? 英国脱欧投票后的民调显示，担心移民的英国人大多数都投票支持英国脱离欧盟。根据英

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 2017 年 6 月 28 日开展的一项“英国社会态度”调查发现，英国投票离开欧盟

是普遍的反移民情绪的结果，而不是对政治的广泛不满，近四分之三( 73% ) 的担心移民的英国人

都投票支持英国脱欧。④ 其实，在英国脱欧投票前的较长时期里，移民问题一直占据英国公共舆论

的中心位置。英国民调机构易普索莫里( Ipsos-Mori) 对英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做了长期( 从 1994
年到 2016 年 8 月) 跟踪调查，结果显示: 在 2000 年之前，移民问题很少被英国民众关注，2004 年欧

盟东扩后，特别是 2007—2009 年，“移民”短暂地成为英国民众关注的头号问题，从 2014 年 6 月开

始，“移民”超越“经济”成为英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 移民问题的关注度为 39%，经济问题的关注

度为 37% ) ，尤其是从 2015 年 6 月法国加来危机⑤之后，“移民”超越“国家卫生服务”，成为英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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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关注的首要问题，一直到 2016 年 8 月( 移民问题的关注度为 34% ) ，移民问题始终是英国民众最

关心的问题( 见图 1) 。另外，英国脱欧投票前的宣传活动和民意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点。距离脱

欧投票前不到一个月时，留欧与脱欧的宣传活动已经集中到“经济”肉搏“移民”的阶段。在脱欧投

票前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移民”取代了“经济”，成为选民的头号关注问题，33% 的关注度，比上个

月增加了五个百分点。① 从实践来看，移民确实是困扰欧洲国家民众的一大问题，这从 2017 年和

2018 年欧洲的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反移民的自由党成为荷兰议会的第二大党，以反移民著称的玛

丽娜·勒庞进入了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反移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反移

民的自由党进入奥地利内阁。2018 年 4 月 8 日，高喊“反移民”口号的维克托·奥尔班再度成为匈

牙利总理。指出的是，英国人的反移民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 2008—2011 年对

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进行移民态度调查，研究显示，英国人对移民的消极态度是

最强烈的。在“是不是有太多移民”的回答中，英国分别以 61%、66%、65% 和 68%，都居于最高位

置; 在支持“欧盟接受北非移民”和“欧盟接受更多移民”的回答中，英国都是最低的; 在“移民会抢

走工作”的回答中，英国以 58%居首，高于美国的 57%，和其他欧洲四国的 34%。② 强调的是，欧盟

其他国家担忧的是非欧盟移民，而英国担忧的是欧盟移民。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辩论的重点是来

自欧盟以外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带来的挑战。相反的是，英国的大量讨论都是关于欧盟内部的移

民问题。③

图 1 英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④

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为什么会成为多数英国人投票支持英国离开欧盟的关键因素呢? 这是

由以下四个因素共同塑造的。
首先，近年来大规模的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涌入英国，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担忧和不满。尽管几

百年来英国一直接收移民，但在传统上英国一直是人口净输出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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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为移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的年均净移民人数快速增加。① 2004 年欧盟东

扩以来，英国的移民水平就受到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显著流动性浪潮的推动，大量欧盟移民特别是中

东欧移民进入英国，其中又以波兰移民为最多。在 2004 年前六个月进入英国的移民中，56% 来自

波兰，17%来自立陶宛，10%来自斯洛伐克，而拉脱维亚和捷克共和国分别占 7%。② 此后，英国的

净移民一直保持在每年 20 万以上。从 2004 年 5 月至 2009 年 5 月，大约有来自 A8 国家( 捷克共和

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的 130 万移民来到英国。
在 2013 年进入英国的移民中，48%为欧盟移民，37%为非欧盟移民。③ 在 1995—2015 年期间，居住

在英国的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人数从 90 万人增加到 330 万人。在 2015 年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

为 33． 3 万人，创历史第二高位，欧盟净移民为 17． 2 万人，其中 29% 的欧盟移民是波兰人。④ 当然，

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大规模地涌入英国，必然会引起英国人的担忧和不满，英国脱欧投票的现实就

是证明。移民比例过高或近期移民人数快速增长的地区，越有可能支持英国脱欧。波士顿，移民人

口比例为 10%，结果以 75． 6%的脱欧票成为英国最支持脱欧的地方; 南荷兰，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

