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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这是还没有正式出版的作品，已经过专业审校，但仍在进一步编辑加工中。目  

      前的需要促使我们提前将这个未定稿的作品发布。 

2、吉恩·夏普博士(Gene Sharp)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非暴力行动专家，他的著作

被译成 40 多种不同语言，许多国家人们争取自由、解放的运动从中受益。 

3、这是一套多卷本的自我培训教材，是夏普博士去世前不久撰写、编辑的，凝聚

了他毕生的心血。为方便阅读、学习，普布利乌斯译文社将其整理改编为 5卷，即

总论、入门卷、中级卷、高级卷和加强卷。 

4、非暴力行动技术的知识不宜只为少数人掌握。越多的人掌握这门技术的知识，

未来的行动越可能变得更有效。 

5、建议反复阅读、充分吸收理解。可靠的朋友圈同步阅读，将有助于形成核心计

划团队。 

6、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新网站出版物栏目下载：https://chinademocra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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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略规划入门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英语原文第 492—495 页；《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33—446 页；赫尔
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87-99 页。页数：31。 
 
 

1、非暴力战略的基本要素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英语原文第 492—495 页 

战争的战略战术已经得到细致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在基础理论的发展方面人们也做出了重要尝试。

为应对“紧急需要”，人们还构建了指挥战争的基本原理、规则和体系。而在非暴力行动领域，迄

今为止还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阐释发展。甘地进行了自觉探索，并做出了最重要的努力来发展

非暴力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然而，他既不是研究者也不是理论家。因此，尽管他在实践中和过往

的观察中做出了贡献，但战略战术的分析和构建则一直留给了其他人去做。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

人们的注意力才转向审视旨在反抗国内潜在的独裁者或入侵者的非暴力斗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及

其选择。在这方面，既需要关注战略战术的宏观领域，也需要关注在面对特定对手和实现特定目

标时，可能会出现的具体问题。 

当然，战略和战术会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然而，它们在军事行

动和非暴力行动中尤为重要，两者都是社会和政治冲突发展到公开斗争和实力对决（a pitting of 

strength）时指挥这些冲突所采取的技术。在某些时段，军事战略上的真知灼见似乎可以被搬到非

暴力战略中，但在另一些时段，却绝不能照搬军事见解，因为这两种斗争技术的性质和动力机制

大相径庭。因此，本节的内容并非单纯描述或分析非暴力行动战略的现有观察，在军事战略原则

似乎对非暴力技术行之有效以及军事信息来源比非暴力行动者的观察更为清晰明了的情况下，本

节也将探讨军事战略原则。 

 

以下是对一些基本战略术语的简要定义：大战略是最宽泛的概念，用于协调和指导抗争阵营的所

有资源，以达成斗争的目标；战略，一个较狭义的术语，是总体斗争的广泛行动计划，包括发展

有利态势、决定何时战斗，以及在总体冲突中采取各种不同具体行动的广泛计划。战术指的是在

选定的战略规划内用于更为有限的冲突的计划。 

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 

 

战略在非暴力行动中与在军事行动中同等重要。虽然军事战略的概念和原则不能自动地运用到非

暴力行动领域，但战略和战术的基本重要性却丝毫不减。因此，需要注意适用于非暴力行动的战

略和战术的一般原则（包括它特有的原则，也包括可以从军事战略和其他类型的冲突中借鉴过来

的原则）。当然，这些方面都需要在非暴力斗争所特有的动力和机制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某些非暴力方式的倡导者强调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有军事背景的人对此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而从宗教或哲学的角度主张非暴力的人们则可能也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强调战略和战术而不

是道德原则和良心。因此，对战略和战术在非暴力行动中的作用，需要进行简要的讨论。 

 

为了影响斗争的结果，明智地选择行动方案并谨慎而高明地执行之是很重要的。仅仅说一个方案

符合道德并将做正确之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可能有多种行动方案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而

所谓“正确的”，可能涉及对“邪恶”保持或发起最大程度的反抗，若此，问题就是如何做到这

一点。为了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并使行动取得最大效果，必须谨慎选择行动方案并在正确的时间

执行它们。研究和指挥战争的专家早就知道，仅仅通过毫无节制地诉诸暴力和付出牺牲并不能获

得最好结果。正如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所说：“……若要实现战争目标，战争的指挥就

必须受到理性的控制……你的战略越高明，你就越容易获得优势，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少。”1 

就像在战争中那样，在非暴力行动中运用战略和战术，可以使非暴力行动者的勇气、牺牲、人数

等等发挥出最大可能的作用。 

抗争的过程可以在多种形式中任选一种，这取决于为满足形势的特定需要而选择的战略、战术和

方法。在非暴力运动过程中，如果抗议、不合作和干预的具体行动作为综合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有

机组合起来，那么它们将是最富有成效的，这样，每一个具体行动都最大程度地促成抗争的发展

和胜利的结局。因此，在充分掌握形势和技术的领导者有能力规划运动进程的情况下，具体行动

的最优组合才能得到最理想的实现。甘地曾经写道：“只有指挥战役的将军才懂得每一个特定行

动的目标。”2 在选择行动的议题、地点、时间和方法的时候甘地极为谨慎，以便使他的运动在

可能面对英国人的时候处于最强势的地位，同时也为了使行动本身向他的印度同胞表达出最大的

理解并唤起每个人最大的同情和支持。正如战略在劳工罢工中很重要那样，3 在更为高度发展的

非暴力抗争中，战略也很重要——当它反对极端独裁时，更是如此。 

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历史证据。4 有时，这类证据是反面的，因为它们显示了缺乏战

略或未能就战略和战术问题做出重要决策所造成的后果。有时，如果对非暴力战略的作用和原则

 
1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369.  
2 Gandhi, 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 p. xi. 
3 Hiller, The Strike, p. 126. 
4 On strategic and tactical problems in the struggles of the American colonists, see Morgan and Morgan, 
The Stamp Act Crisis, p. 174 and p. 240; Gipson, The British Empire..., vol. XI, pp. 265-271; and Schlesinger, The 
Colonial Merchants..., pp. 213-215, pp. 218-220, pp. 226-234 and pp. 400-401. On the lack o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Ruhrkamf, see Ehrlich (Raloff), “Ruhrkampen,” p. 184, in Lindberg, Jacobsen and Ehrlich, Kamp Uden Vaaben. 
Lack of advanc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ertain aspects of the 1926 British General Strike is mentioned by Symons, in 
The General Strike, p. 51. On strategic and tactical questions in the spontaneous 1905 Revolution, see Schwar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pp. 99-112, and (on conflicting views on whether strikes should lead to a violent 
rising) pp. 132-143, and Harcave, First Blood, pp. 165-167, p. 175, pp. 199-206, pp. 209-210 and p. 215; p. 199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n the optimum results might have been achieved by ending that particular struggle. On 
the tactical problem of what the Duma should have done when dissolved in February 1917, see Katkov, Russia 
1917, pp. 293-294. On strategic and tactical planning of a sit-in campaign in Altlanta, see C. Eric Lincoln, ‘The 
Strategy of a Sit-in.’ in Sibley, The Quiet Battle, pp. 296-297. On when to call off an African bus boycott in South 
Africa, see Luthuli, Let My People Go, p. 178.  



能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在某些特定冲突过程中出现的棘手问题本可以被避免或得到较令人满意

的解决。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目标和要求都有可能实现的时间点过去之后，非暴力运

动仍在继续推进——远比军事冲突中的通常情况发生得要多；但随后的事件却导致了运动的失败。

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尽管按通常标准非暴力运动已经获胜，但它却认定自己失败了；结果，

那个非暴力行动最后被据信是更为有效的军事行动所取代。用这个思路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美洲

殖民地居民反对英国政府的抗争。如果对一系列非暴力抗争进行认真的战略和战术分析，就会对

非暴力战略的问题和一般原则有相当的认知。让受压、抗议群体接受抗争的战略也很重要；以 

1901 年的芬兰为例，在如何应付对手上的分歧似乎严重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内部冲突。 

 

 

2、战略规划导论 

《开展非暴力抗争》，英文原文第 433—446 页 
 

了解以往的非暴力抗争实践并理解这些案例的实际运作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历

史事件，并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而，这种知识和理解并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未来希望比过去更有效地运用这种类型的抗

争方法，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地冲突的严重程度，我们也可以推测未来可能出

现的压迫、统治和剥削方式，因此，我非常希望主动反抗这些制度的人们能够掌握新的信息，知

道他们如何能够比过去更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 
 

若干最重要的技能都大大有助于增强这种方法在未来的效果，其中包括有能力规划在各种冲突局

势下采用这种斗争方法的战略。 
 

当然，冲突局势的类型和压迫、不公的性质会有很大的差异。农业剥削、外国军事占领、未遂政

变、民族冲突、种族隔离、宗教歧视，以及既定的内部极端独裁统治都属于不同类别的冲突。此

外，即使在上述每个类别内部，每次冲突也不会完全相同。 
 

然而，有一种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在未来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那就是规划相应战略以指导这种

抗争并巧妙地运用这些新战略的能力。 
 

在第三十五章中，我们将论证在未来如何才能比过去更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本章介绍了战略规

划，并确认了影响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若干因素。 
 

在第三十六章中，我们将介绍准确评估冲突局势的重要性，然后提供若干评估方法。我们介绍了

主要的战略思考类别，包括大战略和个别方法。本章最后检视了抗争开始之前如何制定战略计划

的问题。 
 

第三十七章提供了若干指导意见，以便读者了解如何面对抗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

确定目标、加强抵抗者的力量、领导者的作用、破坏对手的权力来源，以及随着冲突的深入开展

斗争的方法，如面对镇压时的坚持不懈。 
 

第三十八章重点讨论了抗争中的若干关键因素，包括：民众的斗争准备工作、保持良好势头、监



测冲突和终止冲突。 
 

最后这个章节，即第三十九章，介绍了我们有可能在几个尖锐的问题领域运用这种方法来取代暴

力。这包括废除独裁政权、提供国防力量、消除对被排斥群体的压迫、消除社会和经济不公、扩

大民主实践和人权、防止独裁统治和阻止种族灭绝。这些讨论必然只是介绍性的，但是，对于这

种能够取代消极服从和暴力抗争的做法，随着我们进入其历史发展和实践的新阶段，我们需要更

深入地关注这些话题。 
 

3、 使非暴力抗争更有效 
 

非暴力抗争的成功与失败 

 

在过去，采取非暴力抗争方式发起的冲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有效得多。前几章介绍的众多案例

证实了这个话题，但它们只是上个世纪采用这种方法的少数例子而已。 
 

非暴力抗争不是魔术。它有时能如愿以偿，成功地实现其目标，有时却无法做到这样。就像战争

或其他暴力，就直接的政治后果而言，失败始终是可能的。这里的“失败”是指未能实现斗争的

目标，而“成功”则意味着斗争的目标已经实现。有时候，冲突的结果可能成败参半，目标在部

分程度上实现了，在部分程度上则没有实现。暴力抗争的结果也是如此。 
 

当然，对于非暴力抗争和暴力斗争的效果，必须比较它们各自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它们所

宣称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物质上击垮对手。在讨论到效果时，人们十有八九会认为，暴力是实

现预期目标的最强大和有效的力量。这并不正确。如果我们衡量我们实际上在多大程度行实现了

冲突的原始目标，我们就会发现，暴力斗争的效果往往是相当有限的，而非暴力抗争的效果则往

往超出了人们通常的看法。尽管过去的非暴力抗争活动通常事起仓促，或者只有极少的计划和准

备。 
 

摒弃过分简单化的解释 

 

在考虑如何增加非暴力抗争的效果时，必须摒弃对于失败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和道歉。这些解释

有时包括这样的说法：比起抵抗者充满热情地采取行动，公开宣称目标几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或

者，仅仅放弃暴力就足够了，或者抵抗者的殉难意愿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实现你的斗争目标，

即便你充满热情，不参与暴力，或愿意殉难，这都不能改变失败的事实。 
 

关于非暴力行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取得成功，常见的看法也是不成立的。这种误解包括认为

成功需要民主的、甚至非暴力的对手。有些人认为，成功需要全世界的支持，需要媒体的帮助，

需要比暴力花费更长的时间，或者需要“非暴力的氛围”。所有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 
 

有人认为，如果某个团体采取非暴力行动，就应该期望对手也能采取非暴力的对策。如果对方采

取暴力镇压，那就有问题了。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对手的阵营或政权往往依靠暴力来维护自

身和自身的做法。当对手受到非暴力挑战时，随后的暴力镇压通常表明非暴力运动正在威胁着现



状。非暴力行动是打击暴力对手的技巧。 
  

抗争的条件 

 

在发起斗争时，某些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具备这些要素，斗争就肯定会失败，但与此同时，

相关局势中的某些其他因素虽然也可能有助于非暴力抗争，但不应将它们与前者混淆起来。对于

非暴力抗争的做法，存在着有利和不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然而，有利的条件并不是必要条件。

某些非暴力抗争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为抗争团体发挥了他们的优势和他们在这种

条件下的行动技巧，从而弥补了特定不利条件的不足。 
 

尽管如此，非暴力抗争的真实力量是无可替代的。如果非暴力抗争的参与者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

决心和能力来巧妙地对付他们的对手，那么单单在口头上认可非暴力抗争并不能拯救他们。需要

做出自觉的努力来培养相应的力量、技巧和能力，以便采取明智的行动。 
 

如果潜在的非暴力抗争团体不能立即具备这些特点，那么该团体就不应不自量力，而应仅仅从事

有限的、低风险的运动，以实现相对容易的、短期的目标。它主要应侧重于在内部培养自己的能

力。只有当这个团体变得强大、坚定、成熟之后，它才应该试着为实现长期目标而在抗争中进行

战略升级。 
 

影响结果的因素 

 

许多因素决定了非暴力抗争的结果。5其中有些因素涉及到“社会形势”，有些涉及到对手阵营，

有些涉及到第三方，还有许多因素则涉及到非暴力抗争团体。非暴力抗争团体可以影响许多因素，

但不是全部。 
 

（1）与社会形势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两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利益冲突；他们彼

此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远；两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相同的信仰和准则；以及抵抗团体在多大

程度上包含了重要社会团体和机构。 
 

(2) 与对手阵营或政权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对手的权力来源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合作者，

以及对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不服从行为。这些因素还包括对手及其支持者在多大程度上信奉

其观点和政策，以及针对非暴力抵抗者采取镇压或其他制裁措施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这个类别中的其他因素包括对手可能使用的控制和镇压手段；镇压人员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对手阵

营的领导；对手阵营内部的团结程度；其官僚机构及其警察和军队的忠诚程度；对手阵营中的普

通民众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该阵营的政策和镇压措施；以及对手如何估量抗争运动的未来进程及其

后果。 
 

(3) 与第三方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第三方在多大程度上同情对手或非暴力抗争群体，以及第

三方的意见和善意对两个群体有多重要。这些因素还包括第三方在多大程度上转而积极地支持对

 
5 这些因素摘自于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 pp. 815-817. 



手阵营中的某方或不与该方合作。 
 

(4) 与非暴力抗争团体相关的因素。这个类别包括最重要的相关因素，因为非暴力抗争群体可以利

用这些因素施加最大的影响。它们包括：按照非暴力抗争的要求组织起来或自发行动的能力；抵

抗者和受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确信其事业是正义的；以及这些群体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非暴力抗争。

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非暴力抗争群体选择使用的非暴力方法的类型，以及该团体是否有能力运

用这些方法；非暴力抗争群体选择或接受的战略和战术的合理性；以及非暴力抗争群体对其成员

提出的要求是否超出了这些人的能力范围。 
 

此外，抵抗者采用非暴力手段的相对能力也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该团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纪

律严明地执行相关计划。参与行动的人数在某些情况下很重要，比如那些高度依赖不合作方法的

情况，但前提是，在确保参与人数的同时，也能继续保持活动所需要的高质量，并继续坚持相关

要求以便采取选定的促变机制。 
 

整个受虐群体是支持非暴力抗争团体还是阻碍其行动呢？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手阵营施加

的镇压或恐怖行为的严厉程度可能也很重要，因为它与抗争团体的成员继续坚持抵抗的能力是对

称的。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抵抗者能够并愿意继续斗争多久？他们是否有能力保持非暴力抗争？

以及在正常情况下，抵抗者在其行动中是否有能力保持光明磊落？ 
 

此外有个因素就是：是否存在有效的领导者，或者，在没有明显的领导团体的情况下，抵抗者阵

营是否能够按照明智的战略纪律严明地采取行动。另外，抵抗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激起对手阵营

中的成员的同情和支持？最后，非暴力抗争团体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自身的权力来源？这也是很

重要的因素。 
 

增加成功的机会 

 

除了社会形势中的某些因素外，在非暴力抗争过程中，冲突中涉及的大多数因素都会发生变化，

而且往往是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对手阵营和非暴力抗争群体的力量此消彼长。如果这

些变化导致对手阵营的力量明显增加，非暴力抗争群体的力量减少，那么对手就很有可能获胜。

然而，如果对手的力量受到限制，而非暴力抗争群体的力量却在增长，那么非暴力抗争群体获胜

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这些变化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非暴力抗争群体的行动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需要非常

谨慎地规划和开展这些行动。技能、力量、纪律、明智的战略、人数和坚持不懈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素。 
 

在上述可能受非暴力抗争群体控制的因素中，有五个因素特别重要：（1）行动的意愿；（2）抗争

团体的力量（包括坚持不懈、人数和组织）；（3）非暴力抗争的知识；（4）采用明智的战略计划；

（5）娴熟并纪律严明地执行所采用的战略计划。 
 

如果民众希望提高自身能力以实现重要的目标，那么，他们最好在这五个方面大力提高自身能力。

然而，如果只有前三个方面，而没有明智的战略计划，成功的机会就不大。即使力量强大的团体

具备行动的意愿，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行动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然而，如果没有能力确定如何有效地运用非暴力抗争的知识，那么，单单掌握这种知识也是不够

的。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和运用明智的战略，以便提高使用这种方法的效果。 
 

未能为成功制定计划 

 

某些采用非暴力抗争的尝试要比其他的尝试成功得多。我们已经看到，各种因素都有助于决定具

体的努力会导致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不应该取决于运气。抵抗者可以采取慎重的步骤来增加实现其目标的概率。在这种努力中，

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利用现有的资源和行动措施时能够增强它们在冲突中所起的效果。这

就需要进行战略规划了。 
 

不幸的是，非暴力抗争中的这种规划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面临这种潜在

冲突的人们才会充分认识到，在行动之前制定全面的计划是极其重要的。 
 

有些人天真地认为，如果他们坚定有力地维护自己的目标，并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会以某

种方式实现其目标。还有些人则认为，如果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并在逆境中坚守信

念，那么他们就是在全力以赴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勇敢地采取行动并做出

牺牲，就不需要再做其他事情了。还有些人会完全沿用他们过去采用过的行动方法，或遵守他们

心目中的政治学说的要求，并相信他们最终会取得成功。 
 

维护美好的目标、始终忠实于理想以及坚持不懈，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品质，但它们本身基本上

不足以实现重要的目标。纯粹重复以往失败的行动往往无法获得成功。非暴力行动的技巧有其特

殊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若干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它的效果。 
 

在冲突情况下，人们常常让自己偏离主要目标，转而关心琐碎的问题，反复地应对对手的举措，

并仅仅着眼于短期活动。有时候，人们甚至不会试图制定计划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内心

深处并不真心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成功。这些人——尽管他们可能会给别人留下不同的印象——认

为自己是弱者，是压倒性力量的无助的受害者。因此，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采取的最佳做法就是

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见证自己的信仰，甚至以死明志。因此，他们甚至不会试着思考和规划如何

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就产生了自我应验的预言。如果你不相信你会取得成功，因而不采取审慎的措施来增加你成功

的机会，你通常就会失败。 
 

缺乏规划的后果 

 

在过去，大多数非暴力抗争都是临时发起的，事先缺乏规划。其中有些冲突的规模和影响会变得

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估计，导致参与者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例如，1905 年

的俄国革命和 1989 年的中国民主斗争就是这种情况。在许多其他的历史冲突中，相关团体认识到

他们需要规划如何采取行动，但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都非常有限，着眼于短期目标或基于战术

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团体并没有试图制定较广泛的、较长期的或战略性的行动计划。 



 

虽然自发性和即兴而为具备若干积极的特点，但也有严重的缺点。例如，如果抵抗者取得了成果，

他们往往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如果某些冲突中的抵抗者没有充分预料到对手的暴行，他们

可能会遭受严重挫折，导致他们的运动突然失败。如果由于缺乏充分的规划，因而借助于运气来

做出关键的决定，后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未制定计划的结果是，在冲突中取得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有时甚至被会扑灭。如果不精心制

定战略行动计划： 

 个人的精力可能会被转移到次要问题上，而且会徒劳无功。 

 试图采取的行动方法可能超出了抵抗者的能力范围，因而无法有效地予以采用。 

 非暴力团体的优势可能始终无法发挥出来。 

 对手的举措将决定事件的进程。 

 不确定应该做什么，从而可能在抵抗者中造成混乱。 

 己方的弱点会越来越多，导致士气低落，并对实现目标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简而言之，该团体的力量会被消耗掉，或者其影响会变得微乎其微。做出的牺牲被浪费掉了，没

有充分推动相应的事业。 
 

毫无章法的活动并不能推动斗争的发展，反而会导致行动分散，缺乏重心，或者更糟糕的是，导

致运动被削弱力量。相比之下，如果按照计划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这就能集中力量，向着理想

的目标坚定地前进。 
 

制定长期计划之所以很重要，此外还有个原因。即使在实现运动的最初目标之后，例如推翻独裁

政权或其他压迫性政权之后，如果缺乏规划，不知道如何转向更好的制度，这就会导致新的压迫。 
 

战略规划 

 

在过去采用非暴力方法发起的若干冲突中，短期或战术性的规划当然是有用的，并帮助这些斗争

取得了成就。然而，针对整个冲突的长期战略规划还明显具备更多的价值，确保非暴力抗争团体

能够斟酌出推翻压迫的最有效方法，评估政治局势和民众情绪何时适合开展行动，并选择如何发

起非暴力运动，以及如何逐步推进该运动，并在同时应对对手的镇压和其他反击措施。 
 

战略规划还能促使非暴力抗争团体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它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也知道抵抗者可

能遇到的问题、事件和对策。 
 

目标越重要，或者失败的后果越严重，计划就越重要。制定战略计划以后，就更有可能最有效地

利用现有资源。如果运动具备崇高的目标但其物质资源非常有限，同时其支持者在冲突中会面临

危险，此时，这种战略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反，对手通常有机会获得重大物质资源，具备组

织优势并能够实施暴行。 
 

战略的使用在军事冲突中最为著名。几个世纪以来，军官们始终都在为军事行动制定战略规划。

重要的思想家如孙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6和巴塞尔·李德·哈特爵士7都分析和完善了传统的军事

 
6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兵圣。 



战略。毛泽东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8等人也试图为游击战做同样的事情。在常规军事战争和游

击战中，使用复杂的战略是获得成功的基本要求。 
 

正如有效的军事斗争需要明智的战略、计划和实施，同样，只有根据合理的战略规划，才能最有

效地开展非暴力行动。然而，在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中，制定和采用战略要比军事冲突更加复杂。

这是因为，在非暴力抗争中，导致成功和失败的因素比军事斗争要多得多。在重大的非暴力抗争

中，可能社会中的所有人和大量机构——而不仅仅是军队——都会成为战斗人员。要确保所有这

些人和机构的努力产生最大的效果，就需要制定合格的战略。 
 

在冲突过程中，对手和非暴力抗争群体之间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变化

得非常迅速。非暴力抗争群体的行动和行为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远远不再囿于它们发生

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在非暴力抗争中，d 对手阵营之间的这些实力变化可能比暴力冲突更加激

烈。因此，即使是选择采取有限的行动，也必须非常谨慎，同时，抵抗者在冲突期间的行为也必

须保持谨慎。  
 

战略的层次 

 

在制定战略计划时，人们需要了解战略具备四个层次。9前文已经非常简要地介绍了大战略和战略。

然而，在此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它们。最重要的层次是大战略，然后是战略本身，接着是战术和

方法。 
 

大战略可以说是开展冲突的总计划。它是最宏观的计划，用于协调和引导抗争团体的所有资源，

以便实现冲突的目标。 
  

战略与此非常相似，但适用于整个斗争中较有限的阶段，如为特定目标而开展的运动。战略包括

促成有利的形势，决定何时作战，以及在所采取的战略范围内进行小规模斗争的总体计划。 
 

战术是指在选定的战略范围内开展更有限的斗争的计划，其规模、参与人数、时间或具体问题都

很有限。战术指该团体如何运用它所选择的方法，以及在与对手的具体交锋中如何采取行动。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是指许多不同的行动方式，如设立纠察队、社会抵制、消费者抵制、总罢工、

公民不服从、室内静坐请愿和平行政府，这些在第四章中都已经介绍过了。在选择方法时需要考

虑的因素包括：促变机制（转化、让步、非暴力强迫或解体）、抵抗者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了对手

的权力来源，以及抵抗者的状况、优势、弱点和权力来源。 
 

如果在这四个层次的战略中，任何哪个层次筹划或制定得不妥当，甚至缺席，这都会严重削弱整

个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如果不了解大局，就可能疏于准备，或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目标。 
 

对大战略、实施战略、战术和使用方法的选择应在整个过程中决定冲突的总体方向和实施过程。

 
7 巴塞尔·李德·哈特爵士(Sir Basil Liddell Hart,1895-1970)，英国战争理论家、历史学家和记者。 
8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社会主义古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和古巴共产

党的主要缔造者及领导人。 
9 这些定义是由罗伯特·赫尔维、布鲁斯·詹金斯和吉恩·夏普拟定的。《未发表的备忘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下个章节会更充分地讨论这四个层次的战略。 
 

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需要采取谨慎的辅助活动。这需要做出规划和准备。这些活动属于后勤工

作的范畴。这里所说的后勤，包括为进行冲突而开展的各种辅助活动，如安排好财务、交通、通

信和供应品事宜。 
 

明智的战略产生的成果 

 

制定和实施明智的战略来指导抵抗者的行动以后，他们就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实现理想的目标，让

对手变得更加脆弱，增强抵抗者的力量，减少伤亡和其他代价，并有助于在做出牺牲以后实现主

要目标。 
 

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家不仅需要制定大战略和每次运动的战略，还需要制定

综合的战略行动计划，以具体采用这些战略。这个战略计划需要能够加强民众的力量，削弱并摧

毁压迫制度，并建立更好的社会。要制定这样的行动计划，就需要谨慎地评估局势，并评估可选

的有效行动方案。 
 

战略计划大体上列出了预期的具体步骤，抵抗者需要采取这些步骤来实施大战略和各个具体战略，

以实现他们选择的目标。它是行动的实践指南。该计划确定了在四个战略层面上需要执行的任务，

以及由谁来负责执行这些任务。第三十六章和第三十七章将详细讨论在制定和筛选大战略、战略、

战术和方法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战略规划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要想利用非暴力抗争来更有效地开展社会和政治运动，这

种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4、 洞察战略思维 
 
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87-99 页。 

 

欲成大事，我们须勇于干大事。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学习战略性思考最有效的方法是效仿军事机构的范例，通过广泛深入的专业训练培养学员。但平

⺠无缘军事生涯，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很少有时间或资源通过多年学习来磨练战略思维能力。本

章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些战略思想家的洞察力范例，帮助读者熟悉“全景”思维。⻢基雅维利、克

劳塞维茨、甘地和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洞察能力，当然本书中没有选的许多其他人的战略思考也可能同

样大有裨益。 



 

⻢基雅维利 

 

如果说意大利发生的各种战役和起义给人呈现出⼀种军事才能已经绝迹的表象，那么，真正的原

因是旧的战争方法乏善可陈，⽽新的方法⼀直还没有人能够找到。新上台的人不可能获得比发现

新规则和新方法更大的声誉。 

——⻢基雅维利，《君主论》 

 

尼可罗·⻢基雅维利（Nicolo Machiavelli，1469-

1527)成⻓于欧洲发生重大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期。10从易货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促进了权力的

集中。君主与商人结盟后获得了更多财富，而这些财富使雇佣军得以创建和使用。因此，统治者

变得较少依赖于土地贵族征募的兵士，这些兵士通常只在不需要种植和收割庄稼时才可用。有了

财富还能够购买大炮这种新式武器，很容易攻破不太富裕的统治者的堡垒。 

 

从权力争夺方面的这些变化中，⻢基雅维利看到了使用雇佣军存在的主要问题。诚然，统治者不

再需要依赖骑士和封臣。 

雇佣兵还有⼀个优点：镇压统治者本国的反抗，而且雇佣兵可以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不给

农业生产的收入造成⻛险。然而⻢基雅维利观察到，尽管有这些优势，使用雇佣兵也存在内在的

⻛险和劣势。花钱买来的军人为黄金而战，而不是为他们的神、他们的国王或他们的国家而战；

他们的忠诚度或⼀般说来在战场上的勇气都无法保证，也无法强迫他们做到。 

 

⻢基雅维利还注意到，需要有新的组织和战术来对抗大炮的使用；而且从农村地区招募的⺠兵更

能满足统治者需要，打仗会比雇佣兵更加卖劲。⻢基雅维利还看到，打仗的巨额费用意味着战争

必须“速战速决”，免得战争打完了统治者变成穷光蛋，人⺠怨声载道。11 

 

⻢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书里所提出的专制君主政权需要杀掉敌人以避免报复的献策经常被引

用，然而，这位战略思想家还得出了其他⼀些论断，它们与今日之更开放社会的倡导者更有相关

性。例如，他认为⼀旦统治者大权牢牢在握，那么共和政体就是最合适的。他还论证说，除了拥

有⼀⽀公⺠军队之外，还必须对政治权力实行制衡，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安全和持久。 

 

⻢基雅维利发现了，政治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联系，并建议实行变革以顺

应那些已经摧毁了封建时代机构的力量。他有能力看到“全景”并准确地描述了它。他是⼀位实用

 
10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ed.,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23: ix-x. 
11 Felix Gilbert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eter Paret,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11-31. 



主义者。本节开头引用的他的那个深刻⻅解，其重要意义经常被忽视。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

指挥官们似乎在遵循着机枪和重型精确火炮出现之前制定的战略战术。不然如何解释⻄线伤亡如

此惨重而收获却如此之微呢？那段引文还提示，如果正在干的事毫无成效，那么仍然继续干同样

的事，也不会带来成功。 

 

正如大炮改变了⻢基雅维利时代的战争性质⼀样，新技术的出现给了我们改变非暴力抗争方法的

能力。计算机，互联网，移动和卫星电话，加密程序，电视和广播成了非暴力斗争的主要武器。 

 

在准备进行战略性非暴力斗争时，把握政治与社会经济力量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必

须看到这些力量，不仅在国家内部，还包括外部世界，因为全球化使我们有可能把战场扩大到远

远超出⻢基雅维利所能想象的范围。 

 

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是⼀场以让人⺠⾃⼰解放⾃⼰的方式开展的斗争。他们组成了“公⺠军队”，这

是⻢基雅维利为战争的进行所推荐的概念。如果人⺠不去参加争取他们⾃⼰⺠主的斗争，那么他

们也将很难有能力应对保卫⾃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非暴力抗争的过程是人⺠⾃我⺠主化的过程

。他们体验到草根领导、团体间合作以及确定目的和目标的重要性。 

 

⻢基雅维利关于战争必须“速战速决”的⻅解在非暴力斗争中或许并不总是可行，但其隐含的意思

肯定还是适用的。想要迅速与果断，势能（momentum）至关重要。非暴力战略家必须牢记，资

源和人们的耐力是有限的，⼀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动员群众，打击对手的力量来源，并在合理的时

间内取得胜利。理想情况下，当对手的权力⽀柱迅速崩溃，使得政权无法继续统治的时候，非暴

力闪电战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非暴力运动从⼀开始就拥有开展此类运动的高超协调和计划能

力以及纪律和资源，是很少⻅的。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生于1780年，是⼀名普鲁士军官的儿子。在军事生涯早期，克劳塞维茨结识了格哈德

·冯·沙恩霍斯特将军（Gerhard von 

Scharnhost），后者于他亦师亦友，赏识他的才华而且能够多次为他争取到军事任务。这让克劳塞

维茨后来有机会成为战争理论与实践的大师。1818年，他晋升为少将，而且成为普鲁士战争学院

的院⻓，⼀直到1831年因霍乱而去世前不久。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战争论》（Vom Kriege）。12 

 
12 Peter Paret, “Clausewitz”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eter Paret,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186-211. 
 
 



 

《战争论》并不是要写成⼀份如何进行战争的核对清单。它是对战争的哲学性评价。克劳塞维茨

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方式。战争从小规模军队谨

小慎微的排兵布阵演变成了庞大军队力量之间的较量，双方为取得决定性胜利愿意付出巨大的代

价（战争是⼀种将暴力推到极限的行为）。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提供如何打仗的指南，而是为如何

思考战争提供了真知灼⻅。他认为，总体战略（包括外交、经济和政治指南）最终是政治领导层

的责任13。如今，在制定军事战略时，指挥官们经常有某些限制，以确保政策目标及优先事项得

到保障。这些限制是通过分配资源、确定战区、发布交战规则和指派出击目标等等措施而施加的。 

 

正如克劳塞维茨和⻢基雅维利认识到战争性质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样，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家们也

必须理解并重视影响非暴力斗争方面的重大变化。影响战略抗争的最重要因素大概是科学技术的

进步。例如，人、物、信息尤其是思想的流动速度皆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 

 

随着政府越来越中央集权化，他们可以通过严刑峻法、加强监视以及更有效能的警力对⺠众施加

越来越大的控制。与此同时，我们也⻅证了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外国政府及跨国公司等在对政府

反制施压方面的能力和效率也得到了提高，虽然其提高成度比不上政府控制力的提高。其中⼀些

组织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影响政府以追求他们本身的，有时是非常狭隘的利益。 

 

如同武装冲突⼀样，在战略性非暴力抗争中，“战场”也已经扩展到包括其他国家。某个国家的专

制政权的权力来源之⼀可能是总部和主要股东位于另⼀个国家的跨国公司。攻击这种权力来源可

以采取很多方式，如在股东会议、法庭、社论⻚面上，以及在大学校园中采取行动，或者在街头

开展抵制或抗议活动。在国界之外也能找到同盟军。联合国有关组织，大赦国际，无国界医生，

无国界记者和美国国家⺠主基金会等等，只是⺠主运动潜在盟友的⼀部分。 

 

虽然《战争论》为读者提供的是对战争的哲学性评价，但是，对于开展非暴力抗争的人们来说，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深刻⻅解也应该是引人入胜的金玉良言。 

 

政治目标才是目的，⽽战争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在考虑手段时永远不能将它们与目的分

开。 14 

 

非暴力冲突的目标⼀般包括⾃由、⺠主、尊重人权以及和法治，因此，“手段与目的”不仅兼容而

且相辅相成。恐怖主义以在⺠众中制造恐惧为其目的，与实现⺠主的目标水火不容，因为它不促

 
13 Hans W Gatzke, 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War by Carl von Clausewitz, Hans Gatzke, trans. and ed. 
(Harrisburg: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1952), 1-10. 
14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73. 



进⺠主或任何有利于公⺠社会的价值观。如果反对派对某个政权采取常规性军事行动，那么压迫

者将始终对平⺠抵抗者占据压倒性优势，这样在付出了沉重的军人和平⺠伤亡代价以及造成巨大

经济损失之后，充其量只能达到⼀个僵局。游击战几乎总是导致平⺠在各交战方的手中遭受巨大

苦难。可以理解，压迫者总是将平⺠视为敌方战斗人员，没收其食物和其他物资，毁坏其庄稼，

把他们赶到严加防守的围居区，或对⺠众进行大范围的审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撤销非暴

力冲突之前可能存在的⼀些权利和保护。另⼀方面，游击队则将平⺠视为⾃⼰的税收、食物、新

兵以及情报的来源。涉嫌向政府告密的经常受到粗暴对待，以儆戒那些不⽀持游击队的人。对于

受苦受难的⺠众，交战双方大同小异——两者都被视为残暴而掠夺成性的压迫者。 

 
 

战术是作战时排兵布阵的理论；战略则是关于通过作战达到战争目的的理论。15 

 

他的这⼀真知灼⻅随着斗争节奏的加快经常被置若罔闻，在做出战术决策时忘记了已选定的战略

目标。战略决定了要进行哪些交战。那种认为非暴力战略不过是已经发生的所有非暴力行动的结

果的观念，反映了对战略思维的无知。非暴力斗争的资源总是供不应求的，在没有战略目标的情

况下使用它们，无异于承担⼀无所获的⻛险。 

 
 

然⽽，没有作战，战略就⼀文不值，因为作战是它得以发挥作用的原材料，是它使用的手段。 16 

即使是最完美的非暴力战略，如果不采取行动，不发动运动去实施它，那么它仍然⼀文不值。如

果说战略的原材料是作战，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原材料”就是人，有组织、有训练、有称职领导的

人。根据目标以及现有能力，非暴力组织必须拥有足够的人数发起示威，不合作行动，干预行动

来反抗对手。如果达成目标所需的能力不足，就可能有必要进行训练增进能力以在交战中取得胜

利。要打败压迫，唯有以行动与之对抗。 

 

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武力行为。 17 

 

正如合理部署运用炸弹、大炮、坦克和步兵能够获胜⼀样，非暴力抗争手段也可以迫使对手“服从

我们的意志”。精心设计的战略及辅助计划，训练有素的基层领导人，构成了除掉使政权得以继续

存在的权力来源的强大力量。有时非暴力斗争运动会试图将与对手谈判作为斗争目标。但这有可

 
15引自 Peter Paret, “Clausewitz”,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aret ed., 190. 
16 同上 Ibid. 
17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73. 
 



能成为战略上的失误，其中⼀个原因是谈判不⼀定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谈判应被视为可能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 

 

如果要求人们停止进攻性行动以⽀持谈判，那么非暴力运动将失去其势头。寻求谈判的⼀方通常

被视为无法或不愿继续斗争，因而也就没有能力“强迫”对手按照⾃⼰的意愿行事。所以，如果想

让谈判成为战略的⼀个中期目标，那么让第三方呼吁进行谈判可能更合适。在寻求谈判解决方案

之前，非暴力运动领导人应该有能力强迫对手遵守谈判桌上商定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他

们将在谈判桌上失去也许本来能够通过继续斗争所赢得的东⻄。当非暴力抗争方面能够迫使政权

走到谈判桌，并有足够的力量强制执行协议条款时，该政权已经被削弱了。 

 

你要向对手施加的惩罚越小，他试图拒绝你的可能性就越小；他所做的努力越小，你需要付出的

努力也会越小；⽽且，你想达到的政治目标越卑微，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低，在你不得不放弃

的时候就越不会心有不甘。18 

 

如前几章所述，在争取政治变革的非暴力抗争的早期阶段，如果非暴力抗争团体向政府提出不容

谈判而又无法强行实施的要求，那是鲁莽行事。向任何对手提出的要求都应该与强制实施这个变

革的能力相对应。较好的战略是选择成功概率高的小议题，而不是冒着失败的⻛险去尝试实现重

大要求。再者，低⻛险、非明显政治性的议题会被视为不具威胁，或无足轻重，因而也就不太可

能导致被打压。第四章谈及的让步机制在这些情况下也是适用的。这些小议题可以作为将来的“谈

判筹码”，因为即使在上面妥协也不会对运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策划进攻性行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点是要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宣布胜利，以免与处于优势的

对手进行不必要的对抗。如果某次具体行动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在试图追求更多目标之前⼀

定要仔细权衡潜在⻛险。关于这个何时应该宣布胜利的原则，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个论据：1989

年天安⻔广场的学生们本来应该在军队以坦克和步兵发起进攻之前就宣布胜利并随之解散。然而

，这个运动没有去巩固不完全但却意义重大的胜利，结果惨遭失败，丧失了前几个星期已经取得

的很多成果。 

 
 
 

甘地 

 

任何关于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讨论都不能忽视20世纪初印度独立运动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者。 

甘地（Mohandas K. Gandhi，1869-1948) 出生于印度，并接受过律师训练。他于1893 

 
18 同上。 



年前往南非，并参加了那里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1915年他返回印度参加争取独立的⺠族主义

斗争。 

 

甘地展现了作为领导者的⼀个最重要的特征——

在逆境中始终坚持既定的合理战略。如果战略是基于对形势以及各方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周密

分析，那么领导者可以改变其战术，但不应该因斗争的混乱局面而动摇对战略的坚守。甘地符合

对帅才的这个特别要求。他发现了⼀个洞悉政治权力的深刻⻅解，他坚信这个⻅解千真万确，因

而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从没有对此发生过动摇。这个真理就是，“人⺠若不服从，统治者无法统

治”。从这个真理出发，他发展出⼀套理论框架以及⼀份全面计划的纲要，削弱了英国继续统治印

度的能力和愿望。 

 

甘地不是第⼀个也不是唯⼀⼀个断言统治者若没有人⺠的⽀持与合作则⼀无所能的人。 

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书中提到了十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德·拉波哀⻄（Etie

nne de la Boëtie）。 

 

年仅18岁，拉波哀⻄就曾写道：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给他们（暴君），如果我们不服从他们，那么，即使不与之开战，不击打他

们，他们也会处于不攻⾃溃的状态。正如植物的分⽀，如果其根部不再有汁液和营养物，它们就

会干枯而死。 19 

 
1908 

年，列夫·托尔斯泰描述了英帝国主义和⾃甘为奴的本质悖论。针对印度的特定问题，托尔斯泰在

其《给⼀个印度人的信》中写道： 

⼀家商业公司奴役了⼀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把这说给⼀个不迷信的人听，他将无法理解这些

词语。 

三万人……征服了两亿……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两个数字不是清楚地表明，奴役印度人的不是英

国人，而是印度人⾃⼰吗？20 

 

甘地在 1920 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人⺠停止为政府服务，任何政府——遑论印度政府，都

无法生存。”21 

 
 

 
19 参见吉恩·夏普,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 I: 34. 
20 同上 I:13. 
21 参见吉恩·夏普, Footnote,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 1979), 44. 



甘地认为印度屈从于英国统治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了克服屈从于英国统治所产生

的堕落性后果，甘地制定了⼀项“建设计划（Constructive 

Program）”，如果成功实施，它将以个人和集体⾃尊取代顺从人格，并将在印度人⺠向英国占领

统治者展示不服从和不合作的能力与意愿中体现出来。该计划的五个目标是： 

• 促进印度人⺠向⾃尊和尊严转变； 

• 鼓励减少对英国机构的依赖； 

• 积极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 

• 将“人”（英国人及其印度⽀持者）与“政策”区分开来； 

• 通过提高印度人的个人和集体道德水平来占领并保持道德制高点。 

 

该计划的每个组成部分或目标都可以单独执行或追求，而且将共同协调不合作活动的整体。印度

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参与被认定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公⺠们在各个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他们的⾃信

心得到提高，他们也逐渐明白了他们⾃⼰对目的的意义以及⾃⼰在运动中的作用。 

 

甘地所设想的进行非暴力抗争的工具是Satyagraha（梵文字面意思是“坚持真理”，有时翻译成“真

理的力量”，或“真理永恒”），这是⼀种旨在反对不公正法律的、坚持原则的公⺠不服从，其中包

含ahimsa的概念，其内涵是不应该伤害任何生灵。 

 

甘地所说的Satyagraha，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是不屈不挠地执着于通过非暴力行动去追求的正

义事业。它不是被动抵抗，相反，它是基于行动的。它通过不合作和不服从的集体行动来移除权

力来源，从而打击了压迫者。同时，Satyagraha还包括转化机制方面的努力，即，让压迫者“转变

内心”，从而看到他们强加给人⺠的不公正。理想情况下，只有接受非暴力作为个人信条的人才能

践行Satyagraha，但面对不完美世界的现实，甘地并没有排斥非信徒参与非暴力抗争。甘地还发现

，即使是那些⼀直使用暴力的人也能很快适应非暴力斗争的要求。因而Satyagraha 

既可以成为国大党的政策，也可以成为该运动中许多个人的信条。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 (Sir Basil Liddell Hart, 1895-1979) 

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名英国军官参加过战斗。他因身体原因退役后，成了几家英国主

要报纸的军事记者，并撰写了大量的军事题材作品。在有限目标或“间接方法”原则方面，他的战



略性深刻⻅解尤其引人入胜。哈特强烈主张不要进攻敌方最强大之处，而是要设定中间过渡目标

，吸引敌人离开其强点，使其无法专注于⾃⼰的目标。22 

 
 

他论述道： 

采取有限目标战略，其较为常⻅的原因是等待力量平衡出现变化——⼀般是通过消耗敌人力量，

通过袭扰而不是冒险性的大规模出击来削弱敌人力量，来寻求和实现这种力量平衡的变化。这种

策略的基本条件是，对敌人的消耗应该比对⾃⼰的消耗大得多……其方法是造成他的力量极度分散；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点是，耗尽他的道德能量和物质能量。23 

 

哈特的观察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针对根深蒂固的专制政权所开展的战略性非暴力运动。在反对派

运动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他们不会获得必要的资源和集体技能来对专制统治构成直接

而效果明显的威胁。哈特在提出“等待力量平衡出现变化”这个说法之后，还就如何推动这种变化

提出了⼀些具体建议。对于非暴力运动，“等待”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相反，它意味着需要采取

进攻性行动来削弱对手，并推动力量平衡发生有利于非暴力运动的变化。通过选择中间过渡的目

标，避免与对手在其力量最强大的地方直接对抗，间接攻击可以将对手从强点吸引出来，分散它

追求本身目标的注意力。 

 

小结 

 

本章考察了四位战略家的⼀些精选出来的深刻⻅解，其目的在于表明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思路

，以及强调他们始终如⼀地关注于目标。此外，还讨论了这些深刻⻅解对于现代非暴力冲突的适

用性。在任何情况下，战略家都不能只⻅树木，不⻅森林。 

 

第二部分  消除压迫政权的权力来源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11—12页和第 744—755 页。页数：14。 

1、非暴力行动的政治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11—12页 
 
法国作家艾蒂安·德·拉博埃蒂 (Étienne de La Boétie )，在谈到暴君的权力时这样说： 

 

 
22 “Sir Basil Liddell Hart” Infoplease Online Encyclopedia 30 Nov. 2003 

(http://www.infoplease.com/ce6/people/A0829707.html ). 
23 Basil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6), 335. 



他如此践踏你们，但他和你们一样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身体，并不比你们城市无数芸芸

众生中最卑微的那个人多长着什么。要不是你们给了他摧毁你们的优势，他就没有力量。24 
 
 

19 世纪初期，-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法国哲学家) 也提出，当时流行的理论将统治者的

权力视为永恒不变，那种观念是错误的。与之相反，孔德虽然承认政治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

，但坚持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处于变动之中，取决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他权力。
25离今天更近的其他一些作者表达阐释过同样的观点。26 

 

政治权力的来源 

 
如果政治权力不是掌权者本身固有的，那么，它就必然有外部的来源。下面我们列出了权力的来

源，事实上，政治权力似乎就来自所有这些或其中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1、权威 
 
统治者在国民中的权威大小、覆盖范围，是影响统治者权力的关键因素。权威可以定义为“有命令

和指导的权利，让别人听从或服从”27，因此，权威是让人们在不用施加制裁的情况下自愿接受。

拥有权威的人，不必处于实际的更高地位。只要人们认同并接受他，这就足够了。虽然不等同于

权力，但显然，权威是权力的主要来源。 
 
2、人力资源 

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有多少人服从他、与他合作，或给他提供特殊帮助，这些

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以及这些人的组织范围和形式。 
 
3、技能和知识 

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追随者的技能、知识和能力的影响，以及这种技能、知识和能力，与统治

者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24语出艾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 “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in Oeuvres Completes 

d’Etienne de la Boetie (Paris: J. Rouam & Cie., 1892), p. 12. 也可见于拉博埃蒂（Boetie）, AntiDictator: The 

“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of Etienne de La Boetie, 哈利•库茨（Harry Kurz）翻译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11-12.这里引用的是梅德林•艾美里克的译文，与库茨译文略有不同。 

25 孔德将“每一种社会权力”视为“由一致同意所构成，是在共同行动中，不同个体决心达成一致的意

愿。随之，这种权力就产生第一个机构，然后是监管。因此，权威来自于同意，而不是同意来自权威……所

以，如果不是社会中有非常普遍的权力让渡，任何重大的权力都不会产生……” 孔德相信，社会对统治者的

赋权程度，将决定掌权者的相对强弱。（Comte,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 pp. 222-223. ） 

26 两位当代美国作家的观点与孔德类似。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写道：“权力是一种

人际关系，掌权者的权力是被赋予的。权力的存续，依赖于持续的赋权……当失去支持，权力就会瓦

解。”“权力关系是……给予和获得的关系，在持续的往复互动中，形成一种默契。”（“The power relationship 

is...giving-and-taking. It is a cue-giving and cue-taking in a continuing spiral of interaction.”）（Harold 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48], p. 10 ） 

27 Jacques Maritain, Man and State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and London: Hollis and 
Carter, 1954), U. S. ed., p. 126; British ed., pp. 114-115.  



4、无形的因素 

心理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例如，服从、顺服的习惯和态度，是否有一种共同的信念、意识

形态或使命感，都会影响到统治者对人民的权力。  
 
 
5、物质资源 

统治者对财产、自然资源、金融资源、经济体系、通讯和交通方式的控制程度，决定了其权力的

边界。  
 
 
6、制裁 

统治者权力的最后一个来源，是在对付国民以及与其他统治者冲突时，-

他可以采取的制裁手段的类型和范围。  
 
正如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所述，惩罚是“强制服从”，28 被统治者用来对付国民，以补充对

其权威的自愿接受，增加对其命令的服从程度。制裁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不是。制裁的意图可

能是惩罚，或者是为了威慑。有时，公民也可以运用制裁的方式来反对政府，或相互斗争（这将

在下文讨论）。还有些制裁被政府用来对付其他政府，可能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断交、经济封锁

、军事入侵和轰炸。国内的暴力制裁，例如监禁或处决，通常是为了对不服从命令进行惩罚，而

不是为了达成最初命令时的目标，除非这种制裁可以杜绝其他人今后的不服从。有时其他形式的

暴力制裁，和大多数的非暴力制裁，是为了实现最初的目标，在常规战争、罢工、政治不合作和

抵制中经常是这样。制裁通常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 

 
 
关于权力的来源，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程度问题，就是说，部分或所有的这些权力来源，能在多大

程度上被统治者掌控。只有极少数情况，如果有的话，统治者可以完全掌控或完全没有这些权力

来源。但是，对权力来源的掌控，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带来统治者权力的增加或减少。孟德斯鸠

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指出，“统治者的权力，每天都多多少少需要新鲜的活力……” 29 就

权力资源可以被无限掌控而言，统治者的权力是无限的。不过，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能够获取的

权力资源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也是有限的。30  

 

 
28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Fifth ed., rev. and ed. by Robert 
Campbell: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911[1861], vol. I, p. 89.  

29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by Thomas Nugent: 

Introduction by Franz Neumann: New York, Haffner, 1949), vol. I, p. 313.  

30 亚瑟·利文斯顿(Authur Livingston) 强调了拥有权力来源与成为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当一个人

或一群人能够控制社会力量时，这个人或这群人就是统治者。在给定的时刻、给定的社会，这些社会力量

对于拥有和保持权力至关重要。”利文斯顿将社会力量定义为“任何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类活动或特权

（perquisite）……金钱、土地、军力（military prowess）、宗教、教育、人工、科学……任何东西。” (Authur 

Livingston, Introduction to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Trans. by Hannah D. Kahn; ed. and rev.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uthur Livingston;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l, 1939), p. xix. 



2、收回政治权力的来源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英文原文第 744—755 页。 

 
第一章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通过不合作方式将其收回做了理论分析，现在我们将那部分理论分析

与对非暴力斗争的动力机制分析结合起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回顾已经讨论过的政治权力的来

源，并研究每一个这种来源是如何被非暴力行动所限制或切断的。说明限制或切断特定权力来源

的一些例子，来自非暴力强制的案例，而其他的例子，只是显示了非暴力斗争影响特定权力来源

的潜力。本节的讨论将显示出前面的权力分析的实际意义，也将有助于解释非暴力强制是怎样成

为可能的。恰恰是政治权力所必需的来源与非暴力行动打击对手力量和地位的方式这两者的显著

趋同，使这种技术有可能成效显著并具有比暴力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正如第一章的分析所示，政治权力产生于以下所有或几个权力来源的相互作用，每个来源都来自

于国民的合作、支持和服从：权威、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无形因素、物质资源和制裁。如前

所述，这些资源对统治者的可利用程度之演变，将决定统治者政治权力的程度。我们先前对非暴

力行动方法的列举以及对这一技术的动力机制的分析表明，非暴力行动的广泛而符合其性质的运

用，对这些权力来源具有潜在的强大伤害力。 
 
 
 
 
 
正是非暴力技术切断这些权力来源的能力，使其具有了强制的力量。限制或切断这些权力来源的

准确方式，以及切断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技术既可以限制和切断对手的这些权力来源，也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显示这些来源的丧失。当运用这种技术的人，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封锁或撤除了

对手所必需的权力来源时，这种技术就具有了强制性。“通过不参与而实施强制”31，非暴力行动使

之成为可能。这种潜力具有最重大的政治意义，需要仔细讨论，甚至不惜重复前面的观点，以说

明这些权力来源中的每一个是可以怎样被切断的。 
 
1.权威 
 
非暴力行动以三种方式影响对手的权威：（1）它可以彰显对手已经失去了多少权威，而展示重大

的权威损失，本身就会削弱他的权力；（2）非暴力行动可以有助于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威；（3）

否定了他的权威的人，可能会把他们的忠诚转移到一个以平行政府形式出现的竞争者身上，这进

而又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威，并造成或加剧其他严重问题。对于对手的权力，这些后果中的任

何一个都可能是严重的。 
 
 
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它导致了权威的丧失——之后，财政部长弗拉基米尔-科科夫斯

特夫（Vladimir Kokovstev）向沙皇发出警告，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恢复公众的信心，大臣委员

会主席维特伯爵（Count Witte）也表示担心，如果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不公开与当天的事件

撇清关系，“统治者的光环将被摧毁”。32 他们的警告证明是正确的。卡特科夫（Katkov）还指出

，俄罗斯自由派多年来开展的谴责和揭露专制制度的运动，即破坏其权威的运动，为 1917 年 2 月 

 
31 This is Hiller’s phrase. See Hiller, The Strike, p. 125. 
32 Harcave, First Blood, p. 121. 



“民众起义和导致君主制不流血崩溃的彼得堡卫戍部队叛变”的成功铺平了道路。33  
 
勃兰特（Brant）在对东德起义的描述中指出： 
  

对苏联占领区的人民来说，这种情况（宣布紧急状态的是红军，而不是东德政权）证实了

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在掌权七年之后，红色共和国的人（Red republicans）仍然依赖

于其保护者借给他们的权力。但是，持久的统治与其说依靠于权力，不如说依靠于权威；

权力需要持续不断的服从，而服从则可能很快变成叛变。权威需要并被给予了尊重，在动

荡不安时期，这种权威通过自愿服从而被确认。
34
  

 
 
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体制或政权的权威丧失，可能会导致人们承认一个敌对的新生政权的权威

，从而将忠诚和服从从旧政府转移到新政府。(有时，忠诚也可能不是转移到一个敌对的政权，而

是转移到一个更抽象的权威，如宗教或道德体系，或是一种原则或意识形态）。 
 
只有在明显的革命形势中采取不寻常的非暴力行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个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要想成功，新政府必须拥有广泛和深入的支持，而旧政权必须在绝大多数民众中

失去权威。不过，当一个平行政府迅猛发展时，对手剩余的权威和权力，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这样一个平行政府，显然面临着许多困难的问题，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迄

今为止，对于导致这种特殊方法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或者在成功时替代可能发生的方式，几乎没

有做过什么分析工作。 
 
 
2.人力资源 
 
非暴力行动也可以切断对手的政治权力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一般来说，在“正常时期”（normal 

times），统治者认为他们会得到国民的普遍服从与合作，国民会服从并做所有需要做的事情，以

维持其作为统治者的地位，并使体制得以运转。然而，非暴力行动的广泛实践，可能会打破这种

自以为是。下属组织成员和普通民众的不合作、不服从以及抗命在数量上的倍增，不仅可能造成

严重的执法问题，而且会影响统治者的权力地位。非暴力行动不仅可能导致直接受不满情绪影响

的下属拒绝认同的情况增加，而且还可能导致对手的惯常支持者（假设两者之间有区别的话）相

应地撤销认同。 
 
这种人力资源的撤出在以下情况下最为有效：（1）在对方的国内冲突中，对方国家民众的不合作

，拒绝给予对方所需的唯一的人力援助来源；2）在冲突中，如在外国占领下，对手通常的支持者

（本国人口）和不满的群体（被占领国的人民），这两个人群都拒绝支持他。然而，即使这两个

人群都卷入其中，而其中只有一个群体（如被占领的国家）拒绝提供人力援助，在存在某些其他

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合作仍然可以被证明是有效的。 
 
 
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看，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损失，都可能会给对手带来灾难性的局面

。伴随着不合作和反抗的增长，对权力的要求也相应增加，而同时，这些人力资源和其他权力来

 
33 Katkov, Russia 1917, p. 423. 
34 Brant, The East German Rising, p. 155. 



源，则可能被缩减。然后，对手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政权可能变得软弱无力。如果这种情况

发生在政治领域，那么非暴力行动在政治领域造成的结果，相当于有效罢工在产业领域所带来的

成果。不参与可能会使对手的政治体系瘫痪。甘地清楚地预见到了这种潜能： 
 

我相信，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人民的合作，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任何

政府都不可能存在片刻，如果人们突然在每一个具体事务上撤回他们的合作，政府就会陷

入停滞状态。35 
 
 
在俄国 1905 年革命的主要时期，人民的抗命如此强大，使局势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警察也无

力干预。36  
 
面对 1930 年 4月白沙瓦（Peshawar）的大规模非暴力反抗和前面提到的 Garwali 兵变，英国人暂

时放弃了控制该城市的企图，撤出了军队，放弃该城市近 10 天，直到增援部队到来。37  
 
 
德夫林委员会（Devlin Commission）1959 年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报告显示，1958 年尼亚萨兰（

Nyasaland ，现称马拉维，Malawi）紧急状态的真正原因，是担心非洲人普遍的不合作和不服从会

导致政府的崩溃——而不是当时被广泛宣传的“谋杀阴谋”。到 3 月初，局势发展到了“政府要么采

取行动，要么下台”的程度。38  

委员会宣布：“我们认为，镇压国会的决定，更多的是由于相信它的持续活动使政府无法运作，而

不是觉得它是或可能是一个恐怖组织。”39  
 
 
3. 技能和知识 
 
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拥有不同的技能和知识，一个特定的政权或系统更需要其中的某些而不是

另一些技能和知识。因此，如果关键人员、技术人员、官员、行政人员等等，撤回对敌方的支援

（或减少支援），就可能会对敌方的权力产生一个与实际不合作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冲击。 
 
 
当敌方针对其面临的形势来制定和执行因应的政策时，关键人员拒绝援助，就会使其发生困难。

这可能导致其采用那些被证明是政治错误的政策，或无法实施所选择的政策，或在实施时遇到困

难。 
 
例如，在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对当时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实施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期间，官员和

行政长官以及普通公民的反对，似乎对阻止其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550 年，曾企图实施最严

 
35 甘地，《非暴力抵抗》，第 157 页；印度版，《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第 157 页。有时，

非暴力行动的特定战术和方法，被用来最有效地利用人群数量，以造成政府的崩溃，例如 1930 年在印度对

政府盐库的大规模非暴力袭击。“通过用集体行动代替个人违法行为，这种盐业运动的扩大，直接挑战了政

府维持公共秩序的能力"。Gopal, The Viceroyalty of Lord Irwin, p. 70.  

36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 66 and Charques, The Twilight of Imperial Russia, p. 
119, p. 125 and p. 132. See also, Katkov, Russia 1917, p. 262. 
37 Gopal, The Viceroyalty of Lord Irwin, p. 69. 
38 Report of the Nyasaland Commission of Inquiry, p. 74. 
39 Ibid., p. 88. 



厉的措施，即“血腥敕令”（edict of blood），对所有罪行判处死刑。然而，事实证明，不可能大规

模地执行这项法令。彼得-盖尔（Pieter Geyl）报告说，官员和地方行政长官都反对这项法令，并

拒绝给予合作。“在那些设计这个体制的人看来，在荷兰实行的宗教迫害一无是处，适得其反。”40  
 
 
甘地一直认为，如果在英国统治下担任官职的印度人辞职，其结果很可能是不需要民众的大规模

不合作，就能结束外国统治。他说，对英国来说，另一种选择是一个纯粹的专制军事独裁，而他

认为，对这个英国想也不敢想。41 在印度人的斗争中，经常有人恳求官员辞职。42 上文已经谈到

，公务人员的不合作和专家拒绝加入新内阁，对击败卡普政变（Kapp Putsch）起了关键作用。

1923 年，在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期间，德国政府禁止所有中央、省和地方当局及公务人员服

从占领官员的命令，这使该政府认识到公务人员在官方反占领的消极抵抗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43 
 
 
毫无疑问，在某些政治和社会情况下，行政人员和官员——官僚机构——转变其忠诚的机会比其

他情况要大，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可能会证明是决定性的。对手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因其政权

内部的冲突而被削弱，包括高层和低层。这些冲突可能与非暴力行动无关，也可能因非暴力行动

而加剧，甚至可能因非暴力行动而产生——比如在是否做出让步和应采取何种镇压措施等问题上

。虽然政权给外界的印象是铁板一块，但实际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不管有没有重大的非暴力运动

。 
 
例如，理论上无所不能的俄国沙皇，在 1904 年既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顾问，也不能阻止

他们的阴谋和争端。44 另一个例子，是 1924-27 年苏联共产党和政权内部的分裂。45 对苏联被占

领地区的政策和管理，纳粹政权内部也发生了各种分裂。46 赫鲁晓夫承认，俄国领导层内部对如

何应对匈牙利革命曾发生过争论，这证实了，在应对来自政权之外的重大挑战中，这种冲突可能

存在。仅仅这种在各种条件下都出现的内部冲突的存在就可能凸显了非暴力行动的影响。 
 
 
对非暴力行动的动力机制的分析表明，由于各种原因，在面对重大的非暴力行动时，这种内部冲

突更有可能发生，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证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手政权的这

种内部冲突，将对其政权可以在什么程度上获得应对挑战的技能、知识、洞察力、能力的最大潜

力，产生有害影响。 
 
4.无形因素 
 
服从的习惯、政治信仰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可能受到广泛发展的非暴力行动的重大威胁。这种非

暴力运动包括打破无条件服从的习惯，并推进对服从或不服从的自觉选择。这种推进会趋向于使

对手的政治权力更加依赖于国民的主动和自觉的支持。 

 
40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5-1609), pp. 55-56. 
41 Gandhi,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121; Ind. Ed.: Satyagraha, p. 121. See also Bose, Selections from Gandhi, 
p. 199. 
42 Gopal, The Viceroyalty..., p. 80. 
43 Sternstein, “The Ruhrkempf of 1923,” p. 114. See also p. 111, p. 115, p. 117, p. 123 and pp. 132-133. 
44 Seton-Watson,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Russia, p. 214. 
45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p. 286-308.  
46 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 passim. 