1 /8，脱欧票为 73． 6%。雷迪奇、梅德斯通、格雷夫舍姆和林肯这 4 个城市，一开始移民较少，近些年

来移民大量涌入，它们的脱欧票分别为 62%、58． 8%、65． 4% 和 57%。⑤ 而之所以出现进入英国的

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快速增加的情况，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欧盟东扩的影响，二是布莱尔政府的

移民政策。1997 年托尼·布莱尔上台后，为回应内部和外部利益集团的压力，工党政府对英国的

移民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实行“选择性开放”的移民政策，特别是经济移民被广泛地开放，其结

果是移民快速增加，公众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逐渐增多。⑥

其次，英国媒体对移民问题的长时期、大规模、夸张性的报道，影响了英国公众对移民问题的意

见，英国民众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英国，公众对移民的反应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等各种

因素的影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媒体关于移民问题的大规模报道，影响了英国公众对移

民的意见，导致英国选民越来越重视移民问题。⑦ 长期以来，英国媒体对移民问题是非常关注的，

特别是 2013 年 以 来，英 国 媒 体 对 移 民 的 报 道 显 著 地 增 加。牛 津 大 学 移 民 观 察 站 ( Migration
Observatory) 对英国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进行了专门研究⑧，结果显示: 从 2006 年到 2011 年，英

国媒体发表的关于移民的文章相对较少; 从 2012 年开始，媒体发表的移民文章快速增加; 2013 年

后，媒体对移民的报道显著增加( 2013 年媒体平均每月发表的移民文章为 544 篇) ; 特别注意的是，

在 2014 年，媒体发表的移民文章达到一个特定的峰值( 媒体平均每月发表的移民文章为 787 篇，这

要两倍于 2012 年媒体平均每月发表的 363 篇) ，这与当时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移民可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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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快报》，大报为《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和《泰晤士报》。时间跨度从 2006 年 1 月到 2015 年 5 月。按照媒体平

均每月发表的移民文章进行统计。



面地进入英国劳动力市场①有密切关系; 到了 2015 年，媒体平均每月发表的移民文章达到了 864
篇。② 同时，英国媒体特别是一些中小报纸为了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获胜，经常会采用夸张性手法

报道移民问题，以达至占领公众眼球之目的。部分媒体吸引读者关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引起公

众愤怒”和“唤起恐惧”。英国小报《太阳报》和《每日星报》将“引起公众愤怒”的方法运用到了极

致，它们刊登了一系列针对欧盟移民非法行事的文章，比如东欧移民“烧烤天鹅”“吃猴子”和“非法

捕鱼”等。虽然事实上，东欧移民并没有这样做，但这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不满。③

另外，英国媒体还经常将英国的失业、经济衰退、犯罪、恐怖主义等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从而引起

英国民众对移民的焦虑和恐惧情绪。2004 年初，《每日快报》经常在头版刊登反移民文章，它宣传

如洪水般的来自欧盟新成员国的潜在移民正准备进入英国。④ 显然，这些报道的直接后果就是，

2004 年至今，英国的“反移民”的社会情绪开始抬头，英国民众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

面临重大的回应压力。
再次，移民对英国社会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引起了英国多数民众的不满。这是造成多数英国

人投票支持英国离开欧盟的根源所在。那么，哪些人支持英国离开欧盟呢? 英国阿什克罗夫特勋

爵民调( Lord Ashcroft Poll) 显示，在支持脱欧的投票中，下层阶级的选票占 41． 7%，中层阶级的选票

占 24． 2%，上层阶级的选票则为 34． 1%。⑤ 可以说，下层阶级是英国脱欧的中坚力量，上层阶级和

中层阶级是英国脱欧的重要力量，即大多数下层阶级与部分中上层阶级共同构成了英国脱欧的拥

趸。强调的是，老年人和工人阶级更倾向于支持英国脱欧。爱丁堡大学教授威廉·奥斯维特指出，

赞成脱欧的人，更可能是老年人、退休或失业者，从事半技术和无技术体力劳动的人更可能赞成脱

欧。⑥ 曼彻斯特大学罗伯特·福特和诺丁汉大学马修·古德温认为，支持英国脱欧的一股重要力

量，是那些年龄较大、缺乏技能、受教育较少的工人阶级选民。他们是被现代英国所“抛弃”的群

体。⑦ 英国多数民众反对移民，并把移民作为其支持英国脱欧的首要因素，主要源于移民会造成现

实的而非象征性的威胁。移民切实地影响了英国大众的社会生活，移民占据了大量低技术工作，挤

占了住房特别是出租住房和社会公房，使医疗和教育资源变得紧张。至于移民对英国社会的具体

影响，将在后面进行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英国脱欧投票前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德国领导的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难民安置协议，