 
非暴力行动也可能与观念和政治信仰的变化相关联。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是大多数），非暴力

行动反映了一些观念在国民中的传播，这些观念挑战了官方视为神圣的教条。然而，在大多数情

况下，非暴力行动者关心的，可能只是特定的苦痛、诉求，或广泛的单一政治原则或目标，或两

者都关心。即使是这种情况，也可以有助于进一步削弱对官方教条毋庸置疑的信奉。在这种抗争

中，各种事件可以反驳官方的教条。例如，对独裁政权的有效非暴力挑战，可以驳斥暴力无所不

能的观点。或者，当普通民众或工人上街示威反对独裁政权、举行罢工或开展政治不合作时，独

裁政权反映“人民”意志或它是一个“工人国家”的教条，就可能会受到质疑。 或者，一个认为独裁

政权是仁慈和人道的信条，可能会因为该政权镇压提出合理诉求的非暴力民众而被粉碎。国民成

员，特别是居支配地位群体（政府、政党等）的成员能够并愿意重新审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程

度，会有所不同。有时，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坚定拥护可以确保镇压的迅速和严厉，尽管这可能只

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在其他冲突中，行动者可能被视为试图贯彻官方信条奠基于其上的“真正”原

则，而现政权则被认为是在违反和歪曲这些原则而支持卑劣的政策。 
 
这里的讨论只是说明了非暴力行动可以改变各种无形因素的方式，而这些无形因素本来有助于确

保国民的服从，并有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力。 
 
 
5.物质资源 
 
非暴力行动还可以影响对手可以获得并使用物质资源的程度。这些资源包括对经济体系、交通、

通讯手段、财政资源、原材料等的控制。非暴力行动给对手施加经济惩罚的能力应该已经显而易

见了，因为之前章节所述的这种技术的 198 种方法，其中 61 种就是直接经济性的抵制、罢工或干

预。此外，其他某些方法也可以产生间接的经济效应，例如，来自政治上的干扰，或通过增加执

法成本，或通过让对手失去人们的好感或公信，使得第三方停止贷款、投资、贸易等等。因此，

在经济决定论者中流行的一种观点——非暴力行动必然一无所成，无关痛痒，因为财政和物质因

素决定着政治的走向——产生于他们对这种技术存在着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美洲殖民者强烈不满的“汤森关税”（Townshend duties）曾经被强制实施，通过在北美增加税收来

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殖民者的不合作运动，不仅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还给母国带来

了更多的经济损失。一位记者（可能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 1769 年 1月 17 日的伦敦《公共广

告人》（London Public Advertiser）上指出，在殖民地最多只产生了 3500 英镑的收入，而由于美洲

的不进口和不消费运动，英国的商业损失估计为 725 万英镑。他还指出，如果继续执行这一政策

，就有可能发生战争，这将使英国人至少花费 10年时间，至少消耗 1 亿英镑，而且还将造成生命

的损失，留下仇恨的遗产。吉普森（Gipson）提到，在当时的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大多数人

都被说服了，面对殖民地的反对，试图征收这种关税，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在政治上也是不明

智的。”47  
 
1769 年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如下例证数不胜数：非暴力行动给对手造成如此巨大的物质损失，以

致于他们的经济，因而他们的权力地位都陷于危险之中。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叙述的许多例子就是

这种类型的，特别是普遍罢工、总罢工和经济停摆（economic shutdowns）的例子。 
 
不过，在这里再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影响对手的经济资源的：印度人反对英国

 
47 Gipson, The Coming of Revolution, 1763-1775, p. 193. 



统治的非暴力抗争。这些经济损失主要归因于三个方面：直接拒绝交税，增加行政和执法的开支

，以及有计划的经济抵制。 
 
在印度人 1930-31 年抗争期间，拒绝交税以及抵制那些为政府提供税收的货物，加上用于对付公

民不服从运动的开支的增加，这些造成英国执政当局的省级政府出现赤字。在不同时期，旁遮普

（Punjab）省政府面临 1000 万卢比的赤字，孟买（Bombay）政府面临 1025 万卢比的赤字，中央

诸省（Central provinces）500 万卢比，马德拉斯（Madras）870 万卢比，孟加拉（Bengal）948.2

万卢比，比哈尔（Bihar）420 万卢比。48 甘地在《青年印度》上评论说：“当我们阻止营养从受害

者输送到寄生虫时，后者自然会衰竭而死，而前者则会复苏。”49 显然，拒绝交税是该运动的一个

重要方面。50 
 

Year 年份 Total Expo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British  India in Millions of  Pounds  
联合王国向英属印度的全部出口，单位：百万磅 

1924 90.6 

1925 86 

1926 81.8 

1927 85 

1928 83.9 

1929 78.2 

1930  (抵制年
boycott year)  

52.9 51 

 
有人说，英国人离开印度与甘地的非暴力毫不相干，而真正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他们错误地假设

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但是，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贸易和利润的直接减少

。 
 
调查历年来向印度的出口，对我们具有启发性。 
 
 
1929 年至 1930 年期间，一些特定的商品，从英国的进口减少了 18%至 45%不等。52 印度事务大

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在 1930年底告诉下议院，世界贸易的普遍萧条导致对印度的出口

下降了 25%，而他相信，还有 18%的下降是由于印度国大党（the Congress）的抵制。53 尽管 18%

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实际上抵制可能更有成效。那一年，印度从英国进口棉布的下降，

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外国进口棉布的总和。54 在 1930年 10 月至 1931 年 4 月之间，即抵制达到高峰

的时候，英国布的进口下降了 84%。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工厂主和工人向印度事务大臣请愿

 
48 Sharp, Gandhi Wields..., p. 179, p. 189, p. 190, p. 200, p. 204, and p. 219, respectively. 
49 Ibid., p. 179. 
50 Ibid., p. 106, pp. 126-128, p. 134, p. 160, p. 175, pp. 182-183, p. 190, pp. 192-193, p. 196, p. 205, and p. 
211, and Gopal, The Viceroyalty..., pp. 79-80 and pp. 86-87. 
51 Shridharani, War without violence, p. 24; Br. ed.: p. 43. 
52 Gopal, The Viceroyalty..., p. 97, based on telegrams of the Vicero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53 Cited by Kumarappa in “Young India”, and quoted in Sharp, Gandhi Wields..., p. 186. 
54 Shridharani, War without violence, p. 25; Br. ed.: p. 44; Shridharani reports that  these fugures are based 
upon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74th number, and Trade and Navig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要求“对印度做点什么”。55  
 
 
这些只是说明性的案例，而且是相当温和的。大规模的罢工和经济停摆给对手可使用的经济资源

和他能够运用政治权力的程度所造成的影响要严重得多，正如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 1905 年十月

大罢工或 1944 年的经济停摆所显示的那样。国际消费者的抵制和禁运也可以影响抗争的结果。 
 
 
6. 制裁  

甚至对手实施制裁的能力，有时也会受到非暴力行动的影响。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害怕统治者

的制裁，是服从的原因之一。我们还注意到，以制裁相威胁或使用制裁不一定会造成服从，而且

，大规模的抗命可以使其无效。 
 
 
此外，作为统治者权力来源的制裁，也可以被那些帮助提供制裁的人们所采取的非暴力行动所减

少或消除。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警察和军队执行镇压命令的效率低下，或者完全不服从命令。

有时，其他人的行动也可以切断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如外国供应商停止发货，或国内兵工厂和运

输业发生罢工。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控制手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镇压人员（警察和军队）愿意执行命令的程度也可以影响对手实施制裁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镇压人员可能太少，因为他们并非志愿服役，或者因为征兵制的入伍者拒绝执行任务。在其

他情况下，现有的警察或军队拒绝有效执行命令，或完全拒绝服从命令——也就是兵变。兵变发

生在战时，面对暴力革命时，以及在暴力和非暴力抗争交织的情况下。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面对非暴力抵抗时，兵变的可能性更大。这样，

军队或警察就不会面对源自“反叛者”的受伤或死亡，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服从命令，去严厉镇压非

暴力群众。不过，对服从命令的松懈和最后的公开叛变，只会出现在特殊情况下。对施加给非暴

力群体的痛苦，警察和军队的敏感度或冷漠度会发生变化。不过，镇压者的可靠性降低，这种可

能性还是存在的；这可以说是非暴力冲突中的一个趋势。甘地非常相信，伤害和杀害非暴力行动

者的士兵会经历一种创伤后体验，而这个体验到时候会让他们悔悟：“……一支胆敢从无辜男女的

尸体上跨过去的军队，将无法重复那种经历。”56  
 
 
转化对手阵营的努力可能会在警察和军队中引发对服从镇压命令的消极懈怠和公开叛变，而这可

能造成对对手领导层的非暴力强制。在其他情况下，兵变可能在不自觉的转化努力下发生。在任

何情况下，镇压人员的不服从，都会削弱对手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有决定意义的。1905

年和 1917 年 2月的革命期间，俄国军队的广泛兵变，上文已经介绍过了。57 在 1917 年 2 月的革

命中，兵变对瓦解沙皇政权起到了主要作用。 
 
纳粹党人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们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他们的权力将被大大削弱；戈培尔（

Goebbels）透露，1938 年 2 月初，纳粹党人最害怕的，不是政变，而是所有高级军官的集体辞职

 
55 Shridharani, War without violence, p. 25; Br. ed.: p. 44. 
56 Gandhi,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361; Ind. Ed.: Satyagraha, p. 361. 
57 See also Katkov, Russia 1917, p. 262, p, 274, pp. 276-282, and pp. 340-341. 



58 —— 一种不合作的形式。 
 
在 1953 年 6 月以非暴力为主的东德起义中，警察有时完全撤出或自愿放弃武器。在东德的武装部

队中，也有一些兵变和放下武器的案例。甚至有证据表明，俄国士兵也有同情表现，不愿意向平

民开枪。而服从命令的俄国人，其绝大多数显然出现了士气的低落。59 据报道，约有一千名苏联

军官和其他官兵拒绝向示威者开火，有 52 名党员和士兵因不服从命令而被枪决。60 
  
军队和警察中大规模有意为之的低效率，很可能会削弱政权的力量。当官员们意识到服从是不确

定的，特别是在已经发生过小规模兵变的情况下，他们在下令采取严厉镇压行动之前就可能犹豫

不决，因为那也许会激起兵变。这种犹豫也限制了作为一种权力来源的制裁。一场重大的兵变必

然会彻底地改变权力关系，对手也就没有能力抵挡非暴力行动者的要求。事实上，对手的政权可

能因此而瓦解。 

 

第三部分 关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开展非暴力抗争》，英文原文第 423—430 页。页数：8。 

 

1、 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抗争成功之后？ 

 

有时候，对于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以后的结果，人们会听到各种极其不同的说法。某些充满敌意

的批评家会轻率地说，这会造成混乱，而不是迎来更自由或更公正的社会。其他批评者说，在先

前的秩序崩溃以后，它最终会产生新的独裁政权。然而，如果开展了纪律严明的非暴力抗争，尤

其是如果它至少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那么，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 
 

纪律严明的非暴力抵抗不是混乱或无序的。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有自律、团队纪律和秩序的。事

实上，非暴力行动中的纪律越严明，斗争就可能越有效，也就越不会出现后来的无序和混乱。 
 

的确，有些非暴力抗争的案例是以建立新的独裁政权而告终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出于

几种潜在的动机，专制或独裁集团有时可能会试图利用不稳定的过渡期，攫取国家的控制权。明

智的非暴力抗争战略家和领导者应该预料到这种危险，制定并公布大规模不合作的计划，以阻止

和挫败这种企图篡权的阴谋。 
 

就非暴力抗争的长期结果而言，混乱和独裁都不是主流。如果至少适度合理地运用了非暴力抗争

 
58 Gorlitz,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p. 319. See also, p. 341. 
59 Stefan Brant, The East German Rising, p. 86, p. 106, pp. 149-153. On the behavior of East German police 
and troops, and the Russian troops during the rising, see also Ebert, “Nonviolent Resistance against Communist 
Regimes?” pp. 187-190. 
60 Das Parlament (Bonn), 15 June 1955. Cited in Eber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MS p. 
254. 



方法，它不仅会对非暴力抗争群体本身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也会对冲突中对立阵营之间以及

更广泛系统内的权力分配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对非暴力抗争群体的影响 

 

非暴力行动方法会在参与者当中产生变化。随着斗争的进行，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可能会增长。

因此，权力日益广泛地分散到整个社会中，而不是集中在任何压迫他人的精英手中。 
 

参与非暴力行动既需要不再消极地服从对手的意志，也实际产生了这种效果。这种参与也有助于

纠正被统治者中经常存在的问题：缺乏自信、消极的自我形象、无助感和自卑感、不喜欢承担责

任、或渴望受到统治。在成功的非暴力抗争过程中，这些感受往往会被相反的感受所取代。 
 

与非暴力抗争让对手产生的变化相比，甚至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学会了使用这种方法的旧日臣

民的力量。这种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和其他怀有同样冤屈的人们携手开展行动，并且能够产

生重大的影响，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参与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们，以往的弱者可以变得强大起来。 
 

采用非暴力行动的经验也表明，参与本身往往会让抵抗者们变得更加勇敢。起初，非暴力抵抗者

可能需要自觉地克制他们的恐惧和愤怒。后来，恐惧可能会消退。了解到他们可以在面对镇压时

保持镇定以后，他们往往就会从恐惧中解放出来。随着恐惧感的减少或消失，非暴力抵抗者能够

减少甚至可能消除对手力量的 1 个主要来源：对惩罚的恐惧。这不仅会削弱对手当前的力量，而

且会增强受虐群体的能力，促使他们在将来长期不受任何对手的压迫。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来不相信道德上的非暴力，他报告说，参与不合作让印度群众获得了“巨

大的解脱感……扔掉了很大的负担，产生了崭新的自由感。曾经压垮他们的恐惧悄悄退到了幕后，

他们挺直腰杆，抬起了头颅。”61在世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斗争中，人们也报告了类似的情景。 
 

等级制度之所以存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国民们将自己视为下级并因而服从。因此，挑战和结束

等级制度的两个步骤是：首先，让从属群体的成员将自己视为完整的个人，不比任何人差；其次，

提高自我认识以后，让他们据此采取各种行动。这样，以前的从属群体的成员就了解到他们有能

力进行抵抗，并有能力发挥重大力量来纠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抗争很艰难，非暴力抵抗者可能会对这种经历感到心满意足。各种各样的冲突中都对此有所

报道，包括 1941 年 2 月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因为同情犹太人而举行的罢工： 

对于那些参与罢工的人来说，罢工让他们感到欣慰，因为它表明他们在积极否定德国政权的合法
性……在这次罢工中，劳动人民通过反抗占领国发现了自己的身份。62 

参与可能孕育出新的精神、自我价值感和对未来的希望。 
 

如果抵抗者们和整个受虐群体具备高度的内部团结，非暴力行动的效果就会增加。由于年龄、性

别、身体状况、信仰或厌恶感，暴力通常会将某些人排除在参与队伍之外。然而，非暴力行动似

乎有助于加强内部团结，并吸引更广泛和更多的不同群体参与其中。正如 E.T.希勒报告的那样，

 
61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An Autobiography (New edition: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53), p. 69. 
2 62 Werner Warmbrunn, 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11.

 



在劳工运动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增长势头。冲突“让整个群体团结起来”。“在遭到攻击之时，罢工

者察觉到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63 
 

撤销与对手以及其制度的合作未必会导致混乱和无序。相反，这种撤销行为往往会在整个受虐群

体中（特别是在抵抗者中）产生更多的合作。反对对手的运动需要受虐群体内部的组织、合作和

相互支持，以满足社会需求和维护社会秩序。在抵制某些机构时，需要加强其他机构的力量或建

立新机构。例如，经济抵制需要使用其他来源来满足经济需求。大规模的政治不合作需要建立替

代性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平行政府。在匈牙利 19 世纪中期抵抗奥地利统

治的抗争中，这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果运用非暴力行动并至少取得了适度的效果，这种方法就往往会推广开来。这些人以后可能会

在其他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而其他人也会效法这种做法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暴力也可能也

会蔓延开来，但其后果却大不相同。在俄国 1905 年革命期间，各地的人们都争相效法，采用了罢

工和其他斗争方法。1905 年最初的罢工所取得的小小成功导致了工会组织扩大和更多的罢工。同

样，有限的政治成功有时会促使非暴力抵抗者为实现更大的目标而继续努力。64 
 

虽然非暴力抗争对于对手所造成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从长期来看，它对于非暴力抵抗者自身所造

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而且可能更加重要。如果人们具备强大的力量，学会了有效的抵抗方法，

那么任何其他人在最初就很难或不可能压迫他们。这样增强受虐群体的力量以后，它最终将长久

地改变权力关系。 
 

分散的权力和非暴力方法 

 

自由的社会需要强大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能够独立行动，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权利行使其权力，以

便约束现有政府或国内或国外篡权者建立的政权。如果这些团体和机构很弱小，就需要增强它们

的力量。如果它们不存在，就需要建立它们，以便约束那些不希望受到约束的统治者。 
 

在这里，有关社会组织和政治技巧的问题就彼此相遇了。社会中权力的相对集中或分散，与维持

或改变社会制度所依赖的斗争技巧（政治暴力或非暴力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

选择政治暴力还是非暴力抗争方法作为社会的最终制裁手段，可能有助于决定该社会的民众在未

来约束任何统治者或潜在统治者的能力。 
 

人们普遍认为，暴力革命和战争与国家绝对权力增加和权力相对日益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趋势是相

伴而生的。军事武器和交通方面的技术变革，以及在打击目标和制造伤亡时不再区分平民和军队，

加剧了这种趋势。正如第二章所述，如果掌握战争机构的自选自任的小集团拥有集中控制权，它

以后可以转而反对以前的政府和民众，以攫取和维持政治控制能力。由于政治暴力常常导致社会

的独立机构受到破坏，与使用非暴力抗争方法并仍然拥有强大而独立的机构的社会相比，在采取

重大暴力方法的社会中，其民众可能不太能够抵抗内部或外部的压迫者。 
 

因此，非暴力抗争对于社会内部权力分配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似乎不同于暴力斗争。非暴力方法不

 
3 63 E.T. Hiller, The Strik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 pp. 30 and 90.

 

64
请参阅 Sidney Harcave, First Bloo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pp. 77, 79-81, 134, 143-144, 154, 171, 176-177, and 215.

 



具备政治暴力的权力集中化效应。相反，如果主要运用有组织的非暴力抗争方法，这似乎让民众

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因为这种类型的抗争有助于让整个社会的实际权力更加分散。人们

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如何抵抗已经确定的对手。因此，人们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从而削弱独裁并加强民主。 
 

广泛使用非暴力行动来代替政治暴力，往往会导致权力被分散到民众中。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们会

培养出自身的领导能力，提高他们运用有效斗争手段的能力，从而变得更加自立自强。而且，在

结束抗争以后，政府权力可能会更加有限，民众可能会培养出非暴力抗争的储备能力，以应对未

来的危险。 
 

非暴力抗争中所需要的领导者往往较为民主，不依靠暴力来维持团体的凝聚力，并取决于其道德

权威的认可度、政治和战略判断力以及大众是否支持他们。此外，尽管非暴力抗争的领导者有时

非常重要，但这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是暂时的。这涉及到两个原因：领导者经常被逮捕或

被杀害，因此，抵抗本身需要参与者更加自立自强。在遭受严厉镇压的极端情况下，考虑到效率，

抵抗者需要能够在开展行动时不依赖于中央领导团队。与暴力冲突相比，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到

非暴力抗争中产生并受到认可的领导者类型。成功的非暴力抗争的领导者比成功的暴力斗争的领

导者更不可能成为暴君，因为非暴力方法往往会让民众更加自立自强，并增强公民社会的力量。 
 

暴力斗争的领导者可以确立集中控制权，原因有二。首先，对于战斗人员和民众来说，这些领导

者能够管理和分配相应的军事武器和弹药供应。其次，他们能够指挥暴力行动，甚至对民众采取

暴力。相反，非暴力抗争的领导者却不能这样做，因为非暴力行动的武器不是实物武器。 
 

在成功开展暴力斗争之后，国家的镇压能力可能会比斗争之前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在进行非暴

力抗争时，这是不可能的，大众的抗争能力可能已经增强了。社会中的独立机构也可能通过参与

抵抗运动而增强了其力量。因此，它们更有能力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和危机中有效发挥力量。 
 

非暴力抗争可以帮助公民获得自由，变得有组织、纪律严明、勇敢无畏，有能力建立民主制度并

在必要时捍卫民主制度。这些人更有可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未来开展有效的行动。 
 

如果民众知道自己具备发挥独立抗争能力的成功经验，统治者可能会更加关心他们的福祉，因为

民众有能力进行反抗，以保护和捍卫他们所要求的权利。 
 

然而，不应不切实际地指望，针对特定目标而成功开展的非暴力抗争不仅能实现这些目标，而且

还能解决冲突期间甚至不存在的其他问题。单次的非暴力运动当然不能确保该社会或政治制度在

未来不再使用暴力。相反，要想用非暴力行动取代暴力，这可能需要借助于系列具体的替代性目

标，但前提是，这些替代性目标能够被视为可取和有效的。 
 

如果人们愿意运用成功的非暴力抗争所培养出来的能力，就可以运用这些能力来保护已经实现的

目标，不让它们在未来受到威胁。因此，通过非暴力抗争所取得的成果可能是相对持久的，不需

要使用暴力来保护它们。 
 

当然，这只是趋势而已，而不是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在进行成功的非暴力抗争之后，权力可能会

在民众中变得更加分散，民众对于未来政治局势的控制能力比以前更强了。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民众获得权力的经验可能会被削弱，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是如此，并

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因为人们又恢复了他们以前的观点和服从模式。这些情况是否会发生以及在



多大程度上发生，取决于非暴力抗争的进程，以及后来的选择和事件。然而，借助于有效采取非

暴力行动的经验，民众知道了如何使用非暴力武器，如果他们以后选择这样做的话。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非暴力行动和政治暴力可能有助于孕育出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这种可能

性值得仔细研究。 
 

然而，仅凭这些特征并不能确保，在成功开展非暴力抗争之后，就不会继续存在或实施其他形式

的社会、经济或政治不公正行为。在其他情况下，仅凭这些特点也不能保证在通过非暴力抗争击

败压迫性政府之后，就会孕育出充满活力的、持久的民主政权。 
 

在若干旨在实现重大政治变革的案例中，当非暴力抗争群体即将取得成功时，独裁集团就夺取了

国家的控制权，如 1988 年的缅甸，或者旧政权的权力交接过程，如 1917 年的沙俄帝国。 
 

因此，必须要规划在获胜以后如何实施新的权力关系，如果旨在实现重大政治变革，则需要仔细

规划新的民主框架。有必要加强社会的独立机构的力量。同样重要的是，要加强民众抵制新的压

迫者或独裁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在民众中开展宣传，让他们既能普遍地了解非暴力抗争，也知道

采取哪些具体战略来捍卫刚刚赢得的权力关系和自由。 
 

要想在未来采用非暴力抗争并发挥其效果，这在部分程度上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其性质，深化人们

在危机中采用这种方法的技能，具备更多的战略洞察力，并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知识。在培养

这些能力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四部分 战略计划预备指南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495—510 页；和《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33—508 页。页数：102。 

1、非暴力战略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495—510 页 

非暴力战略战术之若干关键要素 

 

尽管对以往的非暴力抗争，相对来说缺乏战略分析，也缺少对非暴力战略基本原则的系统研究，

但是，仍然有可能列出某些相当明确的一般原则，它们在特定的抗争中以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写道，对于战争，相比于创建战略理论，创建战术理论较为容易。65 而

在非暴力行动中，这两种理论的建构都难乎其难，因此，这里所列出的原则必然是不完全和初步

的。 

 

1. 对付对手权力的间接方式 

 
65 See Jutikkala, A History of Finland, pp. 233-235. 



 

非暴力行动的技术，可以被视为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提出并在本章前面讨论过的军事战略

“间接方式”（the indirect approach）的一种极致发展。 

 

利德尔·哈特认为，直接战略会强化对手的实力，而“间接方式”在军事上更为合理；当行动计划具

有“如此的间接性以至于能够确保对手没有应对的准备”时，有效的结果通常随之而至。因此，利

德尔·哈特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而不是直接攻击对手的坚固阵地；于是，战略的目的就变成了

“减少抵抗的可能性……”。他坚持认为，在实现胜利的条件中，敌人的“错乱”（dislocation）是关键，

而敌人“错乱”之后，必须“乘势利用”不安全处境所造成的机会。因此，“通过瘫痪反对的力量来消

除反对”并让“敌人犯错”，就变得重要了。66 这些一般原则都适用于非暴力行动的运用，来对付使

用军事手段的对手，从而使对手的行动手段总是遭到间接的对抗，而其镇压力量，则以一种政治

柔术（political jiu-jitsu）的方式被反弹回去打向他自己。最后，对手的权力来源在始终没有遭遇以

相同方式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就被削弱或消除了。 

 

2. 心理因素 

 

军事战争中的某些心理因素在“没有暴力的战争”中有同等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照

搬。例如，在某些类型的军事战略中，出其不意被认为至关重要。然而，在非暴力行动中，让敌

人措手不及、攻其不备等诸如此类意在达到出其不意效果的目标，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通过在

抗争中坚持使用一种有别于对手的技术，就很可能达到。有时，非暴力行动中的出其不意，却可

能给非暴力行动者带来损害，因为它增加了军人的焦虑，这可能反过来意味着更严厉的镇压，也

意味着对手内部发生倒戈的机会更少了。 

在非暴力冲突中，行动者的士气很重要，就像在军事冲突中一样。对手的军事力量，并不会给其

带来控制权，也不会让其得逞，让全体民众充分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非暴力行动中，信念，

以及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尚武民族”的品质：“勇气、才能、忍耐和热情的力量”，67 应该都是必不

可少的。 

 

3.地理和物质因素 

 

 
66 See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25, p. 337, pp. 340-41, p. 349, p. 350, and p. 359. 
67 Clausewitz, On War, vol. I, p. 183. 



即使在战争中，对特定地点的占领或控制，也不是因为这些地点本身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作为

“中间环节”、作为“获得更大优势”从而最终获得胜利的“手段”具有重要性。68 虽然在非暴力行

动中这些因素不应被完全忽略，但它们发挥的作用要小很多，因为，抗争技术主要依靠人的意志

和行动，而不是对地理位置的占领。例如，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军队占领了一块地盘，但军队所

听命的政权却无法对当地民众实施有效控制。在非暴力行动中，特定的地点、建筑等等，有时可

能变得重要，尤其是在那些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采用非暴力阻拦、

非暴力突袭和非暴力侵入的方法。然而，即便如此，相对于实现那些使得非暴力行动促变机制得

以起作用的条件，占领特定地点的实体仍然是次要的。还有其他的地理和物质因素，有时，地形、

时间和天气可能很重要，可能需要给志愿者提供“营地”，也需要医院来治疗负伤者。 

 

一个谨慎的非暴力战略家可能会注意选择实施既定反对行动的地点。甘地通常非常重视这一点，

正如他在 1930 年为针对《食盐专营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所制定的计划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制盐

和发起全民抗争的地方，甘地选择了坎贝湾（the Gulf of Cambay）鲜为人知的丹迪海滩（Dandi 

beach） 。这个地点本身并不引人注目，但它是一个能让甘地及其追随者们步行 26 天的地方——

这就是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食盐行军（Salt March）——在此期间，他可以唤起公众的兴趣，将人

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公民不服从计划上。69 还有，1917 年，在比哈尔邦查帕兰（Champaran, 

Bihar）调查农民困境期间，当甘地预料自己将要被逮捕时，就去了贝蒂亚（Bettiah），他更愿意

在该地区赤贫的农民中被捕。70 

4. 时机 

 

在非暴力行动中，实施战术的时机至关重要。这个时机可以有几种类型。例如，必须能够判断出

人们何时准备采取直接行动，以及何时呼吁采取行动只可能应者寥寥或被置之不理。71  需要结合

整体形势考虑时机；尼赫鲁（Nehru）对甘地把握时机的能力推崇备至，他写道：“他对印度了如

指掌，能对她最轻微的颤动做出反应，几乎是本能地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并且掌握在最恰当时

机采取行动的诀窍。”72 有论者辩称，爱尔兰的“免租宣言”（No-Rent Manifesto）本来会更加成功，

如果这个宣言是在 1881 年 2 月发布的话——正如“土地联盟”的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在

6 个月之后，那时，运动的领导人已经被监禁，而且改良措施也减弱了抵抗的意志。73 

有时，发起非暴力行动的时间，可能安排在某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或场合。例如，选择 1930 年

4 月 6 日作为印度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启动日，恰逢“国民周”的开始，这一周的纪念是为了向 1919

 
68 同上，第 173 页。  

69 Sharp, Gandhi Wields..., pp. 70-90. 

70 同上，第 14-15 页。  

71 Miller, Nonviolence, p. 150.  
72 Nehru, An Autobiography, p. 253.  
73 Sheehy-Skeffington, Michael Davitt, pp. 120-121. On debate in 1775 on the timing of the American 
Colonists’ nonimportation and nonexportation movement, see Schlesinger, The Colonial Merchants..., pp. 414-421.  



年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的遇难者致敬。74 在另一种意义上，时机也很重要。特定

的非暴力行动者将在某些特定地点出现的具体时间，以及不同群体同步采取行动，可能都具有决

定性意义；美国南方的某些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情况。75 

 

在另一种不同的意义上，时机可能是指阶段的选择，来抵抗一个正在妄图强加或延续他对社会的

控制的对手。有时，如果要阻止对手建立或延续其控制的企图，就可能需要对其索求和行动迅速

做出反应，进行抵制。例如，在发生入侵的情况下，这种行动在三个时间点上尤其正确。第一个

时间点，发生在正式夺取政权和占领国家之后。第二个时间点，出现在入侵者寻求警察、公务员、

工会等重要群体的合作和协助的阶段。最后一个时间点，是在入侵者企图摧毁独立的社会机构，

将所有组织和机构置于其控制之下，并将民众原子化的时候。每当这种攻击发生时，重要的是立

即进行抵抗，而不是“等待与观望”或随波逐流。只有迅速行动，才是有效的。在其他冲突的情况

下，不同抗争阶段的行动时机也同样重要。 

 

5. 人数和力量 

 

尽管人数在非暴力行动和军事行动中都可能极为重要，76 但它们肯定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也不

足以保证胜利。试图“用数学方法来分析和推理战略问题”，以及假设胜利仅仅取决于“在选定的地

点集中优势力量”，77 都是荒谬的。在非暴力行动中——尤其是当试图进行非暴力强制时，例如总

罢工或兵变——人数有时可能是决定性的。但一定不能仅仅考虑人数；如本章前面所讨论的，无

论是出于战术的原因，还是由于为获得人数而牺牲了纪律和可靠性，人数众多甚至可能是一个不

利因素。在特定情况下，特定的战术和方法可能对行动者的数量有自身的要求。人数众多而无法

维持非暴力纪律而且在面临镇压时不知所措，就可能会削弱运动，但有了必要的标准和纪律，他

们可能会变得“势不可挡”。78 

 

6. 议题和力量的集中 

 

 
74 Sharp, Gandhi Wields..., p. 84. 
75 See Miller, Nonviolence, p. 308; and Lincoln, “The strategy of a Sit-in,” p. 297.  
76 Clausewitz, On War, vol. I, p. 192. 
77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342. See also Clausewitz, On War, vol. I, p. 97.  
78 M. K. Gandhi,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288; Ind. ed.: Satyagraha, p. 288; and Dhawan,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pp. 224-5.  



如果要制定明智的战略和战术来最有效地开展非暴力行动，那么如上所述，对打击重点的精心选

择至关重要。在常规军事行动中，这些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虑地形、补给等等来确定。

但在非暴力运动中，它们几乎完全取决于政治、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 

 

非暴力行动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真正的实力。如果缺乏实力，那么试图为一个大而无当以致无

法实现的目标而斗争，可能是轻举妄动。为了行之有效，非暴力行动需要集中在关键问题上，在

选择这些关键问题之前，要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对手的目标和处境（包括其弱点），以及议题本

身的重要性。拿破仑的名言——在决战时刻力量多多益善，在这里也适用。79 在选择那个攻击重

点时，还必须考虑那场战役的输赢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与利德尔·哈特概述的军事战略战术的第一

公理密切相关： 

 

根据你的手段调整你的目的。在确定你的目标时，清晰的认知和冷静的计算应占主导地位。 “贪

多嚼不烂”（to 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是愚蠢之举，军事智慧的入门是明白“什么是可能

的”。所以要学会面对现实，同时仍然坚持信念：当开始行动时，需要有足够的信念——能够实现

看似不可能之目标的信念。信心就像电池中的电流：避免在徒劳的努力中耗尽它——须记住，如

果电池中的单元格（你所依靠的人）消耗殆尽，你自己继续保持信心也将无济于事。80  

 

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对手企图将人们原子化，那么，即使势单力薄，也可能需要采取

行动；但即便如此，还是需要考虑自己的真正实力，在构建战略和战术时，应该努力去发现，现

有实力是否可以发挥最大的优势，以及是否可以避开或紧急地克服弱点。 

 

“战争的原则，不仅仅只有一个原则，可以浓缩为一个词——‘集中’。而事实上，这需要进一步阐

述为‘集中力量攻击弱点’。”81 这一军事行动的原则也适用于非暴力行动，并为甘地所强调。非暴

力抗争，首先要集中在某些象征着更广泛的一般情况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上。这与利德尔·哈

特提出的另一个公理相互关联：“始终牢记目的，同时根据形势调整计划。要明白，达到目的的方

法不止一种，但要注意，每个具体目标都应该指向目的。”82 非暴力行动者要设法在特定方面发起

攻势，这个方面是他们正与之斗争的“邪恶”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个方面也让对手防不胜防并且能

够在非暴力行动者和更广泛的民众中唤起最强大的力量。在这样一个有限方面获得胜利，将增加

 
79 Clausewitz, On War, vol. I, p. 214.  

80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348. 

81 Ibid., p. 347. 
82 Ibid., p. 348.  



他们有效地推动目标更全面实现的自信和能力。在选择了集中攻击的重点之后，他们绝不能让自

己偏离到次要的行动路线或无解的议题上。83  

 

7. 主动权 

 

在非暴力行动中——即使在斗争的防御阶段——行动者获得并保持主动权，都是非常重要的。甘

地写道：“一个胜任愉快的将军，总是在他自己设定的时间里，根据自己的选择开战。他在这些方

面始终保持主动权，绝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84 尼赫鲁指出，1930 年的运动至少可以被描述为

“平局”，而 1932 年的运动对印度人来说则是一次完败；这两场运动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在 

1930 年“主动权明确在国大党和人民一边”，而“在 1932 年初，主动权最终落入政府手中，而国大

党则始终处于守势。”85 非暴力运动的领导团体，要能够控制局势，并彰显自己的控制权。86 尼尔

默尔·库马尔·玻色 （Nirmal Kumar Bose）写道，非暴力运动的领导者“ ……不应该让对手主导或迫

使他采取任何行动……（也不要）让自己受到每一个短期事件的摆布。”87 这样，在任何可能的情

况下，是非暴力阵营，而不是其对手，来选择时间、议题和行动进程，不管对手如何压制，都力

求保持主动权。在冲突由对手引发的情况下，例如政变或入侵，或实施新的镇压措施时，非暴力

行动者要争取尽快恢复主动权。 

 

非暴力武器的选择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需要谨慎而明智地选择非暴力的武器来发起和开展运动。这就有必要来决定，

在第二部分描述的非暴力行动的具体方法（以及可能的其他方法）中，哪一个最适合这个特定的

冲突。这个决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利害攸关的议题、交锋群体的性质、每个群

体的文化和社会类型，以及冲突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其他因素还有，非暴力阵营所要运用的那个

促变机制（如转化或强迫）、非暴力阵营的经验，以及他们实施非暴力行动的能力。最后，还有

预期的镇压和其他反制的类型、非暴力组织承受这些压力的能力，以及非暴力阵营内部坚持抗争

的强度。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因素。 

 

在任何单一冲突中使用的方法，其数量从一种到几十种不等。在特定运动中使用的具体方法，其

选择将基于几个因素。其中之一是，判断该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否包含该特定冲突所需的品质。例

 
83 Ibid. 
84 Bose, Selections from Gandhi, p. 202.  
85 Nehru, An Autobiography, p. 215 and pp. 327-328.  
86 Miller, Nonviolence, p. 146 and p. 150.  
87 Bose, Selections from Gandhi, p. 152.  



如，一般而言，非暴力抗议和说服（第三章）这一类方法，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是

让社会意识到存在不同意见。在反对与不从众行为受到压抑从而鲜少存在的专制政权下，这种方

法的影响相应地较大。不合作的方法（第四、五、六和七章）可能会使体系的正常运作及其效率

的维持陷入困境，这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方法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存在。非

暴力干预的方法（第 8 章）具有这两类方法的特点，但是除此而外，它通常会对政权构成更直接

的挑战。只要无所畏惧并纪律严明，这类方法有可能以较少的人数造成较大的影响。 

从非暴力抗议和说服类型转变为不合作类型，进而转变为非暴力干预类型，通常涉及要求非暴力

行动者所付出牺牲的程度的不断增加，扰乱公共安宁与秩序的风险的不断增加，同时也涉及成效

的不断增加。不合作的方法可以理解为从邪恶体系中撤出合作，因此具有防御性道德行为的内涵。

与非暴力干预相比，使用这类方法也可以有助于产生相对更少爆炸性和危险性的社会局势，因为

它们只是撤回现有的合作或拒绝与对手有新的合作形式。88 直接或间接施加给不合作者的惩罚和

痛苦，虽然有时很严重，但可能相对不如那些施加给非暴力干预参与者的惩罚和痛苦那样严重。

此外，在任何具体案例中，这种镇压的风险都可能会较小。让人们不做被命令的事情，即不合作，

相比让他们冒险去做被禁止的事情，也可能更容易。 

 

相比象征性抗议或干预，行之有效的不合作通常需要更多的参加者，而且行动通常会持续更长时

间。不合作往往只有旷日持久才能产生影响。1930 年，甘地曾说，对于公民不服从运动来说，一

支由一万名反抗的男女组成的军队就足够了，而抵制洋布运动要取得成功，需要三亿人的合作。
89 非暴力干预的许多方法，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因此，只有通过持之以恒重复这种行动，

才能获得持续的效果。所以，与不合作的方法相比，干预的方法需要更多有技能的、可靠和坚定

的实践者。正因为如此，较快速的非暴力干预方法要成功运用，通常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

这些方法通常最好与其他形式的非暴力行动相结合。使用干预方法的运动，也必须纪律更为严明，

领导更为有方。“最速效的解决办法总是充满最大的危险，因而需要最纯熟的技巧来驾驭它们。”90  

 

 

选择在运动中使用的具体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行动者是否打算通过转化、让步或非暴力强

迫的机制来促成期待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群体试图促成对手改变的具体诱因，可能很

重要；这些诱因可能包括，例如，经济损失、政治地位的削弱、内疚感、新观念等等。在寻求对

手转化的情况下，总罢工、兵变、组建平行政府等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打算实施非

暴力强制，这些可能正是所需要的方法，而那些依赖于影响对方首领的心理和情感效应的形式，

则可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然而，这个问题错综复杂，施加不同压力和使用不同机制的方法，可

能经常要在同一个运动中有效地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快捷的规则。 

 
88 Gandhi,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156; Ind. Ed.: Satyagraha, p. 156. 
89 Sharp, Gandhi Wields..., p. 72. 
90 Gandhi,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173; Ind. Ed.: Satyagraha, p. 173.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用不止一种方法；那么，这些方法运用的顺序、它们的组合方式，以及它

们如何影响其他方法的运用和对整体抗争的贡献，就变得至关重要。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的方法，

不仅要考虑它们对冲突形势和对手的具体和直接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它们在运动的逐步

发展、态度和权力关系的改变、各方所获支持的消长，以及以后较为激进的非暴力方法的运用及

其效果等方面的促成作用。 

 

有时，方法的组合相对简单，尤其是在局部或有限类型的行动中。例如，经济抵制被用于支持反

对种族歧视的静坐，纠察行动通常用于支持罢工。然而，当用总罢工来支持政府军的兵变时，情

况就会因为很快涉及更多方法，而开始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针对坚决不改的对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运动，如何组合运用多种方法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它必须结合抗争的总体战略及其较为局部化和限定的阶段，来进行考虑。在长期的斗争中，划分

阶段高度重要，方法的选择和次序，可能是划分阶段过程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例如，沃斯科

（Waskow） 谈到了“没有暴力的混乱‘升级’”。91  非暴力运动的分阶段发展的重要性，一直被研究

甘地非暴力行动类型的专家所强调，例如博斯（Bose）92 和 邦杜兰特（Bondurant）。作为“非暴

力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 的九条“基本规则”之一，邦杜兰特写到： 

 

运动的逐步推进须通过已确定适用于给定情况的步骤和阶段。关于何时进入下一个非暴力

不合作阶段的决策，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仔细权衡，但必须避免停滞不前的状况。93 

 

 

因此，可以确定某些方法必须先于其他方法，以便日后有可能使用更激进的形式。 

 

甘地经常用志愿者和公众对某些具体行动的反应，来测试是否有可能采取一些更进一步、更激进

的行动形式，这种测试包括，如忠诚程度、行动意愿、承受对手制裁的能力、遵守纪律的程度，

以及保持无畏和非暴力的能力。例如，甘地在 1920 年向“亨特委员会”（Hunter Committee ）作证

时说： 

 
91 Waskow, From Race Riot to Sit-in, p. 246. 
92 Bose, Studies in Gandhism, p. 176. 

93 Bondurant, Conquest of Violence, p. 38. 



 

联合罢工（Hartal）旨在激发人民和政府的想象力…… 除非通过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运

动，否则我无法理解印度人的意愿。联合罢工对我来说是一个恰当的指示，告诉我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推进公民不服从。94 

 

他还利用消费者的抵制，来测试公民不服从的准备情况。甘地在 1921 年写道：“我坚信，如果我

们成功抵制了外国布料，我们将创造一种氛围，使我们能够以任何政府都无法抵御的规模开展公

民不服从。”95 

 

1920 年 5 月，甘地在“青年印度”报告说，即将到来的不合作运动的组织者决定运动分四个阶段进

行：1）放弃荣誉职位和头衔，2）逐步自愿退出政府工作，3）警察和军人辞退公职（“一个远期

目标”），以及 4) 暂停纳税（“更远期”）。96 第一阶段涉及最小的危险和牺牲，97 而最后两个阶段

涉及最大的风险。98  

 

1930-31 的运动采用了不同的战略来进行计划。它以非暴力抗议的方法来启动，如“食盐进军”和群

众集会，以及温和的政治不合作形式，如有限退出省级议会——都只涉及少数人。群众运动本身

直接始于对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法律的公民不服从，然后发展到包括较温和的不合作形式和较激进

的不合作形式以及非暴力干预。99 

 选择战略和战术 

  
领导者预先规划的总体战略、战术类型和方法选择，通常将决定总体方向及战役的全程实施。因

此，对它们的选择非常重要。如同在战争中，在选择战略和战术时必须考虑大量的因素。然而，

非暴力抗争的迥然不同的动力与机制，似乎使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比军事斗争中的更加密切和复

杂。 
 
这项任务的基础，是仔细考虑对手的主要和次要目标，以及非暴力阵营的各种目标。准确评估对

手和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时将其考虑在内，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

做，要么可能导致计划过于雄心勃勃而失败，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可能性的现实评估，要么可能

导致计划过于胆小从而因为努力太少而失败。评估对手阵营的优势和性质，可能有助于非暴力领

导层制定最有可能制造或加剧其弱点和内部冲突的行动方案。对非暴力阵营自身弱点的正确评估

，可用于对战略和战术的选择。选择这些战略战术是要扬长避短，但它们或许也有可能导致这些

 
94 Gandhi,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25; Ind. Ed.: Satyagraha, p. 25. 

95 Ibid., p. 173. 

96 Ibid., pp. 115-116. 
97 Ibid., p. 127. 
98 Ibid., p. 151. 
99 Sharp, Gandhi Wields..., pp. 51-206. 



弱点的加重。对即将到来的斗争的持续时间进行估计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勾画行动方案很重要。

但是，如果斗争被证明是漫长而不是短暂的，也必须为这种估计中的判断错误和应急战术做好准

备。 
 
仔细考虑一般情况下的其他因素是必要的，以确定条件是否适合发起非暴力行动，如果是的话，

形势的一般和具体条件对运动的规划意味着什么。西布利（Sibley）曾强调： 
 
 

……非暴力抵抗的有效使用不仅取决于充分的训练和决心，而且还取决于 "客观 "情况：

有效运动的外部条件必须成熟，如果不成熟，不诉诸非暴力抵抗则是智慧和道德的表现。
100

 
 
甘地坚持认为，在制定和执行抗争的战略和战术时，领导人需要对其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形

势的发展做出反应： 
 
 

在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运动中，战斗的方式和战术的选择，例如，是前进还是后

退，是进行民间抵抗还是通过建设性的工作和纯粹无私的人道主义服务来组织非暴力的力

量，是根据情况的紧急程度来决定的。101 

 

战略和战术当然是相互依存的。精确的战术只有在总体战略的背景下，在对整个局势和任何可能

的具体行动方法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巧妙地选择和实施战术并不能弥补一个糟糕的整

体战略，而一个好的战略如果不通过合理的战术来执行，仍然是百无一用的。“……只有伟大的战

术成果才能成就伟大的战略成果……”102  
 
利德尔-哈特曾建议，具体的行动方案应该不止有一个目标：  

 
采取一条可以提供备选目标的行动路线。因为这样你会将你的对手置于一个两难境地，这

就大大保证了你至少取得一个目标的机会——在他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并可能使你在取

得一个目标之后再取得另一个。 
 
 

多个备选目标使你能够保持实现某个目标的机会；而单一目标，除非敌人不堪一击，否则

就意味着你确定无疑不会实现它——一旦敌人对你的目标已经确定无疑。最常见的错误，

莫过于将通常是明智的单一行动路线与通常是徒劳的单一目标相混淆。103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非暴力行动中，而不需要特别的计划，因为非暴力阵营的目

的，既是实现特定的目标，也致力于在各自阵营内部和争斗双方阵营之间，促成态度和权力关系

方面更普遍的变化。这些更普遍的变化，有可能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发生，即使在特定的政治目标

没有达成的情况下，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然而，也需要注意将利德尔-哈特的战略原则应用

 
100 Sibley, ed., The Quiet Battle, p. 371. 

101 Bose, Selections from Gandhi, p. 202. 
102 Clausewitz, On War, vol. I, p. 241. 

103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348. 



于具体的有限目标的可能性，只要这不违反前面讨论的集中原则。 
 
 
运动的逐步发展，其部分特点是分阶段引入新的行动方法（如前一节所讨论的），也将受益于精

心的战略规划。这种发展将有助于确保方法的改变和新的行动方案，来最大限度地运用行动者的

力量，促进他们士气的提高，并增加胜利的机会。如果没有清晰的战略洞察，从一种行动到另一

种行动的转变，就可能在没有良好目标或效果的情况下进行，而可能随之而来的令人沮丧的结果

，首先会导致不知所措的加剧，然后造成士气低落，最后导致非暴力运动的瓦解。 
 
当然，非暴力运动的分阶段战略并不新鲜。然而，现在对这种技术的性质和战略原则有了更多的

理解，使得这种分阶段的做法更加有可能比以前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更有效的利用。这里提供分

阶段战略的三个较早的案例。1774 年 8 月初召开的弗吉尼亚州会议，提出了一个分阶段的经济不

合作运动，以实现其目标。会议确定了运动新阶段的生效日期，须经大陆会议上的弗吉尼亚代表

同意才能进行更改。立即开始禁止茶叶的进口或使用。如果波士顿被迫赔偿东印度公司的损失（

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茶叶），抵制行动将扩大到该公司出售的所有物品，直到钱被归还。11

月 1 日，将对直接或间接从英国进口的所有商品（药品除外）实施绝对抵制，包括从任何地方运

来的所有奴隶。如果到 1775 年 8 月 10 日（一年后），殖民地的诉求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将实

施不向英国出口所有货品的全面计划。在禁止出口生效之前的一年时间里，允许偿还对英国商人

的债务，允许弗吉尼亚州的烟草种植者转向种植可在国内使用的作物。104 维吉尼亚人起草的这一

分阶段运动计划，预示了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的方案。 
 
 
在 1905 年革命期间，当年 11 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农民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在俄

罗斯分阶段开展农民运动的战役规划。大会呼吁使用和平施压的方法（如农民集体拒绝从地主那

里购买或租用土地），以实现土地向农民的自由转让。如果这些方法没有产生效果，那么农民协

会将呼吁举行农业大罢工，与城市的大罢工同时进行。如果沙皇政府骚扰农协，它将呼吁农民拒

绝纳税或服兵役。105 
 
 
南非的泛非主义者（Pan-Africanists）曾计划在 1960 年春天开展违抗《通行证法》的运动，这只

是三条战线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1）政治方面，国际目标是孤立南非（包括联合国的谴责和驱

逐出英联邦），国内目标是结束政府所依靠的非洲人民的合作与服从；（2）劳工方面，廉价非洲

劳工的退出将带来经济崩溃，因此，居家罢工是为了促使企业家要求政府政策上的改革；（3）心

理方面，非洲人“将发现他们即使没有武器也有力量，他们将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然而，尽

管对分阶段的运动进行了清晰的思考并做出了一定规划，但该组织没有料到政府会通过宣布紧急

状态来掌握主动权。106 
 
 
虽然不能预先为斗争的后期阶段制定具体的战术，但探索各种一般性的方法供以后考虑，还是可

能的。然而，如果准确地预测了形势和攻击的形式，就可以提前成功地选择在早期（可能还有中

期）阶段使用的战术。 
 

 
104 Schlesinger, The Colonial Merchants..., pp. 369-370. 
105 Harcave, First Blood, pp. 219-220. 
106 Interview with Pan-Africanist representatives Peter Molotsi in Accra, 26 April 1960; reported in Gene 
Sharp, “No-coexistence with oppression,” Peace News, 13 May 1960. 



 
在战术上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涉及不同的战线、群体、时间段、方法和其他因素。例如，在某些

时期或某些政治事件之后，开展行动的首当其冲责任可能会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或者

将不同的角色分配给特定的群体。最危险的任务（例如，涉及使用最大胆的方法，如非暴力干预

的方法）可以分配给具有高度纪律、经验、技能或训练的群体，而其他重要但不太危险的任务，

则可以由更典型的普通人群体承担。有时，由于对手的政策和行动，特定的责任会落在某些职业

或地域群体身上。在非暴力行动者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在不止一个战线

上同时采取行动，如果他们的力量以及总体形势足以使这样做成为明智之举。有时，战术可能涉

及地理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使用非暴力突袭或阻挠；但更多的时候，不会有地理战线的形式，抗

争会更加分散和普遍，如居家的情况。战术的选择，将受到非暴力行动者的即时的和长期的政治

目标，以及寻求变化所使用的机制的显著影响。各种类型的战术，会给篡权者造成不同问题，对

非暴力群体产生不同效应。 
 
为了增加运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通常还有新闻价值），战术上的变化可能很重要。这种变化还

可以达到其他目的，如让新的人群参与进来，增加对手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压力，扩大或缩小战

线，以及测试非暴力行动者的纪律、士气和能力。对于敌方、领导层、旁观者或负责镇压的警察

和军队，战术变化可以用来达到多种效果。例如，埃伯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有意安排某些小

规模示威（而不是大规模示威），同时也精心设定每次示威游行之间的间隔（而不是接连不断的

），将它们作为减少镇压的残暴性的手段，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对方的警察和军队更容易将行动者

视为单独的个体，并使他们在特定的游行示威之间，有时间进行反思和重新考虑。107 
 
 
在具体行动中，战略的展开和战术的实施，都是在对发展中的冲突形势的敏锐反应的背景中发生

的。可能已经为开始进攻准备了非常仔细和精确的计划，然而，在斗争开始后，必须为战略和战

术的进一步发展、修正和运用，留出弹性空间。108 对于制定和实施预期的行动方案，利德尔-哈特

强调了保持灵活的重要性： 
 

须确保计划和处理方式（disposition）都是灵活的——能够适应环境。无论出现的是成功

还是失败，或是部分成功的情况（这在战争中最为常见），你的计划都应该预见并提供下

一步行动方案。你的部署（或排兵布阵），应该使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乘胜扩大战果或

是调整成为可能。109  
 

 
 
对于没有预见到的（或无法预见的）事件进行应对的能力，必须要突出发展。非暴力行动者和潜

在支持者的反应、士气和行为尤为重要。如果事实证明他们准备得太不充分，太软弱无力，因而

无法执行计划，就必须改变计划，要么采取 “一些戏剧性的步骤，引发人们的想象（strike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eople），恢复人们对通过非暴力进行全面抵抗的可能性的信心”，要么要求暂

时撤退，以便为将来较为强大的行动做准备。110 在非暴力运动中，实力是没有替代品的，也没有

捷径去得到它。如果面对惩罚和磨难而没有坚持下去所必需的实力和能力，那么，就必须承认这

个事实，并做出明智的应对。“聪明的将军不会坐等自己被打得一败涂地；他会及时有条不紊地从

 
107 Eber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MS pp. 313-314. 
108 See Liddell Hart, Strategy, pp. 343-344 and Clausewitz, On War, vol. I, p. 166. 

109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349. 

110 Bose, Studies in Gandhism, p. 153. 



自知无法坚守的阵地上撤退。”111 就像在军事冲突中一样，领导层需要坦诚地承认其志愿者和潜

在支持者的弱点，并找到纠正这些弱点的方法。112 这样做的方式，会随着特定情况的条件而变化

。 
 
另一方面，抗争可能会暴露出对手的重大弱点，这可能需要迅速改变战术，加快抗争的节奏。有

时，抗争也可能显示出非暴力行动者和普通民众比预期的要强大，那么，这就有可能在扎实的基

础上，以比原来设想的更快的速度前进。 

 

2、重读“使非暴力抗争更有效” 
 
 
见本卷第一部分（规划入门）“3、 使非暴力抗争更有效”（《开展非暴力抗争》，英文原文第

433—446 页）。 

 

 

3、战略规划的最初步骤 
 

《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47—508 页。 
 

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制定合理的战略是有效开展运动的最重要要求。预先选择好大战略、战略、战术和方法以后，它

们就应该在整个过程中决定冲突的总体方向和行为。 
 

出色的战略旨在有效地调动民众的力量来反对对手，从而实现整个斗争的目标，以及每次运动的

目标。在大多数重大冲突中，明智的战略还需要包括破坏对手权力来源的方法。 
 

总体战略构想——包括大战略和每次运动的战略——将明确目标，勾勒出发动斗争的方式，决定

施加哪种压力和采取哪种方法来实现长期目标，并指导相关的行动以便实现过渡性目标。针对每

次运动的战略还应指导抵抗者在受到镇压之时如何才能扩大和推进斗争，并采取有效的方式来调

度和利用抵抗者的资源。 
 

“做出战略规划”是指推敲行动方案，旨在更有可能从当前状况出发，在未来实现较理想的局面。

实现该目标的计划通常包括系列分阶段的运动和其他有组织的活动，以便增强受虐群体和社会的

力量，削弱对手的力量。 
 

战略家应该避免制定好高骛远或过于胆小的计划。制定明智的战略将有助于确保战术和具体方法

之间的有效互动，以便实施战略并增加胜算。如果在从某个冲突阶段转入其他阶段的过程中，或

者，在从某种方法转入其他方法的过程中，需要发生良好而有效的变化，就需要具备明确的战略

见识。这些战略还会预测抗争会按照怎样的预期方式取得成功，以及如何结束这场抗争。 

 
111 Gandhi, quoted in Bose, Selections from Gandhi, p. 202. 
112 See Bondurant, Conquest of Violence, pp. 38-39 and Bose, Studies in Gandhism, p. 176. 



 

为开展重大斗争而制定战略计划是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本章和随后的两章仅仅旨在让读者基本

了解这项任务，并为那些认识到需要未雨绸缪的人员提供有限的指导。 
 

现在我们将重点讨论战略规划中的两个重要的初步步骤。首先是做出战略评估，以便更深入地揭

示冲突所处的局势。其次是审视各个战略层次，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冲突中的大好机会。 
 

做出战略评估113 

 

只有根据具体的冲突以及其背景和情况，才能制定战略。因此，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要求战略家深

入地了解整个冲突局势。这需要留意广泛的冲突背景，包括物理、地理、气候、历史、政府、军

事、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经济和国际因素。在制定战略之前，确认和分析这些因素的过程

被称为“战略评估”。114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战略评估需要在发生冲突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大背景下，推测和比较

非暴力抗争群体和对手阵营之间的优势和劣势。战略评估至少应关注以下话题领域：总体的冲突

局势、相关问题、冲突双方的目标、对手 、非暴力抗争群体、冲突中的第三方，以及对峙双方之

间的依赖性平衡。 
 

审视问题和目标 

 

最重要的是，战略规划者需要同时从潜在抵抗者和对手的角度来审视相关问题。各方认为的大致

问题是什么，它们对即将发生的冲突有多重要？ 
 

并非所有问题都具备相同的分量。有些问题可能被单方或双方视为基本问题，其他问题可能被视

为不太重要。必须要确定这些问题是否被任何某方视为“不可妥协”的问题，也就是说，该团体

的支持者们正确或错误地认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这些问题通常包括该团体对社会性质、宗教、

基本政治信仰的坚定信念，或者被他们视为这关系到该团体成员的存亡与否。 
 

对于即将进行的抵抗运动，相关问题的性质以及它们对于各方的重要性将对战略制定过程产生根

本性的影响。因此，战略家需要同时从对手阵营和未来的非暴力抗争群体的角度出发，清晰而准

确地阐明冲突中的关键问题。 
 

必须认识到冲突中的总体问题和单个运动的具体目标之间的区别。问题是较为笼统的。例如，在

劳工冲突中，问题可能涉及到工资、工作条件和尊重。然而，在具体的罢工中，目标会更加具体，

如要求增加若干的工资，实施某种安全措施，要求提供医疗保险，或提出工作保障的建议。 
 

冲突双方不仅可能拥有眼前的目标，而且还可能拥有当时尚未公开的长期目标。战略规划者应准

确地评估各方的目标是什么，并评估这些相互竞争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或不相容的。 

 
113 本节内容大量借鉴了罗伯特·赫尔维的思考和分析成果。 
114 制定战略评估的计划见附录 A。 



 

总体冲突局势 
 

每份战略评估都需要详细地调查将进行的非暴力抗争所处的总体冲突局势。所有可能对对手阵营

或非暴力抗争群体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应仔细研究。这些因素包括地形和地理环境；交通基础设施；

通信网络；气候和天气；冲突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司法和经济制度；人口统计；社会和经济

分层的类型和程度。非常重要的是，这也应包括是否可以获得和掌控经济资源以及维持生命的资

源；以及有关独立公民社会的状况。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审视抗争所处的当前总体政治形势。特殊控制措施，如戒严令或其他严厉镇

压手段，是否有效？当前的政治和经济趋势是怎样的？ 
 

争斗双方的状况和能力 
 

面对即将发生的冲突，充分和详细地了解所有当事方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了解应侧重于实际能力，

而不是每个阵营的意图声明或对其各自状况的简单猜测。战略评估是内部规划文件，而不是宣传

工具。如果对争斗双方的实力、弱点和能力形成了不准确或夸大其词的看法，这会制定出不明智

的战略，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研究各方追随者和同情者的人口统计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研究应包括年龄、性别、识字率和

教育水平、人口增长率、地理分布、社会经济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因素。是否有地理、文化、种

族或经济的分界线将双方分裂开来？ 
 

同样，了解双方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也很重要。这些制度提供了哪些帮助？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或彼此依赖的？这些制度提供的帮助是否独立于国家结构？国家结

构本身是否被对手控制或利用，或者双方都独立于国家？ 
 

还必须留心确定对手的权力来源，以及通过提供这些权力来源而成为对手的“权力支柱”115的机

构。权力支柱是指为某个政权（或任何其他行使权力的集团）提供所需要的权力来源以维持和扩

大其权力含量的社会机构和部门。例如，提供权威或合法性的道德和宗教领袖；提供经济和物质

资源的劳工、商业和投资团体；提供人力资源和特殊技能的公务员、行政人员、官僚和技术人员；

以及有能力对民众实施制裁（包括镇压）的警察、监狱和军队。 
 

还需要对非暴力抗争团体和更广泛的“受虐群体”（定义为因对手阵营的政策和行动而承受痛苦的

广大民众，发起冲突可能就是为了捍卫他们的利益）进行类似的研究。这些群体拥有哪些权力来

源？哪些机构是他们的“权力支柱”？ 
 

在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这些信息来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巩固（或竖立）非暴力抗争团

体的权力支柱，同时削弱对手的权力支柱。 
 

也有必要评估各方的相对“斗争实力”，并将其进行对比。对于对手阵营，这意味着必须了解他们

的行政、军事、警察和情报力量的大小和可靠性，以及他们从自己的民众和机构获得了多大程度

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确定对手阵营内部的弱点和软肋。这个阵营有多团结？领导者之间

 
115 “支撑支柱”这个术语是由罗伯特·赫尔维发明的。 



是否存在权力斗争或争斗？是否有任何组织或机构尽管通常会支持对手阵营，但有可能会投诚或

进行有组织的破坏？ 
 

针对抵抗者来说，必须要了解他们进行非暴力抗争的能力。这包括：他们对这种方法的了解程度、

他们对这种行动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性质如何。抵抗者目前和未来能够从整

个受虐群体中获得多大的支持？潜在的抵抗者从其他团体、机构以及该群体的人际圈子中获得了

哪些支持？其中哪些能真正起到帮助作用？在整个受虐群体或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内部或部门之间

是否存在着重大的内部冲突，如竞争、权力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 
 

其他问题也很重要。对手从内部和外部盟友那里得到了多少支持？潜在的对手是否非常了解非暴

力抗争？在整个抵抗团体内部，是否有人实际上或有可能同情和支持对手？社会、阶级、种族和

宗教因素的作用是怎样的？ 
 

抵抗团体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怎样的？谁是他们的内部和外部盟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内部的

社会团结和支持？他们的经济资源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拥有深厚的战略技能？该团体的战略家和

领导者的能力水平如何？战略能力是集中在领导团队身上，还是分散到了潜在的整个抵抗者团体

中？(后者是非常罕见的。）抵抗者的组织力量是否受到了威胁？ 
 

第三方 
 

也必须评估第三方在冲突期间代表各方可能发挥的作用。 
 

这些潜在的作用可能包括：协助改善公共关系，提供外交援助或施压，提供金融支持，施加经济

压力，以及为任何当事方提供教育和技术援助。第三方也可以提供警察和军事援助（通常不会提

供给非暴力抗争团体），提供安全区域，并帮助宣传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对于抵抗战略家来说，

如果能够准确地了解并合理地预测哪些人是潜在的第三方，以及他们在即将开始的冲突过程中可

能开展哪些活动，这会大有益处。 
 

依赖性平衡 
 

合理的战略评估还应该审视争斗双方之间存在的“依赖性平衡”。对手阵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或

能够控制潜在抵抗团体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维持生命的资源，比如燃料、水、食物等？同样，非暴

力抗争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或能够控制对手阵营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维持生命的资源？这将揭

示每个群体实际上或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对方来满足已确定的需求。这在非暴力抗争中可能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制定斗争计划时，这也往往有助于确定哪些方法可能最为有效。 
 

何时发起斗争 
 

在制定战略计划之前，战略评估需要确定各种因素，上文介绍的具体因素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

已。针对冲突局势和争斗双方的能力完成战略评估以后，就应以它为基础来制定非暴力抗争团体

的大战略，并制定各个运动的具体战略。 
 

如果战略评估显示，在潜在的对手面前，非暴力抗争团体发起重大斗争的力量显得很弱小，那么

该团体就不应该立即发起需要强大力量的斗争。在非暴力抗争运动中，力量是无法替代的，也没

有捷径可走。如果该团体的力量较为弱小，不如人意，那么最初只应该采取有限的行动，确保在



没有强大力量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效果（后文将谈到这个话题），或者等到该团体变得更强大以后，

再开展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显然，应该集中主要精力来增强受虐群体的力量，并培养他们发动

有效抗争的能力。 
 

战略评估更加明确了这个问题，也明确了抗争中所面临的其他决策。然而，尽管战略评估极为重

要，但它不是制定战略计划时要考虑的唯一问题。对于这种非暴力抗争方法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尽可能确保非暴力抗争的效果，在整个规划过程中还需要留意其他相关因素。

第三十七章将讨论其中的许多战略方针。 
 

战略的层次 

 

从战略评估中收集到相关信息并确定了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奋斗目标以后，发动斗争和实现目标的

总体方案是怎样的呢？要确定这个问题，那么，除开其他事项之外，还需要确定非暴力抗争中打

算采用的促变机制，并确定是否需要开展多次战役性运动。这属于战略思考的范畴。 
 

战略就是如何采取最佳行动方法以实现冲突目标的方案。战略涉及到是否、何时或如何作战，以

及如何取得最大效果，以便实现某些目标。战略是实际部署、调整和运用现有手段以实现预期目

标的计划。 
 

如前所述，战略有四个层次：大战略，战略、战术和具体方法。116最重要的层次是大战略。然后

是用于指导较有限运动的战略本身，接着是用于实施运动战略的战术和方法。如果要试着为具体

的冲突制定战略，就必须了解这四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当然，应该记住，没有任何哪个战略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非暴力抗争。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蓝图，也不可能制定出适用于所有冲突的蓝图。每种情况都有所不同，而且往往是截然不同。然

而，可以为战略规划制定总体方针，同时牢记我们之前讨论的因素。为具体冲突制定大战略的规

划者不仅需要深刻地理解冲突局势，也需要深刻地理解非暴力抗争方法和总体战略原则。其中某

些内容将在第三十七章中予以讨论。 
 

大战略 
 

大战略或者说总战略是开展冲突的总体方案。大战略用于协调和引导民众或团体的所有适当而可

用的资源（经济、人力、道德等），以便在冲突中实现目标。它是进行斗争的总体计划，以便人们

能够预测到整个抗争应该如何进行。如何才能赢得斗争？如何才能实现预期的变革？ 
 

大战略包括考虑抗争团体的事业的正义性，评估和利用抗争方法之外的其他施压措施和影响，以

及决定在什么条件下诉诸于公开的抗争。 
 

大战略非常重要，它包括挑选冲突方法，或最终的制裁手段，后者将充当备用武器，以便在谈判

中做出实际或隐性的威胁，并在以后发生公开的对抗时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是非暴

力抗争。选定的大战略也为制定具体战略确立了基本框架，以便针对特定目标在较有限的运动中

发动冲突。 

 
116 这些定义是由罗伯特·赫尔维、布鲁斯·詹金斯和吉恩·夏普拟定的。《未发表的备忘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此外，在大战略中，非暴力抗争有时可以与其他非暴力的、因而不会对该方法造成威胁的行动手

段相结合。事实调查、宣传、公共教育、向对手发出呼吁、谈判（有时候），以及某些情况下的选

举活动，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与非暴力抗争结合起来，并有益于非暴力抗争。例如，这些手段通