引起了英国民众对于难民和欧盟移民大量涌入的担忧。由于中东、北非等地区战乱不止，2015 年

涌入欧盟的难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00 万人。为了有效限制难民人数，德国领导的欧盟于 2016 年

3 月与土耳其达成协议，通过向土耳其提供财政援助并承诺加速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来换取土耳其

“拦截”难民“借道入欧”。这些现实对英国脱欧公投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大规模难民涌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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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这使英国民众相信英国在边界上已经“失去控制”。另一方面，土耳其尽快加入欧盟，这让英国

民众感到，英国政府大力减少欧盟移民的早先承诺是骗人的。①

四、移民与英国公共服务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移民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双重的，既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又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移民对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 170 多

年前恩格斯就敏锐地指出:“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

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②另一方面，移民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

会等问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移民会导致“政府服务开支增多，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

本国原有工人福利下降，信任感降低，出现文化冲突，国民同一性的传统理念受到损害，社会安全受

到威胁”。③

近些年来特别是 2004 年欧盟东扩以来，随着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进入英国，英国很多

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开始面临较大压力，大量移民的到来加剧了公共资源的竞争

程度，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快速增加，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快速增长的需求与供给不

足的公共服务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英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中下层民众对移民的不满情绪

日渐高涨。
( 一) 移民占据大量低技术工作

外来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的大量流入，虽然弥补了英国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但也加剧了英国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对英国人的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份来自英国独立的事实查证的慈善机

构———“全部事实”的调查显示，68%的欧盟移民和 30% 的非欧盟移民( 43% 的非欧盟移民是为学

习而来英国的) 表示是为了工作才来到英国的。⑤ 实证资料显示，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对英国本土

某些群体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带来不小的冲击。由于英国是欧盟国家中就业保障水平最低的国

家，⑥所以移民对就业造成的显性冲击招致了英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强烈反对，并促使他们支持英国

脱离欧盟。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6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在英国工作的移民人数已增加至 345

万，而其中 223 万来自欧盟国家，欧盟移民人数占移民总数的 65%。⑦ 值得关注的是，在某些行业

外来移民的就业率明显高于英国本地人的就业率。据英国内政部移民顾问委员会统计，在 2004—
2013 年期间，在英国低技术工作中，英国本土人的就业率徘徊在 70%—75% 之间，而来自 A8 国家

和 EU2 国家(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移民的就业率稳定在 80%—90% 之间。⑧ 另据英国政府文件

显示，欧盟公民是英国就业市场上的最大赢家，占到英国就业增长的 75%。2015 年英国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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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近 45 万人，而欧盟公民就占到了英国 45 万新增就业人数的 3 /4。①2004 年欧盟东扩后，进入英

国的移民，其就业的重要方向集中在低技术工作上。尽管，从总量来看，在英国低技术工作中，移民

所占的比例并不算太高，不过近些年有加速提升的趋势。移民占据英国低技术工作的比例，已从

1997 年的 7%，增长到 2013 年的 16%。从 2004 年到 2013 年，有 100 万低技能移民来到英国，其中

一半来自中东欧，而波兰低技能移民就有 30 万。② 萨里大学的三位学者通过对在英国登记的 55 万

中东欧移民的职业进行统计后发现，2004 年 5 月欧盟东扩后，大多数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都在英

国找到了工作，他们主要集中在诸如过程操作员等低技术职业( 见表 1) 。直到目前，大部分来自中

东欧国家的移民仍从事低收入、低技术的工作。③ 而移民占据大量低技术工作，必然会对英国本土

低技能人群造成冲击。2014 年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站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低技术且最低收入的职