常会与经济抵制和罢工结合起来。诉讼或其他法律行动有时也被用来支持非暴力行动，如阿拉巴

马州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事件。 
 

大战略还需要考虑到抗争本身与冲突所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预测冲突可能产生的长期后果

也属于大战略的范畴。 
 

在理想情况下，非暴力抗争的大战略不仅要尽力消除它所反对的东西，还应建立新的东西来取代

它。例如，如果大战略的目标仅仅限于摧毁现有的独裁政权，就极有可能产生新的独裁政权。更

可取的目标可能是改变统治制度，建立起具备更多自由和民主控制权的优良政治制度。 
 

大战略需要大致勾勒出非暴力抗争团体应该如何开展冲突。这基本上会从现状延伸到未来实现目

标以后的情况。在这种努力过程中，可以采用哪些常规的施压手段和行动手段？针对对手的非暴

力抗争的主旨是什么？是否要通过经济损失来施加压力？还是通过削弱对手的合法性？通过让对

手陷入政治瘫痪状态？施加国际压力如何？是否会利用其他施压措施？ 
 

非常重要的是，非暴力抗争团体是否能够削弱或消除对手阵营的大部分或全部权力来源？这些来

源包括权威（或合法性）、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无形因素、物质资源和制裁。在反对高度压迫

性政权的斗争中，通过打击其“权力支柱”来削弱或切断这些权力来源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让

这些政权土崩瓦解。 
 

如果抵抗者足够强大，拥有足够多的人数，并重点针对这些来源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那么，即便

极其残酷无情的政权也有可能被削弱或土崩瓦解。2000 年 10 月塞尔维亚的斗争就是这样的例子。 
 

然而，在冲突开始时，抗争团体不太可能有能力全面废除或消除对手的权力来源。战略评估的结

果应有助于确定该团体是否有能力凭借足够的力量来施加所需的压力，从而在单次运动中取得成

功，或者是否应该计划开展一系列更有限的运动。这种推敲是大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第三十七章

会更充分地加以讨论。 
 

战略 
 

针对目标较为有限的运动，它的独特战略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战略将指导抵抗者如何在更广泛的

斗争局势下和大战略范围内发起特定的冲突。这些有限的战略概括了具体的运动应如何向前推进，

以及应如何将其各个环节结合起来，以便最妥善地实现目标。战略还包括向特定团体分派任务，

并给他们分配冲突中使用的资源。健全的运动战略有助于指导斗争，它采用了所选大战略的骨架，

并让后者变得有血有肉，从而让它成为全面的计划，以指导斗争的具体事务。 
 

尽管两者存在着关联，制定大战略和制定运动战略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只有在确定大战略之后，

才能充分制定具体的运动战略。制定的运动战略需要实现和巩固大战略目标。制定运动战略的因

素包括：推进有利的形势，决定何时发起运动，以及在该战略内如何利用更有限的交战来获得成

功的总体计划。 
 



通常来说，运动战略的目标应体现出大战略中概括的总体问题或压迫、不公。如果冲突主要是经

济性质的，而且所采取的大战略规定主要诉诸于经济压力，那么选择性运动的战略就很可能会侧

重于具体的经济目标，并诉诸于罢工和经济抵制等压力。然而，如果大战略侧重于获得政治自由、

反对独裁统治或维护言论自由，那么单个运动的战略就可能侧重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并

采用相关的方法，如分发违禁宣传品、行使被禁止的言论自由权，或使用其他方法来生动地揭露

专制统治的极端性质或侵犯人权和公民自由的行为。 
 

这并不是说在针对经济问题的斗争中只能诉诸于经济压力，也不是说在以政治问题为主的斗争中

只能诉诸于政治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不合作可以有效地迫使政治政策发生变化，甚至让政

权发生变化。然而，在规划运动战略时，如果选择的具体问题和目标明显地代表了大战略中确定

的总体压迫、不公，这往往是有好处的。 
 

战术 
 

为实现有限目标而制定的运动战略将决定在追求主要目标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哪些较小的“战术”

计划和具体行动方法。除非通过合理的战术将良好的战略付诸行动，否则，它就始终毫无力量可

言。然而，战术的巧妙选择和实施并不能弥补整体战略的不足。为实施战略而选择战术时，可能

需要考虑不同的战线、团体、时间段和方法。 
 

战术是有限的行动计划，它基于以下认识：在更广泛的运动战略中，在有限的冲突阶段内，如何

才能最妥善地利用现有的斗争手段来实现有限的目标。为了取得最佳效果，在选择和运用相关战

术和方法时，必须确保它们真正有助于实施相应的战略，并有助于满足相关要求以确保该战略取

得成功。 
 

战术规定了如何运用具体的行动方法，或特定的抵抗者团体在特定情况下应如何采取行动。例如，

在劳工斗争中，工厂工人可能会为获得工会认可、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罢工，此时的

战术包括：选择罢工的时机，如何说服工人参加罢工，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罢工破坏者，如何为

罢工者在不工作的情况下提供经济支持，做出哪些努力来赢得公众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与工厂主

进行什么样的接触。 
 

因此，战术就是在选定的战略范围内进行更有限的交战的计划，在规模、参与者、时间或具体问

题上都受到了限制。它们规定了某个团体在与对手的具体交战中如何采取行动。 
 

战术应契合运动战略，同样，运动战略应契合大战略。战术始终与斗争有关，而战略除了考虑如

何战斗之外，也考虑了更广泛的因素。要理解具体的战术，则必须将它与它所采用的方法联系起

来，并应将其纳入更广泛的运动战略中。 
 

方法 
 

为了取得最佳成果并最有效地实施所制定的战略，需要谨慎而明智地选择非暴力 “武器”，或者

说具体方法。以往的许多冲突首先都会选择具体的行动方法，而不是制定进行冲突的长期计划。

这是不明智的做法。更明智的顺序是先制定大战略，然后制定每次战役性行动的战略。只有到那

时，规划者才能选择最恰当的战术和具体行动方法。第四章中列举了可用的方法。117此外当然也

 
117 关于这些方法的完整定义和历史实例，见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二部分，《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当然，也存在或可

以摸索许多其他的方法。 



有其他方法。 
 

我们需要回顾这三类总体方法的特点—— 
 

 抗议和劝说：这些方法包括静坐请愿、游行、请愿、设立纠察队和退席。这些方法的效

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异议者的存在。 
 

 不合作：这些方法包括社会抵制、经济抵制、罢工，以及多种形式的政治不合作，包括

抵制政府职位、公民不服从和哗变。如果广泛采用这些不合作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对手

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方法可能会威胁到政

权的存亡。 
 

 干涉：这些方法包括绝食、室内静坐请愿、非暴力阻挠、建立或巩固替代性机构以及平

行政府。它们具备前两类方法的若干特质，但也可能会对对手的政权构成更直接的挑战。

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破坏，它们有可能——但并非必然——通过较少的人数产生较大的影

响，前提是，抵抗者在面对镇压时仍能保持勇气和纪律。 
 

在大多数严重的冲突中，不合作的方法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威胁到整个制度的运行能力。选

择和运用这些方法时都需要技巧。这些不合作方法的优势在于，如果运用足够长的时间，它们可

以具备强制性效果，甚至可以瓦解对手的政权。 
 

不合作的方法往往需要花大量时间并需要很多人参与其中才能达到效果。另一方面，许多非暴力

干涉的方法，可以由少数人加以运用。然而，要成功地运用这些方法，通常需要充分的纪律或准

备工作，同时有些方法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加以运用。其中某些非暴力干涉方法也可能遭到特别

严厉的镇压。有些非暴力干涉的方法，如平行政府，需要获得大规模的支持。 
 

通常情况下，在单次运动中，可以将施加不同压力和采用不同机制的各种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

不可能为此制定快捷的规则，但各种方法的有效结合需要明智的战略规划。 
 

在大多数斗争中，将会使用到数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这些方法的顺序，它们的组合方式，

它们如何影响其他方法的运用，以及它们如何促进整个斗争，都变得非常重要。 
 

有时候，找到多管齐下的方法显得相对简单，特别是在局部或有限的行动中。例如，经济抵制可

以用来支持反对种族歧视的静坐抗议，而设立纠察队通常可以用来支持罢工。然而，当大罢工被

用来支持或反对政府军的叛变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可能会同时使用更多的方法。 
 

无论谁来制定非暴力抗争计划，都应该熟悉可能使用的各种非暴力行动方法。即便有效地加以运

用，各种方法的影响力也大不相同。例如，由德高望重者进行绝食抗议，与由公务员进行官僚阻

挠，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效果。而绝食或官僚阻挠的效果，又与广泛的大罢工或警察拒绝搜索和逮

捕政治抵抗者的做法大不相同。针对不同的局势、目标和战略，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 
 

方法的选择 

 

每项战略都需要仔细选择它要使用的非暴力抗争的具体方法，然后熟练运用这些方法。要运用的



最重要的具体方法需要与这场运动或整个斗争的目标之间具备明确的联系，并且应该有助于实现

这些目标。 
 

在任何单个冲突中，所使用的方法数量不等，少则 1 种，多则几十种。所选择的方法需要与相关

问题、预期的促变机制、民众运用这些方法的能力以及选定的运动战略相称。在选择具体方法时，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形势、非暴力抗争团体和对手的目标、抵抗阵营和对手的特点、预期

的镇压以及斗争形势的预期发展。 
 

这里应该提出若干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当前酝酿的方法是否有助于实施选定的大战略和单个运

动战略？如果要想斗争取得成功，相关方法是否向对手施加了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压力类型？例如，

如果相关战略确定施加经济压力是最重要的措施，那么就可能需要采取经济方法，如罢工和经济

抵制。相反，如果战略目标是破坏对手的统治能力，那么就可能需要采取特别的政治不合作方法，

通过打击该政权的“权力支柱”来削弱或切断其权力来源。 
 

如果所考虑的方法不能直接实施运动战略，也不能直接施加已确定的必要压力，那么它们是否至

少有利于运用施加此类压力的方法，例如提高抵抗者的士气或削弱对手的士气？例如，如果罢工

是战略计划中的主要方法，那么次要的方法，如设立纠察队或经济抵制，可以用来支持罢工。 
 

在选择要采用的方法时，还需要考虑到它们是否有可能通过所选定的非暴力抗争机制（即转化、

让步、非暴力强迫或解体）来协力产生变化，正如我们在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三章所讨论的那样。

例如，长时间的禁食可能会影响民众的情绪，并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然而，大罢工、公务员罢

工或军队哗变可能会让政权陷入瘫痪状态，从而出现非暴力强迫。方法和机制需要恰如其分。 
 

在选择方法时，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期的镇压和其他对策的类型。普通民众、抵抗者和领导者

准备在继续抵抗和反抗的同时承受多大程度的镇压？ 
 

此外，现有的抵抗者人数也与方法和机制的选择密切相关。如果只有 20 人承诺参加，那么号召大

罢工显然是不明智的。然而，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如绝食，20 个人（取决于其具体身份）可以

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压迫、不公，并施加巨大的心理或道德压力，从而导致更有力的行动。然而，

这类小规模行动需要为参与者制定极高的行为标准。 
 

具体方法对于运动的演变过程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们是否有助于斗争逐步推进，有助于改变

态度和权力关系，有助于改变各方获得的支持，有助于以后运用更强大的非暴力方法并产生影响？ 
 

在选择方法时，应该记住，我们可能更容易让人们不做别人吩咐他们的事情，而不是让他们做他

们通常不做的事情。如果行动非常危险或者受到禁止，则更是如此。 
 

斗争期间 

 

需要选择具体的方法来发动冲突。这些方法可能是象征性的，也可能声势更加浩大，如发起罢工。

在运动刚开始时，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家可以慎重地采取相对较弱小的方法，以便通过民众的反应

来考验民众是否愿意尝试更强有力的方法，以及是否能够为夺取成功而承受更严厉的镇压。 
 

斗争开始以后，就有必要审查此前为冲突选择的战略，以确定是否也应安排运用更多或不同的方



法。只使用少量的方法是否会威胁到斗争的成功，或者这种克制是必要的，有利于向对手施加密

集的压力？当抵抗者在行动中集中力量攻击选定的这几个据点时，他们能够捱过对手的压力和镇

压吗？随着抗争的步步深入，是否需要改变方法以保持其灵活性？ 
 

此外也需要回答更多的问题。这些方法是否有助于在冲突中获得或保持主动权？如果想要更广泛

地运用这些方法，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否有可能普及开来？如果运用这些方法需要接受特殊的训练

或采取准备措施，因此仅仅适合于特定的小团体，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准备措施？如果这些方法被

大众加以运用，那么在没有特殊培训或准备措施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大力推广运用它们的经验？ 
 

从某个层次的行动转向不同层次的行动——比如从象征性的抗议转向不合作，从不合作转向干涉

——可能会导致镇压力度逐步增加。反过来，如果选择不合作而不是干涉，这有时候可能有助于

形成相对和缓、不太危险的冲突局势，而镇压也会相对不太严厉。然而，方法类别与镇压严重程

度之间的这些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局势和所有对手。相当温和的方法有时可能会遭到残酷的镇压，

特别当对手是不能容忍公开表达异议和反对意见的政权之时。 
 

在长期斗争中，分阶段进行往往是非常重要的。目标的选择以及方法的选择以及其顺序可能是分

阶段行动中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情况下，某些较温和的行动必须先于其他行动，这样以后才有可

能运用更强有力的方法。必须谨慎地做出权衡，以确定何时进入斗争的新阶段。这种方法的转变

可能有助于避开僵局，保持主动权。 
 

战略计划 

 

战略计划是实施战略的具体蓝图。针对每场运动的战略内容，该计划应该回答有关何人、何事、

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小规模或极其有限的斗争中，这种战略计划可能实际上只存在于战术层面。例如，在有限的劳

工斗争中，总体目标和运动目标是相同的（包括改善福利和工资的合同），只涉及 1-2 种方法和 1

次运动（合同谈判破裂后的常规罢工），此时，战略计划将规定罢工何时开始，谁将参与，他们的

作用是什么，纠察队设置在哪里，以及需要采取哪些后勤措施，以便为罢工工人的家庭提供食物、

金钱和其他物质必需品。此时，在为执行运动战略而选择战术和方法时，相关的规划工作可能未

必会将制定战略计划作为独立的步骤。 
 

然而，在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斗争中，战略计划可能存在于多个层面。在极少量的斗争中，有可能

会为同时或接二连三地开展的多个运动制定具体的计划，此时，战略计划应根据这些运动之间的

战略关系，规定开展这些运动的顺序和发起每个运动的时间。它也将确定运动内部更细小的运动。 
 

例如，在针对特定公司或行业的广泛的劳工斗争中，劳工团体拥有非同寻常的力量并获得了民众

的同情，除了罢工行动之外，这项斗争还可能包括发起运动来抵制该公司或行业生产的所有产品。

然后，运动战略可能会确定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来促进和实施抵制，这些行动包括主要和次要的

抵制、商店前的纠察队、声援示威和阻止该产品出口到国外。实施战略计划的战术和方法填补了

空白，确定了在哪些商店设立纠察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安排示威，为倡导主要和次要的抵

制行动而设法进行哪种类型的宣传，以及在阻止产品出口时寻求哪些团体的支持。 
 



虽然这里涉及到方法筛选，但其中某些具体任务可能超越了战术规划的层面，后者虽然是战略规

划的一部分，但往往涉及到每次行动中的具体后勤和操作规划。 
 

简而言之，战略计划是行动的总体操作指南。它是具体运用和实施相关战略的计划。从广义上讲，

战略计划通常包括四个阶段： 
 

 为冲突做准备 

 发起行动以实现目标 

 推动正在进行的斗争 

 成功之后巩固成果 
 

在每个阶段内，战略计划应遵循运动战略，以确定需要在各个战略层面执行的具体任务，以及负

责开展这些任务的人员或团体。如前所述，战术计划是战略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它应详细确定在

运动中为成功执行每项行动而需要完成的任务。 
 

战略家们应该牢记，在复杂的斗争（包括那些反对压迫性政权的斗争）中，在发起冲突之前，通

常很难——而且往往不可能——规划从第一场运动到最后一场运动之间如何具体地实施大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战略计划应该尽可能具体化，以便在最初的运动中实施相关战略，但对于未来的

运动，它必然是模糊的。这是因为未来运动的有限目标、战略、时机和战术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冲突局势在斗争初始阶段之后发生的变化。因此，战略家们需要密切关注斗争的进展，并

随着冲突的深入而相应地制定未来运动的具体战略计划。 
 

第三十七章将讨论应对和适应冲突进程变化的更多方针。与此同时，必须汲取以往的经验和分析

结果，以便深入地洞察战略规划，这将有助于提高非暴力抗争战略规划的效果。这将是下个章节

的重点。 
 

4、 若干战略方针 
 

需要谨慎行事 

 

要想有效地运用非暴力抗争方法，就需要小心谨慎，深思熟虑，行为老练并具备力量。需要用心

关注本章所讨论的内容，以便制定有效的非暴力抗争的明智战略。 
 

这些指导方针和建议基于我们对非暴力抗争运作方式的了解，汲取了过去运用这种方法的经验教

训，并立足于基本的战略原则。 
 

理解非暴力抗争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要想理解非暴力抗争，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分析政治权力的来源。

在与压迫性政权的激烈冲突中，可以制定特别的战略，以瞄准、削弱和消除对手的权力来源。在

反对高度压迫性的政权时，这种有的放矢可能是确保非暴力抗争效果的主要因素。下文将更充分



地讨论这个话题。 
 

为非暴力抗争制定明智的战略和战术时，还需要透彻地了解非暴力抗争的动力和机制。第二十九

章至第三十四章的总结部分已经谈到了这个话题，《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中则介绍得更加全面。118 
 

非暴力抗争既需要，也往往会，减少抵抗者对于对手及其暴力镇压的恐惧。克制或放弃孔惧，是

解除对手对于普通民众和潜在抵抗者的控制能力的关键因素。 
 

在许多冲突中，非暴力抗争还有个主要特点就是，双方的权力含量不会保持不变。在非暴力抗争

中，抵抗者和对手的绝对和相对力量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与暴力冲突中争斗双方的力量变化相比，

非暴力冲突中对手和抵抗者各自的力量变化可能会更加极端，发生得更快，后果也更严重。 
 

这是因为两个群体采取的总体战略、战术、具体方法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能远远超出了事

发当时和当地。某些类型的行为——如暴力、破坏财产或不明智的挑衅性非暴力行为——可能会

产生意想不到或不理想的后果。抵抗者的数量和其反抗方式可能会增加或减少。有时，这种情况

会慢慢发生，但在其他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严重。对手的力量也可能会增

加或减少，速度也有慢有快。非暴力团体可以通过其行动和行为来设法控制对手阵营力量的增加

或减少，这比军事冲突拥有远远更多的余地。 
 

在制定战略时，必须小心地选择恰当的计划和行动，以促使这种方法的动力和机制发挥作用。还

必须记住，如果某些因素能够确保非暴力抗争方法的效果，则需要摒弃那些实施以后会破坏这些

因素的拟定行动。 
 

自立自强和第三方援助119 
 

规划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为斗争制定计划，以便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在冲突中取

得成功。这是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20在 1879-1880 年的罢租运动中向爱尔兰农民传达的信息。

“依靠你们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假如正在筹划或进行强有力的非暴力抗争，当然可以向其他人寻求有限的非暴力援助。但是，在

盘算如何才能赢得斗争时，必须仅仅基于自身团体的能力和行动。这样，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

只要战略规划很合理，抵抗者实力强大，仍然有机会取得成功。然而，如果将成功和失败的责任

都交给了别人，如果他们不挺身而出，那么斗争就会失败。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含冤民众进行强

有力的非暴力抗争，表现出完全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成败的样子，此时，它们更有可能获得可

靠的外部支持。 
 

虽然依赖第三方的支持是危险的——因为第三方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但他们的支持有时也非

常有用。这些外部团体提供援助的动机可能各不相同，有时候，这与抵抗者的目标和选择非暴力

抗争有关。在其他时候，第三方可能指望在非暴力抵抗者成功推翻压迫性政权之后获得经济或政

 
1 118 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Boston, Massachusetts: Porter Sar-gent, 1973。也发行为三卷（平装版本）： 《权力与抗争》、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和《非暴力行动的动力机制》。
 

119 第三方是指既不属于非暴力抗争团体也不属于对手阵营的团体。他们可能是冲突所在的整个社会的成员，也可能是该社会以外的

团体。 
120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1875 年至 1891 年担任国会

议员，1880-1882 年担任地方自治联盟领导人，然后担任地方自治联盟领导人。 



治利益。(当然，短期的经济利益也可能是第三方支持对手并拒绝支持抵抗者的强烈动机）。 
 

非暴力抵抗者应该在斗争之前和斗争过程中设法赢得第三方的援助。他们可以寻求的帮助类型包

括：物质资源、安全的行动基地、不干涉，以及认可非暴力抵抗者的目标和手段的合法性。大力

支持抵抗者的第三方可能会向对手施加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甚至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对手。然而，

在依赖第三方提供的支持时，始终要合理地保持谨慎的态度。如果这种外部援助从未产生或消失

了，抵抗运动需要能够有效地继续进行斗争。 
 

毕其功于一役还是几场运动？ 

 

根据战略评估的结果，必须确定是否可以通过单次全力以赴的斗争来实现冲突的目标。如果单次

斗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就需要制定合理的战略，以切实可行地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谨慎地评估是否有可能通过单次运动来成功地实现目标。正如我们在第三十六章所述，这应

该包括：留意非暴力抗争的特点和要求，同时，在战略上准确地评估对手和潜在抵抗者的能力。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非暴力抗争向强大的对手发起重大冲突时，很少能够在单次努力中

实现全部目标。 
 

下面这个不完整的清单列出了单次抗争取得成功可能需要的先决条件： 

 对手已经广泛地丧失了合法性——无论这种丧失是否已经公开表达出来。 

 对手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都高度依赖于可能采取不合作措施的民众。 

 民众已经拥有或正在形成不受对手阵营控制的团体和机构。 

 充当对手“权力支柱”并为其提供必要权力来源的团体和机构动摇不定，没有全力支持

对手阵营的领导者。 

 对手目前针对普通民众的控制措施并不完全有效。 

 普通民众——尤其是最有可能进行抵抗的团体——要么以前具备运用非暴力抗争方法的

良好经验，要么接受了开展抵抗行动的合理建议，并了解自己的作用。 

 斗争中重点关注的问题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支持。 

 已经为这场斗争制定了明智的大战略，支持特定人群和机构采取具体的抵抗行动，包括

那些充当对手“权力支柱”的机构。 

 在对手的官僚机构以及警察和军队中，大部分人对于对手阵营的领导者的忠诚度和协助

程度充其量是不确定的。 
 

在针对政府或政权的大规模冲突中，在冲突之初，抗争团体不太可能有能力消除对手的权力来源，

从而瓦解其政权。然而，如果为了实现斗争的目标而试着发起单次运动，就应该准备应急计划，

以防这场运动最终不能取得成功。如果试图发起单次斗争但没有取得成功，对手的机构不仅会继

续存在，而且可能会变得相对更加强大。因此，抵抗者的士气和抵抗能力都将遭受严重的损失。 
 

因此，通常来说，较为明智的做法可能是为几场目标有限的运动做出初步准备。这些目标需要与

更宏观的重大目标相符，并有助于实现该目标。这并不是说在目标上要有所保留，而是应集中自

己的力量攻击对手的软肋，以便实现抵抗者力所能及的目标。随着抗争运动实现有限的目标，并

努力增强受虐群体和抵抗者的力量，发动有效的非暴力抗争的能力也将逐步提高。 



 

确定目标 

 

需要细心地制定每次运动的目标，这些目标必须与抵抗者在整个冲突中的主要目标相符。正如我

们将在后文中讨论的，对于每场目标有限的运动，都需要制定明智的具体战略并开展熟练的行动，

以确保它有助于实现更宏观的重大目标。 
 

整体斗争的目标以及其每次运动的目标都需要制定得明确易懂，并获得广泛的认可。不应该使用

模糊的陈词滥调来表达这些目标，如“和平”、“自由”或“正义”。相反，它们应该是明确和相对

具体的，同时始终与总体压迫、不公有关。例如，尽管在二十世纪 20-40 年代反对大英帝国的斗

争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总体目标是印度独立，但甘地为 1930-1931 年的运动所制定的具体目标

是 11 个有限的具体要求，他认为，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印度将更接近于自治。 
 

陈述目标时使用的措辞不应被解释得过于灵活。适当的措辞将确保我们更容易衡量具体运动或更

广泛斗争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目标也不应过于详细：在某些斗争中，“自由选举的议会”可能是

合理的目标，但申明议会应该拥有 537 名成员则显得过于详细了。 
 

针对有限的运动，不妨选择某个可以作为恰当进攻点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选择的问题要能

够代表普遍的苦痛、不满，或者是普遍问题的某个具体方面，而这个问题是对手最无力招架的，

而且几乎不可能证明其合理性。然后，最初的目标应该让非暴力抗争团体可以获得最大的支持。

与此同时，就这个目标而言，对手也有能力做出让步，或者抵抗者有能力实现它。 
 

在单次有限的运动中，如果目标选择不当，人们就会转移注意力，不再关注大战略的主要目标。

明智的选择会赢得普通民众和第三方的支持，甚至可能赢得对手阵营中某些个人和团体的支持。 
 

如果抵抗者正在反抗普遍的压迫、不公，而这种有限运动的目标在质疑这种压迫、不公所表现出

来的可悲现象，这往往会大有好处。例如，如果不能通过单次斗争废除所有的种族歧视，那么就

可以像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美国南部所做的那样，针对具体的歧视做法发起每场运动，例

如反对公交车和午餐柜台服务的隔离政策、就业歧视和投票限制。 
 

再比如，在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单次有限的运动可以侧重于捍卫现有政权想要禁止的反对派

出版物，反抗审查制度或对宗教自由的侵犯，维护社会或宗教机构的独立性，建立新的独立组织

（如工会），或反对选举舞弊。选择性目标也可以侧重于具体的重大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因为

这些问题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能够让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受对手控制，阻止对手实现其目标，或破

坏他们的权力支柱。 
 

如果抗争的对象是外国军事占领，则可以采取具有选择性的、有具体目标的类似抵抗战略。这些

运动的重点可能是拒绝占领政权的合法性，或不与它的某些特定机构合作。阻止对手培养有效的

占领能力和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是这种斗争中的重要内容。选择性抵抗的战略也可以侧重于拒绝

向入侵者放弃单个或多个具体目标。例如，抵抗的重点可能是阻止入侵者获得某种特定的经济利

益，或阻止他们利用教育系统、报纸、广播或电视向民众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 
 

在选择了集中进攻点之后，抵抗者切勿偏离目标，转向较差的行动方针或无望解决的问题。在有

限的几个进攻点上取得的初步成功将提高抵抗者的自信心，并让他们更能够有效地尽力实现更全



面的目标。 
 

与对手阵营相比，非暴力抗争群体所拥护的问题和目标的正当性，很可能有助于增强未来非暴力

抗争的效果。阐明的问题和目标将影响到受影响民众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力度，也可能影响到对手

阵营中某些人员以及潜在第三方的支持力度。在整个跌宕起伏的斗争中，只要压迫、不公保持不

变，目标始终具备现实意义、合理并且可以实现，就应该清楚地阐明目标并识别压迫、不公。 
 

增强民众和抵抗者的力量 

 

在通过不合作和不服从削弱对手力量的同时，也要调动普通民众的权力含量。在对手的组织和镇

压能力面前，这些人员和机构以前可能被认为是软弱无力的。要将受压迫、不公影响的民众的潜

在力量调动起来，转化为斗争中可以运用的实际力量，这对冲突的结果极为重要。 
 

从抵抗者的角度而言，大战略和每次运动的具体战略都应进行精心规划，以便抵抗者和普通民众

在斗争中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通过确定他们是否有独立的团体和组织，他们是否能够在受到镇

压时采用非暴力抗争方法，以及他们是否展示出了使用这种方法开展冲突的技巧，就可以估量出

他们的力量。 
 

抵抗团体的真实力量是无法替代的。如果参与者在斗争之初显得软弱无力，并且在冲突期间始终

如此，那么，他们几乎无疑会失败。在大规模的冲突中，有必要调动足够的斗争能力，通过大规

模的抵抗和消除对手的权力来源来击败对手。 
 

至少，抵抗者需要能够迫使对手在非关键问题上达成妥协方案。这意味着抵抗者需要有能力指挥

和协调各种力量，以便他们能够不畏困难地推进斗争。需要做出重大努力来增强抵抗者和普通民

众的力量，从而让对手再也无法驾驭他们。 
 

可以规划一系列分阶段的运动，以便增强含冤民众的力量，并削弱对手的政权。这些分阶段的运

动可以让民众具备非暴力抗争的经验。如果妥善地规划和实施，这个方案可以让抵抗团体获得系

列的成功。这可以提高他们进行这种斗争的技能，提供战略规划的经验，并提高民众和抵抗者的

自信心。 
 

增强机构的力量 

 

通常情况下，当公民社会——即由强大的独立机构组成的社会——很弱小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

压迫。已有的压迫性政权通常会设法破坏不受国家或政党控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的独立性。

独立机构受到削弱或破坏以后，就很难开展社会反抗运动。这些机构的强弱对于规划非暴力抗争

战略非常重要。社会团体和机构可以成为发动非暴力抗争的组织基础。个体可以亲自见证或参与，

但只有团体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 
 

公民社会中的机构通常由有组织的团体组成，这些团体既不会受到被国家管控的政治权力的垂直

控制，也不会被纳入其中。公民社会团体的例子包括体育俱乐部、园艺协会、某些工会和商业协

会、宗教机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它们可以存在于地方、区域或国家层面。 



 

其他重要的独立机构有时可能包括小规模政府机构，包括当地镇政府、学校以及立法、行政、税

收和司法机关。出现这种情况时，这些机构可能原本已经存在并受到了独立力量的控制，也可能

是人们创建了新的此类机构以取代被对手阵营控制的机构。 
 

因此，维护和强化现有的独立团体和机构并创建新的机构，会大大有助于提高在未来发起有效抵

抗的能力。战略规划者必须仔细考虑这些机构的状况，因为它们对于确定民众成功开展非暴力抗

争的能力非常重要。 
 

如果此类独立社会团体和机构很弱小或基本不存在，此时则可能需要建立新的团体或组织，以便

为未来的强大抵抗运动做准备。或者，也有可能将某些尚未完全独立的现有团体或机构转变为具

有更多独立行动能力的团体，从而能够在未来的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和强化此类机构可以

大大增强在未来发起非暴力抗争的能力，并能够扩大其效果。 
 

领导者的作用 

 

领导者是指为开展冲突而做出最重要决策的人员，他们本人也会发挥号召力以便在冲突中获得支

持者。 
 

对于未来抵抗运动的规划者来说，必须审视不同的领导模式，包括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模式、富

有个人魅力的领导模式，以及确保团体充分参与的委员会结构。需要考虑不同模式在不同局势下

的优点和缺点。领导者总是容易受到攻击、诋毁、拘留或暗杀。因此，需要事先安排好领导者的

接任者和继任者。 
 

还应注意的是，在某些以非暴力为主的斗争中，如俄国 1905 年革命，除了局部和暂时的领导者之

外，在不同阶段往往难以或不可能确定谁是领导者。需要分析以下可能性，即在广泛地传播非暴

力抗争的知识（包括其动力机制和要求）以后，可能在实际斗争中就远远不太需要明显的领导者

了。 
 

需要制定若干措施，以减轻因对手铲除抵抗运动领导者而对运动造成的损失。这些措施应包括在

冲突开始前就在整个抵抗团体中间广泛传播斗争的行动计划。有时，为非暴力抗争建立更加分散

的机构（如塞尔维亚在 2000 年所做的那样）也会有所帮助。 
 

在选择领导者时，应考虑到某些品质。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了解自己的民众并关心他们的福利，

精通各种技术和战术，主动承担责任，不抢别人的功劳，对上下级保持忠心，了解对手，汲取自

己和他人的经验教训，最大限度地发挥和鞭策下属的能力，并且能够知人善用。 
 

非常重要的是，领导者应该深刻地了解非暴力抗争，并且能够做出明智的战略规划，或者具备良

好的判断力和谦逊态度，能够依靠其他具备这类素质的人提供战略指导。 
 

确保获得关键的物质资源 

 



抗议者和民众在斗争中需要使用各种物质资源。在发起公开冲突之前，就必须确定并确保获得这

些资源。如果没有物质必需品，冲突就无法有效进行，民众也可能不愿意支持斗争。 
 

例如，有必要调查当前提供的食物、衣服、能源、医疗用品、通信和运输，并制定计划以便在未

来可靠地获得这些物品或服务。 
 

抵抗战略家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哪些物资？在斗争中，这些物资和获得这些物资的途径会

受到什么影响？抵抗者和第三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供应它们？抵抗者如何化解或补救对手

限制或切断抵抗者所需物资供应的企图？是否能够在斗争前或斗争中分散地供应物资，从而让对

手不太容易切断或扣押这些物资？能否开发新的方法来生产这些物资和资源，让对手不能轻易地

通过控制这些物资和资源来挫败抵抗运动？抵抗运动是否有其他选择或对策，以确保获得物质必

需品？ 
 

破坏对手的权力来源 

 

在围绕重要问题而发生的重大冲突中，不要不切实际地指望，因为人们即便面对对手的残酷镇压

也在采取非暴力方式进行抗议和抵抗，对手就会改变心意。正如第三十三章所述，有些人偶尔会

因为非暴力抵抗者承受的痛苦而在某种程度上转化。然而，如果在大规模冲突中牵涉到不容妥协

的问题和重要的权力关系，就不要天真地指望转化的机制能够化解冲突。此时需要采取更强有力

的行动。 
 

如果非暴力抗争能够削弱对手的力量或让其陷入混乱，那么，它就最为有效。在规划每个战略行

动时都必须牢记这一点。需要精心地制定战略，以便集中抵抗者的力量，打击对手政策或控制体

系中的薄弱环节。 
 

破坏对手的政策或制度的最有效方法是削弱或消除他们的权力来源。在针对有限问题的相对小规

模的运动中，只在部分程度上需要使用这种方法。例如，在罢工或重大经济抵制中，撤回劳工或

停止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对手的经济资源。在这些冲突中，抵抗者通常没有必要破坏对手的其

他权力来源。 
 

然而，在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中，如试图赶走外国占领者或瓦解独裁政权，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家

们不妨试着削弱和消除尽可能多的这些权力来源。这就需要使用非暴力抗争的武器来对付关键目

标，通常是对手最脆弱的“权力支柱”。 
 

因为不容妥协的问题和重大权力关系而产生激烈的冲突时，抵抗者需要制定战略方案，以便试图

通过象征性的抗议、不合作的形式或破坏性的干涉措施来限制或切断对手的权力来源。如果各个

组织和机构也参加此类行动并纷纷反抗和不合作，行动就会变得特别有力。他们的抵抗行为所产

生的影响将因对手对他们的依赖程度而各不相同。 
 

通常情况下，明智的做法是按某个优先顺序来打击对手具体的权力来源。这个顺序可以根据某些

标准来加以筛选，有时包括它们的脆弱程度和它们对于对手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述，有个最重要的权力来源，那就是权威，即合法性。2000 年 10 月的塞



尔维亚极其严重地破坏了这个权力来源。没有权威，其他权力来源就不稳定。121正如我们此前所

述，所有的政府都依赖于其国民、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和协助。当这些机构不

能充分提供所需的权力来源时，或者当它们缓慢或低效地执行政权的意愿和命令之时，甚至断然

拒绝协助和服从之时，该政权的权力就被削弱了。 
 

政府可能试图通过制裁或惩罚来让人们重新服从和合作。然而，只要民众对政权权威的接受程度

很有限，即使是制裁也不足以强迫人们服从和合作。如果民众继续坚持不服从和不合作，甚至愈

演愈烈，那么对手的权力就会减少或土崩瓦解。当警察和士兵拒绝服从命令时，这种影响就会加

剧。这时，权力的另一个关键来源——制裁——也会被消除。 
 

在某些冲突中，可以采取具体行动，以削弱对方军队和官员的士气和可靠性。有时，这种努力可

能只会产生很少影响，甚至没有影响。面对非暴力抵抗者，军队有时会实施暴行，如 1989 年的中

国和 1988 年的缅甸。在其他时候，破坏部队的努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 1991 年的俄罗斯和

1986 年的菲律宾。为了不威胁军人的生命，民众采取非暴力方式进行抵抗，这种整体局势有时足

以在士兵和警察中造成严重的士气问题。这可能会导致镇压时懈怠不力，偶尔（尽管很少）会导

致不服从命令和兵变。虽然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依赖军队的这种不服从，但向部队、警察和官员施

加影响的特殊努力可能被证明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再认可现有政权、不再与其合作，也不再服从它，那么该政权就会被削弱并土崩瓦解。这

就解释了“人民力量”的现象，以及在强有力地运用这种方法时独裁政权为何会崩溃。 
 

集中力量攻击其弱点 

 

为了取得最大效果，非暴力行动需要集中力量对付关键目标。在选择这些目标之前，需要仔细考

虑自己的实力、总体目标和运动目标；对手的目标和立场，包括他们的软肋；以及相关问题本身

的重要性。拿破仑的格言“在关键时刻再怎么强大都不为过”也适用于此。 
 

制定的运动战略需要利用抵抗者的优势来暴露和攻击对手的弱点和软肋，同时避免在对手力量最

强大和最容易防守的地方与其交战。这既适用于选择运动目标，也适用于在这些运动中选择战术

性的攻击目标。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某些斗争所反抗的政策或政府可能获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

况下，斗争往往涉及到不容妥协的问题，而斗争和运动目标最初可能不会获得全体民众的普遍认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运动和行动的目的就应该是增强抵抗者的力量，削弱对手或其政策所获得

的支持。这些斗争通常需要远远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胜利，而且外部状况也将不利于抵抗者。 
 

然而，通常来说，在为运动战略中的特定行动选择进攻点时，非暴力抗争战略家应采取的明智做

法是，将目标放在对手、其政策或这两者的薄弱或特别脆弱的支撑点上。我们已经注意到，抵抗

者需要集中力量攻击重要的“权力支柱”，即为对手提供支持和各种权力来源的团体或机构。然而，

如果最初就将目标放在对手最强大和最容易防守的权力支柱上，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例如，如

果对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军队内部很团结，士气高涨，富有凝聚力，那么在斗争初期，如果将诱

发普通士兵中的不满情绪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可能就是不明智的做法。 

 
121 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对手要么是某个羽翼丰满的政权，要么获得了羽翼丰满的政权的支持。 



 

相反，如果对手严重依赖矿产资源的销量，而非暴力抗争团体的支持者或成员又将生产这些矿产

资源的矿井团结起来了，这就暴露出了对手的主要弱点和抵抗者的重大优势。明智的运动可能包

括，利用这些工厂的罢工、怠工或其他类似措施来向对手施加经济压力。关键仍然在于，集中力

量来打击对手最薄弱的权力支柱，从而攻击对手脆弱的力量来源。 
 

集中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应该选择能够让非暴力抗争群体发挥优势的活动和施压措施，而不是暴

露其弱点。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以及这些工会的内部纪律），许多经济施压方式，包括刚才列举

的那些经济施压措施，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效果。与此同时，如果工会对于对非暴力抗争团体的

支持和声援是抵抗者的巨大优势，那么如果针对对手阵营的关键权力支柱发起罢工，那么，这种

罢工可能会被证明是有效的。再比如，如果抵抗者获得了大众宗教机构的全力支持，那么在斗争

中利用它们就是明智的做法。然而，如果宗教机构支持对手，那么，就不应不明智地筹划需要借

助于他们的力量来抵抗对手的活动了。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方法的选择。如果非暴力行动的方法需要抵抗者进行若干准备或具备若干能

力，那么，只有在拥有这些能力时才能够选择该方法。除非示威运动的组织者确信到场人数足以

在运动中实现该行动的既定目标，否则就不应该举行此类活动。如果自愿绝食的抵抗者不愿意在

其宣布的整个时间内坚持绝食，就不应该发起绝食运动。如果没有能力实施消费者抵制，就不应

该发起这类行动。 
 

然而，如果 (a) 抵抗者有实力实施这些方法，并在对手进行反击的情况下继续采用这些方法，且 

(b) 这些方法符合选定的运动战略，能够打击对手脆弱的权力支柱，那么，上述方法就是可行的。

在所有情况下，应将选中的方法纳入运用抵抗者的优势来攻击对手弱点的战略计划中，集中力量

攻击脆弱的权力支柱。否则就会忽略在斗争中步步进逼的机会，同时暴露己方潜在的重要弱点，

而对手则会急不可耐地利用这些弱点。 
 

让对手失去平衡 

 

抵抗运动需要让对手失去平衡，而且必须在对手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向其发动进攻。在这里，时机

和速度可能很重要。然而，与军事斗争不同的是，非暴力抵抗者通常不需要借助于突然袭击来取

得成效。 
 

实施抵抗者战术的时机可能非常重要。抵抗运动的战略家和领导者必须能够判断民众何时愿意进

行抵抗。有时，可以将行动的时间刚好安排在某个重要日子或特殊场合。如果计划让几个团体采

取联合行动，那么每个团体采取行动的确切时间就很重要。在斗争的各个阶段，抵抗行动的时间

安排也很重要。例如，必须确定从象征性行动转向大规模不合作的恰当时间，或者在总体大战略

中发起新运动的时间。 
 

在应对对手的主动进攻时，可能需要迅速采取防御措施。例如，如果对手试图通过入侵或政变夺

取整个国家的控制权，则应在进攻者奠定对该国的有效控制能力之前就开始抵抗。同样，当压迫

性政权试图控制或废除社会的独立团体和机构，以扩大其对政府机构和社会的控制能力之时，抵

抗也很重要。为了保持这些团体和机构的行动自由和未来的抵抗能力，捍卫这些团体和机构是必

不可少的。 



 

阻止对手的控制 

 

在所有的大规模冲突中，抵抗者都需要做出努力，阻止对手确立或维持其控制能力。反抗应该坚

持下去，只要实现目标需要这样做，或者只要非暴力抗争群体愿意忍受预期的镇压措施并继续进

行其他方面的抗争。这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 
 

（1） 抵抗者和他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应该 (a) 公然地不服从，不与对手合作，从而导致对手无法

控制他们，同时也削弱对手的力量，并且 (b) 将反抗运动广泛地散布到民众和社会中。有时候，

将抵抗运动散布开来的做法可能包括采用相对温和的拖延战术，并让某些阶层的民众假装无能为

力。在其他时候，它可能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反抗和不合作的方法。让抵抗运动在各地四处开花

往往也是必要的，尽管可能会有若干实际的重心（如重要的城市或工业区），在这些地方，集中的

抵抗有时会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力。 
 

（2）具体而言，如果要应对入侵或政变，抵抗者需要阻止和破坏对手的任何合作，并让这些合作

无效。拒绝成为入侵者的合作者团体，就是在具体而充分地运用不服从和不与对手合作的总体政

策。 
 

(3) 抵抗者应该努力削弱对手的军队、警察和官员的效率。此时，要离间他们对领导者的忠心，并

在可行的情况下试图诱发他们的不满、叛变或逃亡。 
 

抵制对手的暴力镇压 

 

非暴力抗争会给许多对手带来严重的问题。自然而然，那些权力、特权和控制权受到威胁的对手

会感到不安。出现这种情况时，强大的对手很可能会采取暴力镇压手段。抵抗者可能会受到殴打、

监禁、攻击、绑架、伤害、拷打或杀害。 
 

这种镇压不是非暴力抗争失败的标志。事实上，这种镇压证明了非暴力抗争在很大程度上让压迫

者感到不安。就像军事冲突中那样，伤亡并不是非暴力抗争失败的标志。对于愿意并能够通过伤

害和杀戮来维持其统治的对手来说，伤亡是与他们发起激烈冲突的预期人力成本。 
 

对手应对措施的粗暴和野蛮程度，或几乎不诉诸暴力的文明或开明程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然

而，需要预料到对手可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抵抗者不应对对手的反应感到意外，而应该为之做

好准备。 
 
 

在过去的运动中，某些抵抗者认为，当对手实施强力镇压措施时，他们就被打败了。如果抵抗者

认为自己已经被打败了，那么，他们就会被打败。然而，事实上，失败并不是镇压的必然结果。

严厉的镇压反而可能导致抵抗加剧，第三方提供更多的支持，有时甚至会获得对手阵营成员的同

情和支持。 
 

如果不了解镇压，如果不对镇压采取明智的对策，对手的暴力就会造成破坏，引发恐惧，并导致



民众士气低落。民众可能开始不愿意因为抵抗而冒险承担这些后果。有些人可能会因残酷的镇压

以及亲友的痛苦和死亡而感到愤怒，可能希望采取暴力以牙还牙。然而，这种以牙还牙的暴力不

会增强抵抗运动的力量。正如我们在第 31 章所讨论的，它没有战略目的，而且几乎肯定会事与愿

违，削弱非暴力抗争的效果。 
 

从长远来看，面对暴力镇压，最有效的对策就是显明它不会让抵抗者屈服，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抵

抗。面对严厉的镇压，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有时也会让对手自己的民众感到不安，并让第三方反对

对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直到对手的领导层认识到暴行会事与愿

违，或者直到对手的政权因权力来源被切断而出现政治饥荒，从而变得虚弱和崩溃为止。 
 

抵抗者可以采取措施，以削弱镇压对抵抗者和民众造成的影响。有时可以选择不太具有挑衅性的

抵抗办法。例如，可以敦促人们不要上街，以防他们很容易被枪杀，同时敦促他们呆在家中，这

样就不会成为明显的靶子。有时候，可以采取“闪电”行动，让参与者们因为某件事而迅速集结

起来，然后在警察或军队采取对策之前迅速散去。 
 

为了减少镇压的影响，可能需要改变战略和战术，例如采用风险较小但仍然具有反抗性质的方法。

有时候，暂时的撤退可能是明智的，并应调整抵抗运动的方向。也可能会加大努力，以颠覆对手

的警察、部队以及民众。只要有可能，就必须为镇压措施的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持，如医疗援

助、心理支持、财务援助和类似措施。从根本上说，抵抗者需要保持团结和决心，以便继续通过

非暴力抗争进行抵抗。 
 

在对付严厉的镇压时，也可以设法增加对手采取镇压措施的成本。某些战略家建议，如果极端的

暴力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设法确保让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公众、旁观者和记者都可

以看到。 
 

应该公布有关暴行的消息，以便疏远对手阵营的成员和盟友，包括其决策者、代理人、普通民众，

以及第三方的成员。因为暴力镇压而被疏远的对手阵营的合作者有时甚至会因此而改变立场。在

某些情况下，极端的镇压可能会导致国际经济制裁，并对实施暴行的政权施加外交压力。 
 

长久地坚持非暴力纪律 

 

非暴力抗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对付有能力调动大规模军队和警察的对手，正是因为它不试图直接

对抗这种类型的权力。相反，斗争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进行的，这对对手来说更难驾驭。如果抵抗

者或别人代替他们采取了即便很有限的暴力（包括在应对暴行之时），结果也会适得其反。在非暴

力抗争中，抵抗者的暴力会增强对手对非暴力抵抗者有效实施镇压的能力。 
 

相反，对暴力对手坚持非暴力纪律有利于让非暴力抗争的机制发挥作用，包括偶尔适用的政治柔

道过程，第三十二章已经讨论过了这个话题。在某些非暴力抗争的过程中，对手的残酷暴力与抵

抗者坚持不懈的非暴力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往往会让非暴力抗争获得更多的支持，调动更

多人的参与热情，并削弱对手所获得的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决不能保证人们必然做出这类反应来支持抵抗运动，事实上，这类反应往往不会

发生。然而，抵抗者坚持非暴力纪律会大大推动这个进程。 
 



非暴力纪律包括两个部分：(1）坚持斗争的战略计划；（2）不使用暴力。如果抵抗者不遵守战略

计划，就会产生混乱，偏离目标，而不再集中力量攻其要害。如果非暴力纪律受到破坏并发生了

暴力，这会给非暴力抗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并可能让对手获利。 
 

如果抵抗者的参与热情过高，采取了原始战略计划之外的行动，或者决定不执行计划中规定的行

动，这往往会对斗争成果造成很大的伤害。尽管有时创新可能是有益的，但它也可能是危险的。

抵抗者需要约束自己，执行精心制定的计划，以便获得成功。 
 

普通民众和所有抵抗者都必须了解到他们需要全力参与当前的运动。还应制定克服恐惧的方法。

此外，他们也需要了解并认可面对严厉镇压时的纪律严明的对策，以及面对挑衅和镇压时为何要

继续坚持非暴力抵抗。 
 

整个冲突的大战略需要提供相应的方法，以便通过非暴力行动方式最终取得斗争的成功。它必须

排除在稍后阶段采用暴力的可能性，因为届时抵抗者的暴力正是对手求之不得的。抵抗者的暴力

将让他们有理由对抵抗团体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并趁势诋毁抵抗者，说他们实际上是企图伪装成

非暴力行动者的恐怖分子。允许以后可能使用暴力会导致抵抗者放弃制定相关的行动计划，而要

取得成功，则需要在冲突的关键阶段采取这些行动计划。抵抗者的暴力还可以增强对手从其民众、

警察和部队中获得的内部支持。胜利在望的斗争应该继续依靠它此前所拥有的力量。否则，冲突

的进程可能会发生逆转，从而最终让对手获胜。 
 

抵抗者转向暴力的消极后果可能包括：参与抵抗的人数减少、镇压加剧、伤亡增加、对手阵营内

部变得更加团结、对手的军队和警察进行镇压时的士气提高、抵抗者失去“道德制高点”、国际同

情和支持减少或丧失。 
 

促进非暴力纪律的方法可能包括口头和书面的指示和呼吁；保证和宣誓；在示威期间动用“法警”

来协力维持秩序；筹划高难度的非暴力活动以保持主动权；避开特别容易演变成暴力的活动；对

先前承诺坚持非暴力纪律的参与者施加压力；举行“社会心理剧”活动，预先排练严重冲突情况

下的预期行动和镇压；以及做出各种努力来提高非暴力行动参与者的士气。可以禁止示威参与者

携带武器、酒精和毒品等参加示威活动。 
 

从方针到行动 

 

要确保非暴力抗争的效果，上述方针极为重要。然而，为了对结果产生影响，如有可能，必须在

斗争之前根据这些方针制定计划，然后在冲突期间加以实施。 
 

如果制定了战略计划并进行了充分准备，这样的非暴力抗争过程将是充满活力的。它需要在面对

许多可能的变化和问题时采取明智的对策和老练的行动，以便让冲突在最终取得成功。 
 

5、进行抗争 
 

战略计划的作用 



 

本书前几章所描述的各种非暴力抗争的案例在发起之初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几乎毫无例外的

是，在开展这些斗争时，它们都没有为即将发生的重大冲突制定战略计划。1930-1931 年印度的

案例最接近于战略计划，尽管 2000 年的塞尔维亚也有战略规划的成分。 
 

本书中介绍的方法是更慎重的方法。它设想抵抗者在斗争开始前进行了细心的分析和战略制定。

如果事先做出规划并慎重地发动斗争，这可能会增加斗争获胜的几率。预先制定计划也可能会减

少——但不能消除——发生惨重伤亡的概率。 
 

斗争开始以后，它就不再是静态的。权力关系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非常迅速。尽管非暴力抗

争团体应始终努力在冲突中保持主动权，但它可能会不时获得或失去动力。可能会出现意料之外

的问题和挫折，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非暴力抗争团体的战略计划者和领导者应尽力预测冲突局势的变化，并乐于在斗争过程中考虑到

这些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可能需要调整执行现有运动战略的战术计划。要想在大战略内为即将

开展的未来运动继续制定战略计划，那么，冲突局势的变化就应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极少数

情况下，如果最终确定斗争中遇到的挫折源于战略规划不力而不是执行不力，则可能需要改变现

有运动的战略。 
 

在本章中，我们将提出若干想法，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些想法可能有助于指导抵抗者应对这些问

题。 
 

让民众为抗争做好准备 

 

如果在冲突开始前就开展某些活动，非暴力抗争的效果就会大大增加。这些活动可能包括：为即

将开展的行动改善社会环境，在潜在的参与者中传播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增强独立团体和机构的

力量，以及提高抵抗者熟练运用这种方法的能力。 
 

在让普通民众为以后的斗争做准备时，有个重要的初步步骤就是传播关于不合作的简单概念，并

让他们基本上理解非暴力抗争方法。必须要确定潜在的抵抗者团体已经多么深入而广泛地了解了

非暴力抗争。对于某些人群，可能需要更全面地解释非暴力抗争。例如，这可能包括更多地强调

不合作的作用，认识到暴力在这场斗争中毫无价值，必须被摒除在外。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可以

使用各种传播手段，包括广播、录音带和录像带、传单、小册子、书籍、漫画和故事。 
 

还必须评估在未来的每场运动中需要哪些技能，以及预期的抵抗者是否已经具备这些技能。如果

没有，那么，就有必要为培养这些技能而开展若干准备工作。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宣传分阶段进行的、目标有限的运动的理念，进行这些运动既是为了实现这

些目标，也是为了增强从属群体和社会的力量，同时削弱压迫性政权的控制能力。需要让民众习

惯于做出反复而持续的努力，而不是期望立即取得成功。 
 

在精心准备的运动中，普通民众和特殊团体会收到明确的指示，要求他们采取纪律严明的方式开

展具体的抵抗和反抗行为。在危机（如政变）发生之前，也可以针对特定类型的抵抗行为确定其

方针，并对突发事件做出指示。这些指示可能包括：明确民众中各团体和社会中各机构的抵抗作



用。 
 

经验还证明，即使在最极端的极权主义制度下，独裁者也不可能完全切断抵抗者和普通民众之间

的所有交流。在纳粹占领区和共产党统治下，非法的新闻报道、小册子，甚至书籍都出版和传播

开来了。 
 

面对问题：障碍还是挑战？ 

 

必须预料到，在冲突过程中会遇到问题。抵抗者看待和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抵抗

者与其领导者都需要将他们发现的问题视为挑战，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除非抱着这种态度，

否则就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 
 

因此，必须要学习如何审视严重的问题，以及如何制定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可

以克服、绕过或消除这些问题，确保斗争能够逐渐实现其目标。明智的做法是，尽力预测整个斗

争过程中出现的此类问题，并在它们发生之前寻求解决方案。 
  

保持势头和主动权 

 

必须让抵抗运动在冲突期间保持主动权和强大的势头，这样，运用的战略才能充满活力并产生效

果。如果不能做到这样，就会严重地削弱运动的力量。例如，在某天可能会发生无畏的、纪律严

明的、富有创意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兴趣、关注和支持。然而，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

个月里，没有发生新的抵抗行为，公众就会关注这段沉默和消极无为的时期，而不是此前的示威

活动。示威的影响力基本上就会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如果能够保持主动权，按照事先规划好的

战略开展新的抗议或抵抗行动，从而逐步推进抵抗运动，这将增强斗争的力量，促使运动取得成

功。 
 

非暴力抗争运动通常需要主动发起攻势，尽可能地掌握和保持主动权。如果运动始终具备抵抗的

能力，但不主动出击，就极有可能基本上陷入被动状态。这样，对手就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决定

做什么和怎么做，这会给它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只有在为筹备进攻性行动而阻止对手进逼时，才

应采取防御性行动。领导者和战略家需要牢记事先制定的战略，考虑他们在冲突的后续阶段可以

采取哪些方案来掌握主动权。 
 

即便在以防守为主的斗争中，如反对外国占领或政变的斗争，防御者也需要主动出击，成为斗争

的推动力量。防御者需要规划他们可以采取哪些进攻性行动来捍卫他们的制度基石、原则和行动

能力，以便迫使进攻者溃败或撤退。 
 

明智的大战略以及每场运动的特定战略，应制定不断推进的计划，让运动逐渐变得日益强大而成

功。 
 

根据大战略而开展的长期斗争中可能包括为有限目标而开展的若干运动。如果在接二连三的运动

中，每次运动的目标和负责首当其冲地发起抗争的人群各不相同，那么长期斗争的效果就有可能

更高，势头也会保持下来。 



 

在某些长期的斗争中，运动战略可能会在某个时期侧重于经济问题，在另外某个时期侧重于言论

自由问题，在第三个时期侧重于宗教问题。在这些运动中，每场运动都可能使用迥然不同的行动

方法。每场运动也可能要求不同领域的抵抗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进来并承担不同的风险。例如，

教师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内首当其冲，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镇压后果。在其他时期，神职人员、铁

路工人、记者、法官或学生则可能承担着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某些行动的首要责任。然后，在

某个时期主要负责抵抗运动的团体可以得到休整，因为具体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需要不同

的职业或地域团体在新的运动中承担更积极的作用。 
 

如果为推进日益强大的抵抗运动而制定了此类计划，那么就必须监测斗争的进程，以确定该运动

是否确实变得日益强大。如果运动已经基本上变得很被动或以防御为主，就需要转而采取更积极

的行动。必须做出并执行恰当的决策，以便增加斗争的动力、主动权和力量，让其更有能力实现

其目标。 
 

监测冲突对抗的进程 

 

在冲突过程中，对手和抵抗者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第三方的关系都可能发生许多重

要变化。非常重要的是，争斗双方从自己的“权力支柱”中所获得的支持力度和类型可能会增加

或减少。正如我们在第三十六章所述，其结果很可能是，尽管此前在制定战略评估时估量过整体

冲突局势，但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初的局势不是静态的。当抵抗者试图实施所选择的战略

或战术计划时，以及当对手采取对策时，各种因素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必须了解各方所获得的

支持发生了什么变化，目前正在如何变化，以及非暴力抗争计划是否实际上被实施了，以及实施

得怎么样。 
 

应该监测斗争的宏观影响力指标。这包括抵抗团体、普通民众、对手和第三方之间的演变。需要

提出各种重要问题。哪些演变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冲突对于对手的军队/官员/民众的观点、

士气和可靠性产生了什么影响？到目前为止，抵抗者在冲突中的韧性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

人数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在冲突期间，对手控制冲突局势和抵抗团体的能力发生了什么变化？ 
 

必须确定双方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趋势是怎样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这些事件是

否证明原来的战略计划是合理的，或者需要更改？是否预见到了对手的反击措施并因此预备了应

对措施，还是现在需要抵抗者采取新的行动？主动调整所采用的战术和方法乃至于在未来的审查

中评估所选择的战略可能具有哪些价值？针对冲突局势中其他相关的、不断变化的因素，也可以

收集更多的信息，包括宣传的使用情况、情报人员和告密者、对方关键人员的动向以及其他因素。 
 

在评估当前的斗争时，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评估运用具体抵抗战术和方法时的效果。当选择了

需要大量抵抗者参与的方法时，情况尤其如此。这些方法的例子包括经济抵制、罢工、各种形式

的政治不合作，甚至某些象征性的行动，如抗议游行或公开展示某些颜色或标志。如果许多人采

用这类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就传递了大量的信息，并能对冲突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呼

吁采用需要很多人参与的方法但回应者却寥寥无几，那么抵抗运动的弱点就会暴露无疑，这可能

会对未来的斗争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战略家和领导者需要设法监测他们正在开展的运动的优势和劣势，以便评估可能需要采取哪些新



的措施来提高其效果和成功的几率。借助于这种评估，有可能采取以下措施：（1）防止、纠正或

平衡某些负面的发展，或（2）采取新的举措来扩大抗争运动的力量，增强抗争团体的实力，削弱

对手，并获得更多的第三方支持。 
 

战术和方法的转变 

 

非暴力抗争团体为指导主要冲突进程而制定的明智战略不应被视如敝履，轻易地抛弃并改用其他

战略。然而，如果出现了机会，需要加速向前推进，或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重大反对，此时，在实

施所采用的战略时，相应的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 
 

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冲突的演变，抵抗者可能有机会采取此前设想过但并未筹划过的措施。如果经

过评估，拟定的新行动被认为是明智的，就需要筹划相关的运动，以便充分利用这个意外的良机。

然而，这些措施必须与已采用的大战略和当前运动的战略相符。 
 

此类运动还必须注意，不要分散注意力，去关注次要的问题，或开展对于斗争基本战略无关紧要

的活动。 
 

在具体的运动中，如果需要依靠民众来进行特殊的抗议、不合作或干涉，有时候也可能会做出调

整。在选择短期内采用的具体方法时，也可能会做出其他改变。这种方法或方法类别的改变，可

以用来将责任和危险从某个抵抗者团体身上转移到其他可能不太疲惫或更有纪律的团体身上。也

可以通过改变方法来改变施加给对手的压力类型，或者弥补非暴力抗争群体的弱点。战术和方法

的变化也可以增加运动的多样性和关注度，而且往往具有新闻价值。 
 

减速还是加速？ 

 

如果斗争的过程表明，抵抗者在面对惩罚和痛苦时不具备必要的力量和能力，就必须承认这个事

实。必须设法在继续斗争的同时纠正这些弱点。 
 

与此同时，如果对手的重大弱点暴露出来了，或者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超出了预期，则可以明智

地加快抵抗节奏和执行拟定战略的速度。 
 

战略和战术的实施需要敏锐地觉察不断演变的冲突局势。如果某项战术行动成功了，那么会怎样？

如果某项战术行动失败了，然后会怎样？如果这次有限的行动取得了部分成功，那么接下来呢？

必须大力培养对于不可预见或无法预见的事件的应对能力。这对于保存非暴力抵抗者和潜在支持

者的士气并让他们继续开展抵抗行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某次战术行动没有取得成功，则必须改

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要求暂时撤退，以便准备在今后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可能还需要问几个重要问题。什么时候应该明智地继续开展目前的行动以增加抵抗运动的力量，

或者相反，应调整这些行动？什么时候应该明智地发起新的活动，新的行动应旨在实现哪些具体

的有限目标？什么时候尽管遇到了战术上的挫折，也应该明智地尝试增强抵抗者的力量并坚守所

选择的战略？如何确定重新评估和更改已采用的战略是否明智？ 
 



在挫折中取得进展 

 

并非所有的斗争都会进展顺利。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和战略家需要做好准备，以便在对手取得重要

成果并实现部分或全部目标的情况下为抵抗运动提供相应的指导。 
 

挫折并不是永久的失败。如果没有预料到这些突发事件，如果抵抗者毫无准备地应对它们，那么，

整体大战略中特定运动的挫折和失败可能会导致士气低落、混乱和抵抗运动的溃败。与此同时，

如果有适当的预测和准备，抵抗者也许能够应付挫折，并在它们演变为溃败之前扭转局面。 
 

应该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可能包括设法：改进战略制定过程，加强抵抗者的团结，保持纪

律，提高他们采取抵抗行动的技能，以及增强他们在遇到镇压和其他问题时继续抵抗的能力。 
 

在审视过运动的动向并仔细分析过相关事件之后，必须确定挫折是否源于所选择的目标和战略。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目标选择得很明智，实现目标的战略也是精心制定和计划的，那么就不应该

轻易放弃或更换目标和战略。 
 

战术层面上的困难未必就是放弃战略的理由。不过，战术层面上的改变可能是合理的。普通民众

和抵抗团体可能还很弱小，因此需要壮大其力量。战略和战术可能实施得很糟糕。可能存在组织

和领导问题。抵抗者可能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对抗对手的力量和行动。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查明

抵抗运动中相关弱点的确切本质，并在适当的层面上予以纠正。 
 

如果已经实现了每场运动的目标，则需要认可这些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归功于抵抗者。这种认可

和赞誉将有助于抵抗者在后续冲突阶段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成果。 
 

结束冲突 

 

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抵抗者的力量和技能如何，也无论对手的本性和行动如何，任何斗争方法，

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都不能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取得成功。当然，需要充分考虑到冲突的

外部环境和对手的本性和能力。然而，决定斗争结果的其他重要因素往往受到了忽视，那就是抵

抗者表现出的技能、准备工作、勇敢、战略和坚持。如果这些素质很薄弱或缺乏，那么斗争很可

能会失败。但是，如果具备并能够强化这些能力，那么抵抗者就有机会在无情的对手面前获胜。 
 

冲突基本上会以三种方式结束：失败、喜忧参半的结果，或成功。采用非暴力抗争的冲突也不例

外。 
 

失败 

 

失败可能包括未能实现所宣称斗争目标的纯粹失败，以及抵抗运动的全面崩溃。这与军事战争中

的失败相似，只是对非暴力抗争的这种评价采用了通常不适用于战争的额外标准，即实际上是否

已经实现了所宣告的目标。 
 



失败可能源于力量不足，或组织、毅力或战略方面的缺陷。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在非暴力抗争中，

真正的力量是无法替代的。 
 

失败的后果将各不相同。有时，这可能意味着身体上的痛苦、生命的丧失、精神上的痛苦、经济

上的损失、条件的恶化，或新的法律限制。如果士气低落，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再次采用这

种方法的机会可能就很渺茫。 
 

如果非暴力抗争的失败几乎是毫无悬念的，或者至少是大有可能的，那么，非暴力领导者和战略

家就需要仔细地斟酌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即使抗争团体当时无法实现其目标，它也不必放弃这些

目标或以其他方式承认对手的合法性。应该采取慎重的措施，确保在进行重大重组、强化内部力

量、进行新的战略分析和准备之后，有可能重新开展斗争。 
 

如果运动证明了自身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对抗对手，并彻底土崩瓦解了，那么，它当时就几乎