业———“清洁工、厨房和餐饮助理”方面，有 34． 3%的中东欧移民从事该职业，而只有 19． 8%的英国

人从事该职业。④

表 1 在英国的中东欧移民的职业分布

职业 人数( 万人)

过程操作员( 运输司机，食品、饮料和烟草加工操作员) 24． 69

仓库操作员 6． 49

包装工人 6． 21

厨房帮手 6． 20

清洁 /家政人员 5． 26

农场工人 4． 66

服务员 /女服务员 4． 08

女仆 /房间服务员 3． 56

护理助理 3． 25

销售助理 2． 71

建筑工人 2． 71

其他 /未说明者 30． 16

总体 55

资料来源: Stephen Drinkwater，John Eade and Michal Garapich，“Poles Apart EU Enlargement and

th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International Migration，vol． 47，

no． 1，2009，p． 184．

( 二) 移民增加学校的承载容量和运行费用，延长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等候时间

一方面，移民子女人数的较快增长，增加英国学校的承载容量和运转费用，加剧移民与英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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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的紧张局面。英国移民子女人数的增加，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 移居英国的移民子女和英国

境内的移民生育的后代。近些年来特别是 2004 年以来，无论是移居英国的移民子女，还是英国境

内的移民生育的后代，都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从 2005—2015 年，有 12． 3 万名欧盟学龄儿童移

居英国，仅在 2014 年就有 2． 5 万欧盟学龄儿童移居英国。从来源国看，在这些移居英国的欧盟学

龄儿童中，来自波兰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德国和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等其他中东欧国家，也

占了很大比例。① 以波兰为例。2005 年之后，大约有 200 万波兰人移居国外，他们大部分人将英国

作为首选目的地。根据波兰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移民英国的“典型的波兰人”，年龄通常在 31—39
岁之间，并且带有两个孩子，会在英国找到像在波兰一样的工作。② 同时，英国境内的移民生育的

子女的数量也快速地增加。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 2002 年到 2013 年期间，由非英国出生

的母亲所生的婴儿，占到了这一时期英国不断增加的出生婴儿数量的 78%。在 2013 年，英国共有
77． 9 万名婴儿出生，其中 25%的婴儿是由非英国出生的母亲所生。③ 大量移民学生的到来，增加了

英国学校的承载负荷和运行成本。一是，移民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既造成英国本土学生与移民学

生竞争入学名额，也造成学校班级规模扩大，这加剧了移民与当地人的紧张局面，也给学校带来较

大压力。二是，大量移民学生的到来，增加了学校的运行成本。移民学生的英语学习，会给英国学

校带来不小的运行开支。这里面包括购买英语语言培训和双语教育的教材，以及聘请进行双语教

学的教师。目前，仅依靠少数族群学业成就拨款计划和移民影响基金会对移民学生的英语学习提

供资金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地方学校广揽财源。④ 由于移民的流动性较强，所以在学年中间入学

的移民学生比较多，这增加了学校的运行成本。英国下议院社区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

非标准时期( 非本学年开学时期) 登记每名新学生的费用是: 小学生 400 英镑，中学生 800 英镑。显

然，移民学生在学年中间入学后，会给学校增加额外的行政费用，并且学校也缺乏应对额外学生的

工作人员。⑤

另一方面，移民加剧英国医疗资源的紧张局面，延长英国人接受医疗服务的等候时间，引起英

国老年人的不满和担忧。英国自 1948 年建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以来，基本上对英国公民实

行免费医疗服务。《2014 年移民法案》又把在英国定居 5 年以上的移民纳入 NHS 的免费医疗范

围。在英国居住少于 5 年的移民，如果他们的居住国与英国签署了互惠的医疗协定，比如欧盟，那

么这些国家的移民可以申请接受 NHS 治疗。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经济学教授乔纳森·沃兹

沃思指出，移民使用医院和全科医疗服务的频率与英国人大致相同。⑥ 因此，从常理推演，大量移

民会增加英国医疗资源的紧张局面，延迟英国人接受医疗服务的时间。当前英国 NHS 医务人员特

别是全科医生比较缺乏，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在 2005 年，英国每千人的执业医师数量仅为 2． 4 人，

几乎是欧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低的。2010 年，在 NHS 中，全科医生占 NHS 职员人数