什么能力来挽回失败。 
 

然而，如果失败并不彻底，但抵抗者和广大民众当时没有能力在失败后重新集结起来，那么就应

该暂时停止行动。可以努力在危机中尽量挽回局面。必须知道如何有条不紊地撤退到易守难攻的

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可能因具体局势和争斗双方的力量而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某次斗争被打败了，则必须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失败。确定了这些因素以后，就有必要对它

们进行研究，看看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是否可以在未来纠正它们，如果可以，如何纠正。必须仔

细地进行这种分析，不能作过于简单的解释，如“对手太残忍”。 
 

需要尽力利用艰难的局面来进行重组并做新的准备。如果抵抗者和民众中还存在抵抗精神，那么

至少要保留若干小规模的象征性抗议方式，并继续开展若干有限的组织工作。这就是挪威哲学家

阿恩·纳斯(Arne Næss)所说的“微观抵抗”122。随着环境的改善，幸存的抵抗运动领导者和战略家

需要为未来的非暴力抵抗做准备，鼓励人们采取小规模、低风险的行动，以后甚至可以针对小目

标发起有限的地方性抗议和抵抗活动。 
 

并非所有的失败都是彻底和永久的。即便抵抗者似乎被打败了，尽管对手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

力量实际上可能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在军事战争中，这名叫 “惨胜”。即使有时候目标没有实现，

抵抗者也可能提高了组织力量和抵抗技能。这类成果可以为以后增强实力和效果奠定基础。然而，

可能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局势，包括新的战略评估。 
 

喜忧参半的结果 

 

当然，在实践中，冲突的最终结果往往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失败，而是两者兼而有

之。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抗争团体需要重新评估形势，并确定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实现运动最

初的全部目标。 
 

 
122 阿恩·纳斯将微观抵抗定义为“由个人和规模极小的临时团体发动的抵抗，大型组织的暴露和毁灭不会影响它，至少不会直接影

响它。”见 Adam Roberts, ed., Civilian Resistance as a National Defense,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1967 and The Strategy of Civilian Defenc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7), pp. 252 and 270n。其中提供了几个例子。 



必须准确地报道和了解有限的成果。它们不等于失败，但也不是完全的成功。然而，如果非暴力

抗争团体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对手也有可能经历类似的挫折。他们可能会失去自信心，变得

软弱无力，更无法在未来否定抵抗者的目标。 
 

如果斗争取得的成果未达到抵抗者的期望，但不存在可以质疑所选战略有效性的根本问题，那么

就必须继续采用同样的战略，但也许可以采取新的方式。然而，如果在早期抵抗中发现了严重的

问题，并且可以将它们视为阻碍未来取得其他成果的因素，那么，就需要重新斟酌以前的战略计

划。 
 

不可能在单次斗争中实现所有的重大变革，在某些运动中，通过谈判来结束斗争可能是明智的。

有时候，通过谈判来取得成果——而不是失败——这个事实本身就堪称胜利，因为它体现了权力

关系的改善。有时候，在没有正式谈判和协议的情况下，可能会休战或制定临时解决方案。 
 

非暴力抵抗者可以在次要的、非本质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但不应该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做出妥

协，也不应该放弃基本原则或要求。抵抗者需要知道其中的不同，不应声称次要问题是基本原则

或主要目标。全面实现基本原则或要求的时间可以推迟，但不能放弃。 
 

休战或达成临时解决方案之后的时期将是艰难的。抵抗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重新集结起来，强化

其阵地，或巩固成果。人们不应该继续沿用与以前相同的战略路线。新的战略和战术是非常重要

的。战斗失败后的初次行动应该是短暂的，但绝不应该让对手控制抵抗者未来的行动。非暴力抗

争团体不应让自己完全陷入被动，再次屈服。必须在撤退甚至失败期间，寻找机会来恢复力量，

为更顺利的行动做好准备。如果通过态度、权力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基本变化而赢得有限的成功，

这些成功很可能是真正的、持久的，不会轻易被夺走。 
 

战略家和领导者需要评估如何才能加强斗争的力量，以便他们能够在最终成败参半的运动或斗争

中继续向前，走向能够实现其全部目标的新运动。他们如何从失败中恢复生机，重新集结起来，

加强人民的力量，并准备继续进入斗争的新阶段？他们是否需要专注于更容易攻克的具体目标？

或者他们是否需要扩大目标，以利用他们最新发现的优势和机会？在这个重新集结和恢复实力的

时期，战略和战术将特别重要。 
 

成功 

 

需要准确地理解有限运动中或根据大战略开展的重大非暴力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非暴力抗争的

成功被定义为：实现了抗争团体的实质性目标。抗争者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这就是宣布胜利的

全部条件，即使对手没有明确地承认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正如我们刚才所述，某些非暴力抗争最终可能会成败参半。但是，如果最终的结果仅仅是抵抗者

的士气提高了，仅仅是普通民众变得更有组织、更善于反抗了，或者对手阵营仅仅被削弱了力量，

那么这场斗争就不能称为全面的成功。这些情况确实可以视为成果，但它们还不是全面的成功。 
 

如果有了重大进展，胜利在望，此时人们必须小心。这是个关键而危险的时期。非暴力抗争团体

可能会变得过于自信和麻痹大意。这时，对手会做出极大的努力来避免投降。非暴力抗争团体最

后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运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成功结束，这包括谈判、对手满



足要求，以及对手政权的垮台。 
 

在某些情况下，争斗双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可能包括了非暴力抗争团体所争取的目标。有时，

未参与冲突的机构（如法院）可能会通过其决定认可这些目标的合法地位，如 1956 年阿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活动的结局。然后需要审视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直

接或间接影响。在极端情况下，如废除极端独裁统治的非暴力起义，成功可能源于压迫性制度的

解体。这种解体可能是因为该政权以前的“权力支柱”因为广泛而密集的不合作而减少或切断了

该政权的权力来源。 
 

通常情况下，对手会坚决否认，反抗者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目标是因为其抵抗运动的力量。被打败

的对手有时会尽力挽回面子。这也可能是因为，强大的对手很少希望反对派团体和普通民众意识

到，通过采取明智的战略和行动，他们潜在的权力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权力。对手也可能会对这种

变革做出其他的解释。也许，对手可能会声称，他们的观点或政策被误解了，压迫、不公是管理

不善或下属的错误行为造成的，或者变革早就拟定好了。他们甚至可能会说，非暴力抗争团体的

行动实际上耽搁了变革。 
 

获取成功的途径会因所选择的目标、冲突的规模和对手阵营的性质而各不相同。当民众发起大规

模冲突来反对愿意实施残酷镇压措施的强大独裁政权之时，独裁政权可能会被以下因素削弱力量：

普通民众收回其权力和服从，社会大规模停工，大罢工，大规模呆在家里，反抗性质的游行，失

去对经济、交通系统和通信的控制能力，公务员和警察的怠工和反抗，士兵变相的违抗或公然叛

变，或其他活动。这种反抗和不合作如果实施得很睿智，并有大量的民众参与抵抗运动，那么，

甚至独裁者也会变得无能为力。民主力量将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获得胜利。 
 

当然，这并不是非暴力抗争的常见情况。大多数情况远远没有面对极端的独裁政权那么困难。面

对强大的独裁政权，要想取得胜利，抵抗者很可能需要发起几次运动，并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然

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条件有利并且已经打下了充分的基础，独裁政权就可能极其迅速地土崩

瓦解，正如 1989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 
 

巧妙地处理过渡问题 

 

非暴力战略家和领导者应该尽早为抵抗者提供深度信息，以帮助他们面对和解决运动即将取得成

功或已经实现其目标之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对手企图破坏这场运动，宣称抵

抗者所争取来的成果实际上是由其他团体争取来的，或者，他们甚至可能企图通过政变来夺取国

家政权。 
 

在过去，若干基本或完全成功地实现目标的非暴力抗争遭到了对手势力的干预和破坏，这损害了

业已取得的成果或产生了新的压迫性政权。例如，1917 年 2-3 月的俄国反沙皇革命取得了成功，

然而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于 10-11 月夺取了国家政权。再比如 1979 年伊朗的非暴力革命，其结

果是建立了神职人员独裁政权。如果能预料到这些事件，并事先制定好计划来防止和应对这些危

险，这类事件就不太可能发生了。 
 

如果斗争旨在瓦解既定独裁政权，并且已经实现了其目标，那么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不

确定时期。抵抗者应事先斟酌，在斗争结束后如何从独裁政权过渡到新的临时政府，以便建立可



行和更好的政治制度。应该阻止任何企图成为新独裁者的人或团体，当然他们自身会否认这种意

图。 
 

对于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家和领导者来说，准确地评估局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还需要巩固胜利果

实，并决定如何最好地防止和挫败对手势力的潜在攻击。这可能包括国际攻击，如军事侵略或外

国情报机构及其合作者的活动。需要特别留心制定相关的计划，以便挫败政变123和建立新独裁政

权的任何其他企图。还需要留心制定计划，以便应付独裁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的过渡期的危险，并

认识到，必须要建立有能力抵御潜在新威胁的自由社会。 
 

在过渡期，值得关注的短期问题包括：如何巩固和强化新建立的民主和民众统治，如何促使军队

和警察投诚并接受新的制度，以及如何抵制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的阴谋。 
 

应该明智地认识到，独裁政权垮台后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并不是所有人和团体所期望的理想社会。

未来仍然需要实现其他的重大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发明和充实各种途径，以便实现民主统治、政

治自由、民众参与以及社会和经济正义。在目前为止，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目标也没有

完全实现，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需要大力关注的严重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

民众明智而勇敢的非暴力抗争，旧的政治秩序内隐藏的严重压迫已经被有效地废除了。这种胜利

为改善和充实人类社会的其他有效措施开辟了道路。 
 

拓展未来的潜力 

 

当今的世界存在着许多尖锐的冲突、无所不在的压迫和严重的暴力，非暴力抗争方法具备相当大

的潜力，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取得比以往更大的成功。战略分析、规划和行动可以大大增加

我们在未来使用这种方法的效果。 
 

关于战略性非暴力抗争的重要性和明智部署，此处发表的见解并不是盖棺定论之言。除开它们之

外，也有许多其他的非暴力抗争战略的研究成果，战略规划者和领导者应该研究这些成果。彼

得·阿克曼博士(Dr. Peter Ackerman)和克里斯托弗·克鲁格勒博士(Dr. Christopher Kruegler)在其著作

《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民众力量的动力机制》中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分析结果。124 它们

详细地分析了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 12 个总体原则。 
 

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战略性非暴力对抗》125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既回顾

了人们对于这种斗争方法的基本见解，又更深入地分析了运用这种方法的几个要素。这些因素包

括战略评估、心理行动、战略分析、恐惧、领导力、污染物和协商。 
 

现在迫切地需要将主要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以下任务中：改进非暴力抗争方法，在战略上更广

泛而熟练地运用这种方法来代替暴力，并探讨在各种各样的冲突局势中如何运用它来取代消极无

为和暴力。 
 

 
123 参阅吉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的著作,The Anti-Coup, Boston, Massachusetts: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3, 以及吉恩·夏普的著作， 
Civilian-Based Defen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4 彼得·阿克曼和克里斯托弗·克鲁格勒，《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民众力量的动力机制》(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
don: Praeger, 1994), Chapter Two, pp. 21-53. 
125 罗伯特·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关于基本原理的思考》，Boston: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4. 



附录 A  做出非暴力抗争的战略评估126 
 

在试图为分阶段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抗争制定总体大战略之前，或为该斗争中的每场运动制定有限

的战略之前，首先必须收集和分析有关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大量信息。 
 

仅仅熟悉非暴力抗争方法并了解其运作方式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为了在特

定环境中尽可能有效地采用非暴力抗争，战略规划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规划者本人并不熟悉“冲突局势”或斗争的背景，就不可能制定明智的战略来开展具体的斗

争。必须了解和比较未来冲突中双方阵营以及最初并不直接参与其中的群体的特点、优势和弱点

（实际和潜在）。也需要审视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气候和其他因素。 
 

做出战略评估可以提供这些必要的信息，而这又将提高非暴力抗争战略家的能力，以便他们制定

明智的战略，最大限度地提高实现目标的概率。 
 

这篇文章旨在为做出这种战略评估提供指导方针。我们首先将解释什么是战略评估。然后，我们

将研究在收集相关信息和做出这种分析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最后，我们将谈谈战略评估的作用、

用途和局限性。 
 

战略评估的重要性 

 

军事规划者在制定战役计划之前通常会做出战略评估。这个过程提供的信息对非暴力抗争也是非

常有用的。然而，就目前所知，在以往筹备非暴力抗争活动时，人们从未谨慎而周详地研究过冲

突局势，而这种研究对于战略评估是必不可少的。相反，过去的非暴力抗争的领导者充其量只是

依赖于他们对即将发生的冲突局势的不太准确的印象。因此，过去的抗争团体往往没有尽力做出

充分的准备，以制定恰当的行动方案来增加胜算。正确运用战略评估可以帮助他们做好更充分的

准备，也让他们不太可能在筹划非暴力抗争活动时忽略某些重要的事实。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战略评估就是推敲和对比非暴力抗争团体与其对手（我们称之为“对手阵营”）

的优势和劣势。在某些冲突中，对手阵营可能是政府本身或统治政权的某个特定部分。在其他情

况下，对手阵营可能是非政府实体，如教育机构、经济组织、宗教机构、交通系统或其他类型的

机构。非政府性质的对手阵营可能获得了现任政府的支持，拥有其控制和镇压手段，也可能没有。

事实上，准确地识别这种关系是做出战略评估的首要任务。 
 

对于参与制定战略的人员来说，分析对手阵营和非暴力抗争团体的权力支柱以及其他政治因素的

那部分内容尤其非常宝贵。此外，那些负责宣传的人员也会发现人口统计方面的信息非常有用。

有关军事部队的信息，如其位置和能力，非常有助于行动规划者预料对手对于非暴力抵抗所采取

的军事对策。战略评估的其他内容与所选战略的其他要素相关。 
 

然而，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战略评估的相关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可能非常宝贵，但战略

规划者也必须记住，在为未来的斗争制定战略和辅助计划之时，除了战略评估之外，还有其他重

要的因素。因此，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战略规划者不应纠缠于当前局势的细枝末节，而应将战

 
126 本附录基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赫尔维的著作。 



略评估与制定战略以及其实施计划中的其他重要因素协调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牢记卡

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建议：“战略是为实现战争目的而采取战斗的理论。”换句话说，战略家会

在某种程度上运用战略评估所收集信息的分析结果，从而确定战役的目标、时间和地点，而那些

将发动这些战斗的人则会制定他们自己的辅助计划。127对战略评估的某些内容的重视，表明它们

对于规划者具备重要的价值：它们有助于后者确定战略，并确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辅助计

划。 
 

针对冲突局势的战略评估可能是战略规划者所依赖的最重要文件。它需要进行高度认真的、有条

有理的、主次分明的理性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斗争所处的局势，并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方案来实

现冲突的目标。由于战略性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战略评估制定出来的，所以分析的信息

数量和分析本身的质量都有助于确定所制定战略的质量。在理想情况下，这份文件应该以草案的

形式接受批判性的审查，以便其他人能够质疑事实的准确性和分析的质量。 
 

如果对争斗双方的优势、弱点和能力抱着不准确或不现实的看法，这将会制定不明智的战略，并

可能意味着失败。尽管在无法获得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有时有必要对争斗双方做出假设，但任何

假设都比不上事实。因此，必须尽量少做假设。如果做出假设，应特别小小，以确保其尽量正确。

当然，只要有可能，最好还是使用事实。 
 

所需的信息 

 

战略评估者应该为七个话题领域寻求可靠的信息。这七个领域是： 
 

1. 总体冲突局势 

2. 冲突双方所关心的关键问题和目标 

3. 对手阵营 

4. 非暴力抗争群体（以及更广泛的受虐群体） 

5. 第三方（友好的、敌对的、中立的或未表态的） 

6. 依赖性平衡 
 

根据这种研究所获得的信息和认识，非暴力抗争团体更能够制定明智的战略来指导如何开展冲突。 
 

战略评估有多种用途。战略评估过程将大大有助于确定战略方案。此外，它也是重要的参考文件，

可以用来制定实施所选战略的辅助计划。战略评估也有助于制定政策和应对危机，并有助于为各

个组织提供合理而且缜密的分析结果和事实数据。 
 

当你审视战略评估中包含的以下信息要求时，这项任务可能会显得相当艰巨，而且确实如此。但

是，你不应想象成单个人在尽力收集和分析所有这些信息，而是应该想，谁了解这个特定的话题，

这个人或这些人是否能够向我提供信息？从主题专家那里获得信息以后，那些与评估过程直接相

关的信息就可以纳入战略评估中。 
 

 
1 127 Neue Bellona 9 (1805), p. 271.摘录自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0.
 

 



1.总体冲突局势 
 

对于即将开展的非暴力抗争所处的总体冲突局势，此处详细列出了许多信息类别，这样做是有价

值的。借助于这些信息，可以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冲突局势。如果熟悉所有相关的因素，知道它们

可能对对手阵营或非暴力抗争团体产生的可以想见的影响，这显然大有好处。这些因素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方面： 
 

 地形和地理 

（包括地形和水路，以及它们会如何帮助或阻碍冲突中的当事方) 
 

 交通 

(包括冲突中任何当事方所有可用的交通工具，当地和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替代路线，

以及它们会如何影响任何当事方的能力） 
 

 通讯 

(所有类型、使用权、管控程度、监视、隐私问题，等等） 
 

 气候和天气 

(包括季节性变化以及其对交通、通讯、食品和农业以及双方活动的潜在影响） 
 

 政治体系和管理体制 

(包括从最高层到小分队的各级机构的特点和能力；中央控制措施或地方举措的任何变化；

谁控制国家以及国家、政党和被控制的从属机构的作用或职能） 
 

 经济体系 

(包括经济类型和状况，工会和商业部门的实力和独立程度，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司法体系 

(特别是该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国家或对手阵营的控制） 
 

 人口统计信息 

(有关总人口以及冲突相关人群的信息，包括按年龄组、性别、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不

同地点的人口密度和识字率进行分类统计） 
 

 人口阶层分化 

(包括社会经济阶层、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原住民和移民的地位等；这些人的地理

分布；这些团体在满意度、忠诚度或经济利益方面的任何变化或差异；以及不同人口团

体之间的任何冲突，无论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否与非暴力抗争有关） 
 

 对经济资源和生活保障品的控制 

(燃料、食物、水等，以及一方依赖于另一方的后果) 
 

 公民社会的状况 

(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生活的程度和状况，包括组织程度和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权；以及不

受政治制度和/或政权控制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在其他方面的状况) 
 



此外，必须要研究眼前的总体政治形势。戒严令或其他严厉镇压手段等特殊控制措施是否生效？

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潮流和趋势是怎样的？ 
 

2. 对手阵营的问题和目标 
 

非常重要的是，应从对手阵营和未来的非暴力抗争团体的角度出发，针对冲突中的关键问题确定

或制定准确而且明确的声明。这些声明往往以每个团体的公告为基础，但有时可能需要从其他渠

道、独立观察员或其他团体获得额外的信息。 
 

此外，必须确定并认识到两个团体的不同目标。这些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或水火不容的？已

经阐明的目标有时并没有提供完整的信息。这两个团体可能不仅有短期目标，而且还有当时可能

未公开的长期目标。在为非暴力抗争团体制定战略时，这两种类型的目标都很重要。 
 

非暴力抗争团队确定的明确目标是制定战略和实施计划的先决条件。如果在做出战略评估时还没

有阐明其目标，那么就应该非常仔细地评估对手阵营和抗争团体的目标。 
 

双方阵营的问题和目标，以及每方认为这些问题和目标有多么重要，可能会对冲突期间双方的行

动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问题和目标很可能会影响对手阵营在多大程度上决心抵抗或镇压抵抗运动。

这些问题和目标也可能会影响非暴力抗争团体在受到镇压之时坚持进行抗争的韧性。此外，第三

方或普通民众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持非暴力抗争团体，在部分程度上往往也取决于这些部门如何

看待冲突中的关键问题。 
 

3. 对手阵营 
 

极其重要的是，要充分并详细地了解非暴力抗争团体在冲突中将要面对的对手阵营。这种了解应

侧重于对手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意图声明或针对其利益或意图所做的假设。需要详细回答关于

对手阵营的下列问题。 
 

 他们的政治体系是怎样的？ 

 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是怎样的？ 

 他们的经济体系是怎样的？ 

 这些体系是相互独立的，还是紧密联系的？它们是否以任何方式依赖于潜在非暴力抗争

团体的政治、社会或经济体系？ 

 上述各个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结构的控制？ 

 对手阵营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其他教义方面的信仰和承诺的本质是怎样的，其重

要性如何？ 

 对手阵营的人口统计特征是怎样的？(年龄、性别、出生率和死亡率、识字率、教育水平

和地理分布等） 

 在普通民众和机构中，对于对手阵营的制度或政权的支持程度如何？ 

 意识形态状况如何（多大程度上从理论上支持对手阵营和/或政权，或抵制其政策和控制

措施）？ 

 对手阵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以下每个潜在的权力来源？ 

- 权威或合法性 

- 人力资源 

- 特定的技能或知识 



- 心理或意识形态因素 

- 物质资源 

- 实施制裁的能力 
 

 为对手阵营提供必要的权力来源的支柱是什么（人、团体和机构）？需要详细地审视其

中某些支柱。这些支柱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 道德和宗教领袖及团体 

- 劳工团体 

- 商业和投资团体 

- 公务员和官僚 

- 行政人员 

- 技术人员 

- 警察 

- 监狱 

- 军事力量 

- 情报部门 

- 媒体 

- 外国投资者 

- 特定阶层或种族群体 
 

 这些权力支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手阵营本身的影响，或受到其实际或潜在的控制？是

否受到了广泛的受虐群体或潜在的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影响或控制？哪些支柱最强大、最

持久？哪些支柱最弱小、最脆弱？ 

 谁是对手阵营的内部（国内）盟友，其支持程度和可靠性如何？ 

 谁是对手阵营的外部（外国）盟友，其支持程度和可靠性如何？ 

 其中是否有任何盟友可以被视为对手阵营的“天然盟友”？(如果对手是政府或政权，这

可能包括军队、情报部门、公务员、商业界、定居者、外国政府、某些政党，等等） 

 谁是对手阵营的“天敌”？(例子可能包括受到压制的少数民族、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失

业者、工人、政党、下层、中层或上层阶级，等等） 

 对手阵营的各部门内部是否会潜在或实际地支持或同情非暴力抗争团体？ 

 对手阵营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行政、组织部门、复杂性、效率、可靠性、主动性程度、

集中控制程度等）？ 

 对手阵营的军事能力是怎样的？必要的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 各部队的实力、数量、规模、结构和类型 

- 各部队所在的地点 

- 对手予以还击、实施镇压和恢复控制的军事能力，包括他们实施暴行的能力和意愿 

- 在迅速发生示威活动时军队赶到现场的速度 

- 重要部队的指挥官及其特点 

- 部分官员和指挥官的性格特征 

- 部队的效率、可靠性和士气 

- 军事人员的总体情况，包括教育、阶级、宗教、政治、动机、族群、年龄段和产生不

满的可能原因 

- 部队运动和作战的后勤保障、补给线地点，以及补给方式 

 对手阵营的警察能力是怎样的？(如同上述的军队信息类型，也需要获得关于警察和其他

安全部队的类似信息。) 



 对手阵营控制着哪些情报组织（若有）？它们的特点是怎样的，包括它们的已知活动和

资源？ 

 对手阵营的战略技能水平如何？ 

 对手阵营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合格的领导能力？ 

 对手阵营拥有哪些非军事控制手段？例子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 审查制度 

- 拥有电台、电视和纸质媒体 

- 控制着教育体系 

- 通过金融手段来影响行为 

- 控制着私营行业或国有企业 

- 国际认可 

- 控制着通信技术 

- 控制着司法机构 

 对手阵营有哪些政治分歧、内部冲突和其他弱点，比如，在领导团体和辅助性组织、机

构或民众群体的内部？ 

 是否有任何组织或机构通常会支持对手阵营，但有可能会投诚或进行有组织的破坏？ 

 对手阵营目前的领导层是否因竞争、权力斗争或其他原因而在内部产生了争议或争执？ 

 可以确定对手有哪些其他的软肋和弱点？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脆弱不堪和内部冲突 

- 无能的领导或治理能力 

- 被民众所鄙视，或在民众中间普遍留下不良的印象 

- 缺少训练有素的战略家 

- 意识形态破产 

- 经济危机 

- 腐败 

- 没有能力抵御外国施加的外交或经济压力 

- 在进行控制时过度依赖于镇压或军事手段 
 

4. 非暴力抗争群体（以及更广泛的） 
 

充分而详细地了解非暴力抗争团体和“受虐群体”（定义为对手阵营政策和行动的广大受害民众）

以及其他潜在或实际的同情者，与了解对手阵营同等重要。对于战略评估的这部分内容来说，非

暴力抗争团体的利益和意图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尽管如上所述，在研究争斗双方的关键问题以及

目标时，应该将它们记录下来）。此处只应该关注该团体的实际状况和能力。 
 

因此，需要针对非暴力抗争团体的以下问题做出详细的回答： 
 

 非暴力抗争团体及其潜在或实际的同情者（包括整个受虐群体）的人口统计信息是怎样

的（年龄、性别、地理分布、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等）？ 

 他们的政治体系是怎样的？ 

 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是怎样的？ 

 他们的经济体系是怎样的？ 

 这些体系是彼此独立运行的，还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对手阵营的政

治、社会或经济体系相同，或与其结合起来，或保持独立？ 

 上述各个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结构的控制？ 



 受虐群体和非暴力抗争团体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其他教义方面的信仰或承诺的本

质是怎样的，其重要性如何？ 

 普遍的意识形态状况是怎样的？（多大程度上从理论上支持非暴力抗争团体，以及它的

想法、立场或纲领）？ 

 广大含冤民众、特定团体、机构和人脉圈子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或潜在地支持非暴力抗争

团体？哪些团体能真正提供帮助？ 

 在冲突过程中，哪些人群最可能或最不可能向非暴力抗争团体提供支持或同情？ 

 第三方或以前“中立”的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或潜在地支持抵抗运动？ 

 谁是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天然盟友”？(例如，学生或青年、政党和协会、宗教团体、种

族团体或少数群体，等等） 

 谁目前是或有可能是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内部和外部盟友？ 

 受虐群体和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内部冲突、竞争或权力斗争是怎样的（例如，某些团体具

备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或长期目标）？受虐群体和非暴力抗争团体的重要部门之间是否

存在着竞争关系？ 

 在整个受虐群体或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内部，是否会实际或潜在地支持或同情对手阵营？ 

 非暴力抗争团体实际或潜在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整个受虐群体实际或潜在的权力来源是

什么？ 

- 权威或合法性 

- 人力资源 

- 特定的技能或知识 

- 心理或意识形态因素 

- 物质资源 

- 实施制裁的能力 

 哪些权力支柱（人、团体和机构）有助于提供这些权力来源？需要详细地审视其中某些

支柱。例子可能包括： 

- 道德和宗教领袖及团体 

- 劳工团体 

- 商业和投资团体 

- 公务员和官僚 

- 行政人员 

- 技术人员 

- 媒体 

- 被统治的阶层或种族群体 

- 青年和/或学生组织 

- 其他社会机构 

 受虐群体或非暴力抗争团体的这些权力支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非暴力抗争团体或反对

团体的影响，或受到其实际或潜在的控制？ 

 在抵抗活动中适合利用那些权力支柱？需要强化哪些支柱？是否需要创建新的支柱？ 

 还可以发现哪些其他的软肋和弱点？是否可以通过蓄意的努力来消除其中的任何弱点？ 

 非暴力抗争团体目前是否是具备凝聚力的运动团体或组织？如果是，它的组织结构是怎

样的（行政管理、机构分支、复杂性、效率、可靠性、主动性程度、集中控制程度，等

等）？它是否拥有能干而合格的领导者？ 

 非暴力抗争团体及其领导者的战略技能水平如何？ 

 在非暴力抗争团体中，谁了解非暴力抗争的理论、方法和实际动力机制？ 

 整个受虐群体、该群体中的部分成员或非暴力抗争团体以前是否具备采取非暴力抗争的



经验？ 

- 以前发生在什么地方？ 

- 涉及哪些人群？ 

- 当时开展这种斗争的能力如何？ 

- 其结果如何？ 

- 以往的这些斗争能为当前局势提供哪些经验教训？ 

- 对于这些斗争的回忆是否准确，或者相关的错误看法已经流传下来了？它的后果是怎

样的？ 

 在这场冲突中，已经为采取非暴力抗争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非暴力抗争团体或其同情者已经具备哪些非军事控制手段（若有）？例子可能包括以下

内容： 

- 拥有电台、电视和纸质媒体 

- 拥有或掌控着电子媒体资源 

- 控制着教育体系（通过学校管理、教师、教授、替代性学校教育等） 

- 控制着私营行业 

- 国际上认可其合法性 

 非暴力抗争团体获取信息和情报的能力如何？ 

 非暴力抗争团体掌控着哪些经济资源？ 

 抵抗者的通讯能力如何？ 

- 信息是如何传递的？ 

- 这些措施的安全性如何？ 

最后，有必要大致根据上述信息，对非暴力抗争团体和整个受虐群体的抗争能力做个总体评估。

明智的战略家在规划运动时会尊重非暴力抗争团体当前的能力，而不会强人所难，要求他们具备

更多的抗争能力。如果需要拓展斗争能力，就必须留意恰当的方法，以便培养出更强大的力量。 
 

5. 第三方 

非常重要的是，应评估第三方在冲突过程中代表双方中任何某方所发挥的潜在作用。这里的“第

三方”是指最初未直接介入冲突的任何团体、机构或部门，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第三方的作用

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协力建立公共关系（为任何当事方） 

 提供外交援助或施加外交压力（为任何当事方） 

 提供财政援助（向任何当事方） 

 提供警察和军事援助（向对手阵营）；（旨在援助非暴力抗争的警察或军事行动反而会破

坏非暴力抗争） 

 提供教育和技术援助（向任何当事方） 

 提供安全区域（通常提供给抵抗者，但有时也提供给对手阵营） 

 施加经济压力（向任何当事方） 

 介绍非暴力抗争（主要提供给抵抗者） 
 

还有必要评估哪些第三方有可能向任何当事方提供这种援助，并确定哪些团体已经成为一方或另

一方的权力支柱。随后，战略家们需要确定应该争取哪些第三方的支持，以便有可能在未来获得

援助，同时也需要确定应该削弱哪些团体的力量。 
 

6. 依赖性平衡 



 

在制定斗争战略时，必须确定争斗双方中的哪一方依赖于对方，以何种方式依赖，在多大程度上

依赖。这些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在满足已查明的需求时，对手阵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抵抗团体或更广泛的受虐群体 

 在满足已查明的需求时，抵抗团体和受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手阵营 

 在满足已查明的需求时，对手阵营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或潜在地不依赖于抵抗团体和整个

受虐群体 

 在满足已查明的需求时，抵抗团体和受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或潜在地不依赖于对手

阵营 
 

结论 

 

在做出战略评估以后，随着冲突局势的变化，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已经根据准确和完整的

信息为具体的冲突妥善地做出了战略评估，就有可能清醒地思考，并针对如何行动做出明智的决

定，即使在面对重大压力和困难时也是如此。本文件采用了条理分明的格式，以便读者能够迅速

找到全面而详细的信息。 
 

在选择冲突期间使用的具体方法种类时，这种评估将大有帮助。例如，如果对手阵营严重依赖于

受虐群体来满足某些需求，不合作的方法可能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如果没有这种依赖性，

不合作就不可能产生效果。 
 

如果战略评估表明，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足以与潜在的对手阵营发生重大斗争，

那么，前者此时就不应该发起不自量力的斗争。在非暴力抗争的运动中，力量是无法替代的，也

没有捷径可走。如果这个团体的力量没有达到要求，那么最初应该仅仅采取有限的行动，也许是

象征性的行动，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就能产生若干影响。此时，应该推迟发起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

而应采取有效的手段来增强非暴力抗争团体反抗对手阵营的力量。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应

努力加强通常受压迫、不公影响的民众和机构的力量，并培养这个群体的能力，以便在未来发动

更强大的非暴力抗争。 
 

在关注可能有助于制定未来斗争战略的具体步骤之前，还需要关注其他因素。当然，其中有个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了解将要采用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可以采取慎重的步骤来获取和传播这种知识。 
 

然而，在获得这种知识以后，要想尽可能发挥非暴力抗争的效果，就应该制定和实施明智的战略，

而不单单是采用非暴力方法。制定这种战略的能力取决于是否充分地了解斗争所处的总体背景。

战略评估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规划者具备这种了解能力。 
 

有了现成的许多详细信息，就可以迅速完成规划工作，以便利用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新机会。 
 