的比例仅为 2． 75%。⑦ 实证研究验证了移民会加剧英国医疗资源紧张局面的推理。牛津大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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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和社会中心高级研究员卡洛斯·瓦尔加斯·席尔瓦等在 2015 年通过对英格兰 151 个地方

当局进行调查后发现，移民延长了急诊部门的等候时间，明显地增加了英格兰贫困地区门诊病人转

诊的等候时间。当地移民每增加 10%，将使当地急诊部门的平均等候时间延长 10 分钟; 当地移民

每增加 23%，将使当地急诊部门的平均等候时间延长大约 1 小时。自从 2004 年欧盟东扩以来，当

地移民每增加 10%，将使伦敦以外贫困地区门诊病人转诊的平均等候时间增加 14—20 天。① 医疗

资源受到竞争，以及患者等候时间的延长，会引起常有医疗需求的英国民众特别是老年人的担忧和

不满。
( 三) 移民与英国人激烈竞争私人出租住房，适度降低英国人获得社会公房的可能性

移民对英国公共服务的压力，还突出体现在对英国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负面影响上。2004
年欧盟东扩以来，大规模移民涌入英国的租房市场，这对英国的出租住房造成了一定冲击。鉴于长

期以来英国住房供应迟缓的现实，②移民的不断涌入、进入出租住房市场，必然进一步加剧英国出

租住房的紧张局面。移民与英国人激烈竞争私人出租住房，移民比英国人更容易获得社会公房。
由于私人出租住房和社会公房主要面向英国的低收入群体，因此移民对出租住房的竞争损害了英

国低收入者的现实利益，进而促使他们成为反对移民和支持脱欧的坚定力量。
一方面，移民对私人出租住房施加较大压力，与英国人激烈竞争私人出租住房。私人出租住房

主要面向英国的低收入群体。21 世纪以来，私人出租住房在经历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下降后开

始在英国复兴，私人出租住房的比例稳步提升，私人出租住房占英国住房总量的比例，由 2006 年的

11． 3%，上升到 2017 年的 21%。③ 英国私人出租住房的快速发展，与 1990 年代初期以来移民的大

量涌入有很大关系，因为移民更可能住在私人出租住房里。④ 2004 年欧盟东扩后，大量中东欧移民

进入英国出租住房市场，开始与英国本土人激烈竞争私人出租住房。⑤ 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大部分

移民都会选择居住在私人出租住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尤金尼亚·马尔科娃和萨塞克斯大学理查

德·布莱克通过对布赖顿—霍夫、哈克尼区( 伦敦自治市) 和哈罗区( 伦敦自治市) 等 3 个地区的实

地调查发现，57． 5%的移民住在私人出租房屋( 见表 2) 。来自 2012 年英国第一份探讨居住在私人

出租住房的新移民的全国调查报告显示，私人出租住房在移民的住房中扮演关键角色，新移民( 在

过去五年来到英国的人) 更可能居住在私人出租房。在西威尔特郡，85% 以上的新移民居住在私

人出租房; 在诺福克郡，76%的新移民居住在私人出租房; 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富勒姆区，92% 的来

自 A8 国家的新移民居住在私人出租房。⑥ 一份来自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站的报告显示，在 2016 年

第一季度，在英国全国范围内，41%的移民住在私人出租住房，而只有 15% 的英国人住在私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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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① 显然，在私人出租住房领域，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与英国本土人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这

必然会招致英国本土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反感甚至憎恨。
表 2 按地区分布的住房占有情况( % )

住房占有类型 布赖顿 哈克尼 哈罗 总体

业主自用 21． 5 11． 0 7． 7 13． 7
议会或其他社会公房出租 8． 1 23． 5 15． 4 15． 7

个人从房东租用 37． 8 34． 6 46． 2 39． 2
个人从代理人租用 17． 0 19． 1 18． 8 18． 3

家人或朋友提供住宿 11． 1 11． 0 9． 4 10． 6
雇主提供住宿 4． 4 0． 7 2． 6 2． 6

总体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受访移民数量 135 136 117 388

注: 私人出租住房包括“个人从房东租用”和“个人从代理人租用”，“议会或其他社会公房出

租”属于社会公房出租，不属于私人出租住房出租范畴。资料来源: Eugenia Markova and Ｒichard
Black，“East European immigration and community cohesion”，https: / /www． jrf． org． uk /sites /default /
files / jrf /migrated / files /2053 － immigration － community － cohesion． pdf

另一方面，移民适度降低了英国本土人获得社会公房的可能性。在英国，社会公房是满足低收

入人群住房需求的重要社会保障。这些社会公房由住房协会和地方当局共同拥有，地方当局拥有

的住房，又称为议会住房。截至 2015 年底，英国大约有 400 万套社会公房，相当于英国住房总量的
18%，住房协会拥有 240 万套( 占英国住房总量的 10% ) ，地方当局拥有 170 万套( 占英国住房总量

的 8% ) 。社会公房的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相当于市场水平的 80%。② 当前英国社会公房面临着三

个突出问题: 政府对社会公房发展的支持在减少; 民众对社会公房的需求很大; 社会公房获得的效

率不高。③ 因此，民众对社会公房的强烈需求与供给且获得缓慢的社会公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

显。社会公房租金低廉，促使大量移民特别是欧盟移民加入“供需失衡”的社会公房的申请大军，

其结果，一是使社会公房“房屋轮候名单”④进一步拉长，二是降低了英国人获得社会公房的可能

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长期跟踪研究表明，在 1980 年代，英国人比移民更易获得社会公房。
但是 1997 年之后，移民比英国人更易获得社会公房，移民占有社会公房的比例，稳定地比英国人占

有社会公房的比例高出 1% －2%。⑤ 在 2016 年，大约有 18%的移民和 17%的英国人居住在社会公

房。⑥ 移民比英国人更易获得社会公房，这对于英国某些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区的低收入群体而言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地区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受到非工业化、经济危机和福利国家崩溃打

击的白人工人阶级( 白人蓝领阶层) 较多地依赖社会公房。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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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对英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英国公共服务体系造成了一定压

力，侵蚀了英国民众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利益。对移民的数量及其形象被媒体“丑化”的担忧和恐

惧，特别是出于经济理性角度，为避免切身利益遭受损害，英国大多数民众投票支持英国脱离欧盟，

以达到政府限制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目的。这就是移民影响英国脱欧的内在机制。隐藏在这一机

制的背后事实表明，移民对英国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已经充分传导给了英国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

阶层。鉴于英国的选举政治环境，英国民众对移民的不满，直接转换成了反移民政治。2018 年 7
月，英国政府公布了 12 条“我们的英国脱欧计划”，在第一条指明“英国将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脱离

欧盟”①后，在第二条强调了“完全停止人员自由流动，收回对边境的控制权”。② 确定的是，英国将

以协议脱欧的方式离开欧盟，并且英国未来的移民政策必定会收紧。自从英国脱欧公投以来，反移

民政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充分显现。反移民潮流席卷世界。反移民政策，成为西方国家的时髦政

治。从新西兰杰辛达·阿德恩政府的削减移民计划，到德国默克尔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再到匈牙

利维克托·奥尔班政府的“史上最严”的移民法案。反移民政治的肇始和铺展，映射的是移民对社

会的消极影响的政治反应，但作为一种渐成气候的政治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Abstract Since the referendum on Brexit held in 2016，Brexit has remained a hot

international topic． From the reality，the trend to Brexit has tended to be clearer． Brexit is
neither the result of personal impulse，nor the voters’widespread dissatisfaction with politics，
or the triumph of populism，but the outcome of prevailing anti － immigration sentiment in
Britain． It is a realistic choice made by the British people on the rational basi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EU． Massive influx of immigrants，especially immigrants from the EU; long － term，

large － scale and exaggerated reports by the media on immigrants;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before the referendum on Brexit;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immigrants on
British society，are all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British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and
voting in favor of Brexit． The reason that the majority of British people support Britain exiting
from the EU lies in the fact that immigrants have indeed caused a host of negative impacts on
British society，which have undermined the real interes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Britain，

especially those at the grassroots，and aroused anxiety and discontent on the pa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UK． This i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mmigration that leads to
Brexit，as immigrants have put a lot of pressures on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many parts of
Britain，particularly in poor areas． The immigrants have occupied a large number of low －
skilled jobs; stretched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operating costs of schools; extended the waiting
time for patients to receive medical services; and competed fiercely with the British for private
rental housing and moderately reduced the possible access of the British people to social
housing．

( 刘旭东，讲师，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2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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