 

 
 



第五部分 如何以最小伤亡和最大效力根除压迫 

《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161—179 页。页数：19。 

1、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彻底消除压迫？ 
 

南非抵抗运动的战略问题128 

 

如何以最小的伤亡代价有效地彻底消除压迫，并在同时让被解放者获得最大的长远利益呢？目前，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南非人民长期以来都在寻找这个解决方案。尽管本章只

是编辑和概括了 1963 年发表的四篇文章，并仅仅做了若干改动和补充，但其主要观点在 17 年以

后（即 1980 年）仍然具备不逊于当时的现实意义，尽管政府显示出了某些非常有限的、新的灵活

性。 
 

无论南非的冲突最终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在许多年以内，全球各地的许多人都将继续面对这个

普遍问题：如何彻底地消除压迫？我们希望，本章将提出问题，并指明可能的方向，以供那些仍

在寻求恰当答案的读者参考，知道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消除压迫。 
 

南非的局势现在非常令人绝望。政府在所谓“反对党”联合党129的支持下，多年以来加强了对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欧洲人的独裁统治。所有的变革措施都被堵死了。洪水正在迅速上涨。对南

非来说，没有任何出路不会带来重大痛苦和流血。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会越来越糟，民众长久

以来承受的痛苦和政府的暴力只会有增无减，矛盾在最终将彻底爆发，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无

论采用非暴力还是暴力抵抗手段，非欧洲人都将遭受巨大的痛苦。任何以行动会导致痛苦为由而

反对行动的人都极度不了解局势。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以及这种痛苦

是否有助于实现自由而人道的社会。 
 

本章试图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从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若干启发。因此，我无意于

“评判”、“谴责"或“指手画脚”，而旨在贡献若干想法，以便在总体上找到解决方案。南非的

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其经验教训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寻求行动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无论做什么，有些南非白人强硬派分子都绝

不会自愿同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许多欧裔南非人如此贪恋于他们的权力和

财富，因此他们将继续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更加僵硬的方式来应对每个挑战。因此，人们必须预

料到，他们将诉诸于严厉的镇压，因此，只有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后，才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

结束欧洲人的统治。 
 

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简单的道德说教是不够的。需要制定行动方案。除了在特定情况下的具

体行动方法外，还必须留意在具体斗争阶段所采取的战术，以及指导斗争进程的总体战略。 
 

 
128 基恩.夏普《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一书出版于 1980 年，当时南非仍处于种族隔离，所以，南非的抗争

成为这本书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南非在 1990 年代民主化，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南非抗争的案例并不

失去意义——中文终校者注。 
129   由于内部分歧，联合党在 1977 年解体了。两个新的政党应运而生：新共和党和南非党。其他前联合党成员加入了

进步改革党，该党后来改名为进步联邦党，现在是该国的第二大党。 



在考虑总体战略中的若干问题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如何让非欧洲人（主要是非洲人）在斗争中发挥最大力量，并最大程度地参与进来。130 

2.如何让某些欧洲人不再支持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欧洲人的统治，并让他们转而支持非欧洲人

的行动。 

3.如何向南非政府施加最大的国际压力，促使其进行符合南非人民整体自决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变

革。 
 

南非的非欧洲人可以采用两种主要的抗争手段：某种形式的革命暴力，或大规模的不合作和非暴

力反抗，即非暴力行动。暴力可能会采取阿尔及利亚斗争的总体模式，即可怕的游击战。尽管南

非国内外都有若干经验和想法可以借鉴，但不存在严格的非暴力替代模式。 
 
 
 
 

重新审视暴力的效果 

 

钟摆已经严重倾向于暴力。科林·勒格姆(Colin Legum)在《观察家报》上写道：“现在各方都怀

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了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过去，人们长期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

抗争方法（如卢图利酋长所体现的那样），但这已成为了昨日黄花。现在所有的谈话都在谈论暴

力策略，而不再是它的现实意义。”痛苦、沮丧和无助越积越多，暴力革命几乎不可避免了。非

暴力行动在过去未能取得重大胜利，这导致它被嗤之以鼻。政府试图阻止所有形式的抗议活动，

可想而知，人们觉得必须予以反击。 
 

非欧洲人请求对南非白人政府进行经济抵制和政治、外交、文化上的排斥，但世界的反应却仅仅

停留于空谈，实际行动小得可怜，因此非欧洲人自然对这种方法的潜力感到失望。尽管全球的非

暴力运动团体表明了若干姿态，确实始终未能提供任何重大援助，无论是带头进行国际抵制，提

供实用信息和分析抵抗问题，或者提供咨询服务（在需要的情况下）以帮助非欧洲人考虑开展有

效非暴力抗争时的重大战略和战术问题。 
 

非欧洲人已经为进行非暴力抗争做出了重大努力并付出了牺牲，虽然这些努力显然是不够的。没

有人会否认，如果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摆脱困境，他们会选择这种方式。 
 

然而，暴力救赎的理论方法已经拥有了如此多的追随者，以至于除非从战略角度对暴力的充分性

提出质疑，除非对非暴力行动的某些特质进行审查，否则人们可能不会公平地考虑其他行动方案。

由于人们没有耐心对革命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也由于人们厌恶非暴力方法的支持者经常进行笼

统的概括以及其说教倾向，因此往往很难考虑暴力和非暴力行动的利弊所在。 

 
130 尽管长久以来，人们都将欧洲人后裔称为“白人”，将非洲人后裔称为“黑人”，但我还是抵制这种做法。这些字

眼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社会的产物，只会让我们看到两个泾渭分明的独立群体，却必然无法看到各个种族之间的实际情况

各不相同，因而极难实施二分法的种族主义政策。这导致人们会考虑种族主义及其偏见、歧视、奴隶制、隔离和种族隔

离的做法，并因而将它变成了现实。话语背后对于现实的看法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它源于先入为主的错误看法，

扭曲了现实，并预示着灾难性的做法。 

团结运动使用“非欧洲人”这个词来指代非洲人、开普敦有色人种、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 

 



 

出于重要的原因，我们并不认为暴力抵抗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在暴力行动中，宣泄仇恨之情是

不够的，就像在非暴力行动中，反抗政府的人们仅仅增强自尊心也是不够了。还必须考虑到拟定

的行动方案将以何种方式促使运动取得成功。 
 

承认未来通过非暴力抵抗进行抗争的困难和危险，以及承认过去的非暴力运动的不足之处，本身

并不是支持暴力行动的理由。也有必要考虑到未来采取游击战和恐怖主义以及可能的新型非暴力

抗争方法时的困难和危险。如果要可靠地权衡各种可选方案，就必须比较每种抗争方法的优势和

劣势，并考虑每种方法的劣势是否可以被消除或被其他因素抵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

在发生。科林·勒格姆写道：“在对旧方法的有效性失去信心之时，人们有时不会切合实际地评

估暴力有可能被证明同样无法取得成功。 
 

在南非选择暴力斗争时涉及到许多困难和危险，因此现在应该重新考虑它的效果，同时探讨是否

可以摸索出比过去更有效的非暴力抗争方式。虽然军事优势并不能保证胜利——特别是在游击战

中——但必须注意到，南非政府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这远远不是非欧裔南非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除非有广泛和极其危险的国际干预措施。 
 

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来说，如果非欧洲人诉诸暴力，这对南非政府来说正中下怀。因为这为极其

严厉的镇压提供了借口，从而可能会继续削弱非洲人、开普敦有色人种、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的

士气。有人认为，这至少有过先例：政府可能已经在 1952 年的公民反抗运动结束时雇用了寻衅滋

事的特务，以便故意挑起暴力。1952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9 日期间的骚乱——当时运动正处于

高潮——导致 6 名欧洲人和 33 名非洲人死亡。这大大有助于欧洲人将这次非暴力运动与肯尼亚的

非洲人暴力运动“茅茅起义”相提并论，从而消除了部分欧洲人的同情态度。 
 

骚乱也有助于消灭非欧洲人的抵抗精神。例如，在 1952 年 10 月，有 2354 名志愿者反抗种族隔

离法，而在 11 月和 12 月，总共只有 280 人这样做。这种暴力并不是导致运动失败的唯一因素。

(有些人认为，对于更严重的刑罚的恐惧以及共产党人在运动中的内部活动也很重要）。然而，利

奥·库珀（Leo Kuper）在研究了这场运动以后说：“显然，骚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还

“为政府提供了机会，让其能够掌握主动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名正言顺地行使广泛的权力。”131 
 

人们经常提到 1960 年 3 月 21 日非洲示威者在沙佩维尔遇害的事件，将其作为放弃非暴力行动的

理由。然而，这种看法源于不了解非暴力行动的动态。(人们没有广泛地认识到，沙佩维尔的枪击

事件发生在部分非洲人违反非暴力纪律并向警察投掷石块之后，而在此之前不久，卡托庄园发生

了暴乱，这可能让警察变得更加紧张，并可能加剧了他们在沙佩维尔的暴行。) 然而，正是因为外

界认为这些被杀戮者是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它才在南非和全世界激起了如此强烈的情绪和激

烈的抗议。如果无法无天的暴徒入侵欧洲住宅区进行纵火和谋杀，警察在向他们开火时杀害了同

等数量的非洲人，外界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例如，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在沙佩维尔，不足 100 名

非洲人的死亡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抗议，与此同时，在阿尔及利亚斗争中任何 100 名阿尔及利亚

人的死亡却无人关心。 
 

沙佩维尔的谋杀案向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揭示了南非政府及其政策的真实本性。紧接着，国际上

对抵制计划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挪威，沙佩维尔事件发生以后，全国各地都降下半旗。这象征着

它的影响——如果南非政府能够证明那些被枪杀者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勇敢的非暴力示威者，那么

 
 



这种影响就会大大减少。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处决 Poqo132恐怖分子以后，外界的反应则相对

较小。 
  

非暴力斗争的代价和影响 

 

在非暴力抵抗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中，对于非暴力抵抗的性质，普遍存在着若干非常幼稚的看法。

不是说如果现行政权的反对者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那么压迫性政权也会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斗

争，并悄悄地默许抗争。不是说通过非暴力就能避免痛苦和牺牲。不是说如果对手进行残酷的暴

力镇压，那么抗争就已经失败，运动就输掉了。也不是说非暴力方法是很简单的方法。 
 

恰恰相反。人们必须预料到，如果非欧洲人采取激进的非暴力方式进行抵抗，这将会带来痛苦和

死亡。这在部分程度上正是社会和政治制度在受到抨击以后实施暴力的后果。而暴力镇压在某种

程度上肯定了非暴力行动的力量，也承认了非暴力行动对于这种制度造成的长久威胁。 
 

在对手加强镇压的时候，反抗者必须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不仅要继续反抗而且要加强反抗。这在

南非有时并没有发生。这种面对镇压而坚持抵抗的意愿产生了政治柔道。也就是说，政府原本应

有的强大力量变得无效，并反而危及到了自身。在那些有可能加入抵抗运动的人们中间，在政府

的长期支持者中间，以及在整个世界中，对于非暴力抵抗者的镇压往往会减少人们对政府的同情

和支持，因为人们发现，该政权依赖于并愿意对非暴力者行使赤裸裸的残酷暴力。这可能会导致

越来越多的人决心抵抗这种制度。它也可能导致政府内部的分裂。如果队伍足够壮大，在后期阶

段，勇敢的反抗者发动的反抗规模甚至足以导致镇压机构陷入瘫痪。 
 

因此，变革的代价可能是可怕的，但不会比暴力造成的代价更糟。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在非暴力

抵抗运动中存在着重大的苦难，但这远远低于暴力抵抗运动。就所涉及的人数而言，尽管印度的

非暴力抗争和肯尼亚的茅茅起义都是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但前者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后者。

俄罗斯监狱营地曾经发生过系列罢工（主要发生于 1953 年），我们掌握的相关信息表明，当罢工

基本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时，伤亡人数比发生大量暴力时要少得多。同样，在印度的运动中，那些

很少或没有诉诸于暴力的运动所造成的伤亡人数要低于诉诸于大量暴力的运动。在整个印度的独

立斗争中，可能不超过八千人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枪杀和长期斗争过程中造成的其他伤害。这只是

阿尔及利亚巨大伤亡人数的零头而已，后者的人口不超过 1,000 万，伤亡人数却估计高达 100 万。

指责法国人在本质上比英国人更野蛮，并不能解释这种情况。 
 

暴力叛乱的代价可能比非暴力叛乱的代价要高得多。我们不能因为对于非暴力行动的预期缓慢变

革（仅基于南非的经验）缺乏耐心，就对暴力斗争所需要的时间长度视而不见。在采用暴力手段

时也会陷入失败和僵局，而有时非暴力手段会迅速产生效果。暴力和非暴力的斗争方法都需要付

出牺牲并耗费时间。在某些情况下，某种方法可能貌似会比另外那种方法更快地见到成效。但是，

即使如此，也必须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可能的伤亡人数以及抗争将产生的社会类型。 
 

南非的斗争是摆脱暴政和实现自由的运动。因此，必须考虑到，所采用的抗争方法是否有可能实

现这个目标，或者，它充其量只能消除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并由其他群体取而代之。暴力斗争

结束之后，权力往往会集中在那些控制有效暴力手段的人手中，通常是军队和警察。这样，民众

 
132 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在科萨语中，“Poqo”是“纯”的意思。在袭击和谋杀几个白人家庭之后，南非国

民政府和美国将其归类为恐怖主义组织，并予以取缔。 



就失去了武装，也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斗争手段，因而在面对拥有这种暴力镇压手段的统治者之时，

就相对无能为力了。 
 

单单摧毁某种形式的暴政本身并不能带来自由。这需要将权力分散，而不是更多地集中起来。如

果仅仅摧毁欧洲人在南非的统治，而不将权力分散到民众以及其组织和机构中间，这意味着至少

与目前同等多的权力将集中在新政府的手中。新政府的权力甚至可能会更大，因为在新解放的国

家里，不断有实现中央集权的压力。这不容小觑，因为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

胜利以后往往不会继续当统治者，某个党派甚至某个人往往会成为统治者。即使这种情况没有立

即变得很极端，即便权力集中在最克制和最仁慈的统治者手中，如果发生政变，篡位的暴君也有

可能实施彻头彻尾的暴政。 
 

相反，非暴力抗争往往会将权力分散到全体民众中间。斗争的进程本身取决于民众自愿给予的广

泛支持和参与。在成功地结束斗争以后，军事力量不会集中在指挥官手中（这可能被用来支持新

的独裁政权），而且民众已接受过训练，知道如何有效地进行斗争，他们可以藉此维护和扩大自

由，反对新的篡权者。如果人们真心想要实现自由，而不仅仅是用某种暴政制度取代另外某种暴

政制度，那么这些考虑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为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应该促

使我们为最棘手的问题寻求其他非暴力解决方案。 
 

不充分的非暴力抗争 

 

对于暴力的上述批评意见绝不意味着南非的非暴力运动是充分的。首先，非暴力运动还不够充分。

也就是说，不行动、不抵抗和不使用暴力决不等同于非暴力行动。 
 

1906 年至 1914 年期间，南非的印度少数民族在莫罕达斯·K·甘地的领导下采取了非暴力行动，极

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然而，直到 1946 年，南非才发动类似规模的非暴力运动来反抗种族隔离

和歧视，而这次也同样是由印度人发起的，以便纠正“盖塔法案”(Ghetta Act)。从那时起，发生

了几次非洲人抵制公共汽车的行动（有些是成功的）、1952 年的反抗运动（其中有超过 8,500 名

非欧洲人因公民不服从种族隔离法而被捕入狱）、1960 年泛非主义者对通行证法的反抗（最终导

致了沙佩维尔惨案），以及试图发动的广泛罢工（这显然比政府当时承认的更成功，例如，1961

年为期三天的大罢工）。还有其他类似的行动。但很明显，非暴力行动是零星的，而且有很长时

间毫无作为。这往往出于情有可原而且必要的原因。尽管这些毫无作为的时期是必要的，但这种

必要性源于抵抗运动和非欧洲人群的弱点。(不妨想象，一支军队在战争中间隔数周或数月才进行

零星的小规模战斗，或者间隔数月或数年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 
 

然而，即使在南非这种情况下，毫无作为有时也不会加强被统治者的力量，而只会继续削弱其力

量。认为只要不使用暴力就能取得进展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在南非这种情况下，抵抗运动只是

零星地采取非暴力行动，那么除非被统治者在“沉默”期间大力增强了其力量，并且他们的组织

也得到了发展，否则就不会取得重大成果。 
 

如果参与者和民众不愿意为抵抗付出代价，非暴力抗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和暴力斗争的情况

非常相似。在传统的战争中，如果步兵在敌人的猛烈炮火攻击下溃败，该方就无法获胜。在这种

情况下，错误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部队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样，在非暴力抗争中，当对手实

施镇压并加大镇压力度时，非暴力行动者要想有机会获胜，就必须有力量坚持下去，甘愿为他们



的反抗承受更大的惩罚。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力量这样做，那么错误就不在于其方法，而在于行

动者本身。 
 

因此，在 1952 年，当政府严厉惩罚公民的不服从行为时，不加大反抗力度就是严重的战术错误。

1960 年，当政府面对泛非主义者的反抗而宣布该国处于紧急状态时，泛非主义者也不应该被吓倒。

在这种时候停止抗争会让政府重新占据上风，并让恐惧和顺从的心态再次在民众中间占据主导地

位。然而，在过去的非暴力运动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弱点：政府在面对非暴力行动时经常会采用很

狡猾的做法，即让非欧洲领导人不再参与政治斗争，而不是通过监禁让他们成为烈士并鼓舞民众

的斗志。例如，某个人可能会因为《镇压共产主义方案》而被“点名”和“清算”，从而被禁止

维护或加入特定的政治组织，发挥领导职责，或参加政治集会。全国领导人有时会根据该方案受

到审判并被定罪，被判处数年监禁，但只要他们不再犯该法案所规定的罪行，就可以缓刑。根据

《暴乱集会和刑法修正案》，当事人可能会被流放到远方，远离其家人以及其工作和活动的地方。

否则，就会对非欧洲领导人判处多年的监禁。这种选择对个人来说很严重，但同意停止政治活动

甚至流放的政治后果也可能很严重。 
 

领导人选择接受这些限制条件，而不是拒绝服从并自愿入狱，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就是为未来的抵

抗运动树立了有害的榜样。普通的种族隔离反对者不可能承受比领导人所遭受的更大的惩罚。然

而，愿意接受监禁和其他痛苦是变革的重大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创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罗伯

特·索布克韦(Robert Sobukwe)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自愿率先入狱。但与此同时，艾伯特·卢图利133

在他的自传中暗示，他打算服从禁令，直到该禁令在 1964 年 5 月到期为止（尽管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否会获准重新参与政治活动是值得怀疑的）。134政府因而获得了监禁非欧洲全国领导人所带

来的好处，而没有蒙受任何损失。 
 

诸如此类的影响往往削弱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战斗性和活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强

有力的非暴力抵抗和反抗，没有足够强大的运动能够真正带来希望（即便没有立即取得重大胜

利），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在绝望中会转向暴力。 
 

主要任务：增强被压迫者的力量 

 

南非政府——就像每个无论多么民主或暴虐的政府——要想长久存在，就必须指望其臣民愿意继

续与它合作并服从它。这种合作和服从可以体现为多种方式，如帮助管理经济体系，担任政府雇

员，以及完全服从该政权的法律和命令。 
 

这种同意有时是“自由的”，基于对该政权的支持或消极服从。在其他时候，这可能是“被迫

的”，也就是说，默许可能是源于民众的恐惧心理，害怕如果他们拒绝合作，就会受到监禁或其

他制裁。但即便是“被迫同意”，也体现了其取舍，即宁愿顺从和避免惩罚，也不愿意因为不服

从而承受痛苦。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权的长期存在都不仅取决于那些直接控制国家机器的人员

和团体的愿望和决心，而主要取决于全体民众的服从和合作。不服从的代价可能有所不同。在某

些情况下，比如南非，它可能高得吓人。民众撤回其同意的能力也可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他们

的决心、力量和为变革付出牺牲的意愿。 

 
133 艾伯特·卢图利(Albert Luthuli,1898-1967)，南非籍教师和政治家。卢图利曾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主

席，领导反对南非白人少数派政府的斗争。他曾于 1961 年获得 1960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因此，改变现有政府或实现革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抨击现有统治者和他们的直接代理人，而继续

维护现有制度或催生变革的主要责任也因而落在了大多数民众身上，如果没有他们的服从和合作，

那么，在血腥地企图迫使他们重新合作之后，这个制度将会崩溃。因此，在南非实现变革有赖于

增强非欧洲人（主要是非洲人）的力量。 
 

因此，即使现有统治者从不相信变革是可取的，变革也是可以实现的。主要的任务在于增强民众
的力量。必须增强他们废除该制度的决心。必须提高他们的组织力量和采取集体和自发行动的能
力。必须强化他们面对镇压时坚持反抗的意愿。 
 

因此，任何政治社会中真正的自由或暴政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全体民众过去和现在的力量

或弱点。如果民众现在很软弱并心怀恐惧，不能或不愿意为撤回他们的同意而付出痛苦的代价，

那么就不可能实现真正而持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所赐予的，而要靠自己去争取，

这样，即使面对新的攻击，也可以捍卫和扩大自由。 
 

因此，那些现在指望仅仅依靠外部干预来解放南非的人（包括重要的非欧洲领导人）试图绕过最

重要的革命性问题，想要在没有捷径可走的情况下走捷径获取自由。即便非洲白人民族主义者现

在组建的政府被外部干预废除了，欧洲人的统治也因此结束了，这也未必会消除南非的压迫。如

果在这个过程中，全体民众没有增强其力量，他们自身赢取和捍卫自由的能力没有得到提高，如

果在他们中间没有有效地分散权力，如果他们自身约束统治者的能力没有提高，那么继任的政府

——不管它由什么种族组成——至少会像它所取代的政府那样暴虐无道。在依靠外部援助废除某

个制度之后，民众仍然缺乏实现真正自由的能力。 
 

恐怖分子和游击队运动往往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了向政府撤回合作和同意的重要性。这有助于解

释为什么恐怖活动往往不是针对合理的“敌人”，而是主要针对自己的民众，以迫使他们进行抵

抗。(有迹象表明，这在南非已经开始了。)因此，这在企图迫使人们获得自由，当然这种企图不

可能实现。即使在政治上成功地摧毁了现有政府，由此形成的社会类型和解放也是非常值得怀疑

的。 
 

有证据表明，非暴力行动大大有助于增强被压迫者的力量。莫罕达斯·K·甘地始终认为，他在印

度领导的非暴力抗争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击英国人，而是加强印度人的决心、独立和抵抗能力，在

当时的情况下，英国人是个虽然重要但位居其次的因素，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在 1952 年南非的反抗运动中得到了证明，在此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从 7,000 人激增到

100,000 人。当然，成员数量不是力量壮大的唯一标准，但这个迹象表明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增强

抵抗能力和组织力量。同样，在印度，在甘地的筹划下，印度国民大会从每年通过决议的小团体

变成了能够撼动强大大英帝国的群众性战斗组织。 
 

以下因素有助于增强民众的抵抗能力： 

• 增强自尊心； 

• 加强其机构的力量以及团结行动的能力； 

• 传播关于采取非暴力抗争的知识，以及如何组织群体活动； 

• 了解其他人在艰难情况下的做法； 

• 某些人自身反抗暴政的例子——这可能会鼓励其他人，并具备感染力； 

• 深受爱戴并富有创造力的领导层，以推动形势的发展； 



• 新的想法（或对旧想法的新见解），这可能会突然给人们带来新的信心，特别是在他们

有能力协力解决某些问题之时。 

• 出其不意的行动，打破墨守成规的陋习，让其他人也行动起来；以及 

• 参与小规模的非暴力行动：这本身可能有助于增强人们对自己改变现状的能力的信心，

特别是在能够实现有限目标的情况下。 
 

通常——虽然未必始终如此——当人们开始行动时，他们就会更多地展示其勇气、造福于他人的

意愿以及对周围社会和政治弊端的关注。此外，他们树立的榜样常常会帮助其他人具备这些品质。

这连同非暴力行动的其他成果，有助于提高社会实现自由的能力。 
 

帕特里克·邓肯(Patrick Duncan)等人认为，由于南非政府已将非欧洲人为催生变革所做的所有常

规政治努力定为非法，并禁止采取非暴力行动来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因此现在暴力是合理的。然

而，我们并不能极其肤浅地断定，由于非暴力行动已被定为非法，现在就应该使用暴力。暴力抵

抗同样是非法的，因此，这种观点并没有从实际角度来关注有效性。 
 

现在，由于政府越来越多的镇压，组织非暴力抵抗运动——尤其是公开抵抗——要比 1952 年困难

得多。但组织暴力抵抗运动也不容易。诚然，如果公开地组织非暴力抵抗运动，通常会取得最佳

效果。然而，在暴力运动中，特务和告密者导致无法完全有效地保密。另外，虽然我们应该牢记

与非暴力抵抗相关的危险，但是，就像挪威在纳粹占领下的大部分抵抗运动，非暴力抵抗者在公

开地进行抗争的同时也有效地进行了秘密的组织。此外，并非所有的非暴力抵抗都需要事先做出

安排才能产生效果。有时，高度有效的抵抗是完全自发进行的。在其他时候，由极少数人筹划和

发起的行动可能会让人们群起响应，许多人可能会纷纷效法他们的榜样。 
 

促变战略中的若干因素 

 

现在为南非的斗争制定明智的战略和策略是极其困难的，但非常重要的是，要认真努力地去这样

做。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认真地考虑恐怖主义、游击战以及军事入侵之外的重大替代方案。遗憾

的是，我们并没有掌握制定明智战略所应具备的全部知识，其中的原因包括，缺乏兴趣和资源来

进行这类研究和分析以便拓展我们的知识。 
 

在制定该战略时，至少需要认真考虑五项主要任务： 
 

1. 仔细研究南非的现状、僵化和灵活的迹象、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可能阻碍或帮助抵抗运动的各

个群体的状况和潜力，尤其是： 

(a) 政府； 

(b) 欧洲人反对派和政府的潜在反对派； 

(c) 非欧洲人活动家和组织； 

(d) 非欧洲人的潜在抵抗；以及 

(e) 其他人。 
 

2.  研究非暴力行动的技巧，其权力理论、方法、动态、成功的要求，以及其他地方可能的相

关经验。 
 



3. 减少非欧洲人目前的弱点，这将提高他们摆脱压迫的能力。特别是，这包括以下问题： 

(a) 如何提高自尊心； 

(b) 如何摒弃恐惧，更愿意在面对镇压时坚持抵抗； 

(c) 如何增强知识和能力，以便最有效地进行抵抗； 

(d) 如何相信自身有能力改变现状（如通过在当地赢得小小的胜利，就像以前抵制公共汽车时所做

的那样）；以及 

(e) 如何选择具体的问题（尤其是有限的经济问题）以便立即谋求改变。 
 

4. 让南非欧裔群体中的部分人不再支持政府，特别是包括自由主义者、宗教团体、英国少数派和

实业家。必须意识到，1952 年的反抗运动在这个方向上是有效的，从而组建了自由党和民主党人

大会，并形成了有限的宗教反对派。 
 

5. 促成最大的国际援助，并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它。可以采取若干种具体方式向国内非暴力抵抗运

动提供国际援助。此处列出的建议仅作说明之用： 

(a) 将新闻、鼓励性信息、抵抗计划等传达给南非人民，例如，通过设在南非以外的广播电台、在

南非以外印刷的报纸和其他资料在国内进行传播； 

(b) 提高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宣传和教育活动的效果，确保全世界了解南非的现状以及其国内的抵

抗运动； 

(c) 提供精心挑选的资料来介绍非暴力抗争的特点、要求和方案，并提供额外的培训措施来帮助人

们采用这种方法； 

(d) 对南非施加更有效的经济压力，例如开展比以往更严厉的抵制和禁运运动（联合国大会早在

1962 年 11 月就已提出该建议）； 

(e) 施加更有效的外交和文化压力，如断绝外交关系（也是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和拒绝文化合作，

除非这能终结种族隔离的做法； 

(f) 切断对南非的所有军事武器、备用零件和弹药的供应（也是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并切断可用

于在南非境内制造这些武器的物品的供应。 

(g) 撤回所有外国投资，除非这些行业愿意向非欧洲人支付合理工资并放弃种族隔离的做法；以及 

(h) 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各种非暴力行动以及常规措施，以实现这些目标。 
 

自然，南非境外的人们的主要作用必须是提倡和参与这种国际行动。然而，国际行动和国内行动

是相互依存的，南非国内某些类型的行动比其他类型的行动或毫无作为更有可能促成国际援助。 
 

这些措施可以在以下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1）增强非欧洲人的士气、决心和抵抗能力；（2）

削弱政府继续采取当前做法的士气、决心和能力；以及（3）削弱普通欧洲人支持当前政府和种族

隔离制度的意愿。 
 

这个总体行动方针的替代方案无疑是某种形式的战争，这可能涉及到类似于阿尔及利亚模式的长

期恐怖活动和游击战，或由联合国军队或全非洲军事联盟进行国际军事干预，或直接由俄罗斯或

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所有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这可能涉及到东西方的权力斗争，或

者，冲突也可能会恶化为核战争。 
 

在这个后期阶段，斗争不太可能转向在内部更有效地采取非暴力抵抗并获得强有力的外部援助。

然而，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抵抗者没有足够的胆识、知识、力量和主动性，而不是

因为明智而勇敢地采取非暴力行动不可能产生效果。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南非未来的悲剧可



能会让南非过去和现在的悲剧显得相形见绌。然而，我们仍然有希望，也有机会。如果能抓住这

些机会，世界可能会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知道如何反抗暴政，同时获得真正而持久的自由。 

 

第六部分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 

《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21—67 页。页数：47。 

1、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 
 
 

寻求对政府的控制 

                                                                        
      如何约束现代政府的行动，当今最为紧迫而又普遍的政治问题之一。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各

种方式威胁着我们，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现代暴政和战争。限制统治者的惯常手段——宪法限制、

选举、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和暴力革命——已被证实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尽管它们有其他贡

献。在极端情况下，即政治权力最需要加以约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仅仅依赖于那些常规手段。

如果我们不想成为无助的政治机器，或者被消灭，我们必须找到并实施能有效控制统治者权力的

手段。 

     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制定和实施此等约束政府权力的手段，我们就必须思考这个问题。为此，

我们不能像当下经常做的那样只是讨论战争、暴政和压迫，而是需要回到更基本的层面讨论政治

权力本身。我们需要定位和考虑问题的各个要素，并审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样做时，我

们必须要小心，以免无意识地接受那些关于政治权力的普遍看法。这些看法限制我们的思考，从

而阻止我们成功制定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的手段。相反，当我们试图理解和审视与政治权力相关的

社会和政治现实时，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尽力超越观念限制，不再机械地接受传统假设。我们需要

探索除了过去所依赖的传统手段之外，是否还存在或能摸索出其他控制统治者权力的手段。                                                               

      在我们思考极端处境下如何约束政治权力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政治权力本身。它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在掌权者不想受到约束时，应基于这些问题，来思考可以使用哪些手段约束其

权力。希望采取约束措施的人如何看待政治权力及其本质，就会对应地如何琢磨可选的约束方案。 

    人们常常把一个“统治者”的权力当成一座花岗岩山脉：坚固、庞然一体、长存甚或永恒(这里

“统治者”当然不仅包括行政长官，还包括统治集团以及所有执掌国家建制的机构。）从这个视角

看，这种权力是极端的，只有特定方法才能控制。人们或许可以通过改变国家建制的“所有权”或

者“管理层”来实施某种约束。这种做法可以是合法的（比如通过选举），也可以是非法的（比如

通过军事政变）。这两种方式通常会将国家建制及其可用的权力几乎完整无缺地保留给“所有者”

或者“管理者”。或者，为了摧毁强大的国家建制，哪怕只是其中小部分，人们可以直接扬言实施

或者实际实施大规模的猛烈攻击（比如暴力革命或者国际战争）。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在对

抗不愿意接受限制或自愿退位的统治者时，只有这种破坏性的方法可以削弱或者废除这个政权。 
 

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可以被切断 
 

       对于统治者权力的本质，还有一种看法几乎恰恰相反。它认为，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不像坚不

可摧的大山，因而不需要极威猛的力量来约束它。根据这种理论，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是一

个人（或者一群人）。统治者本人拥有的权力并不比任何其他人多。这种见识如此简单，以至通

常无人注意到它。然而，对它的认识会带来全新的视野和选择。如果统治者自身并不拥有其他任



何人更多的权力，那么他的统治权必定来自外部。因此，这权力必然来源于社会，并且可以找到

其源头。这些来源包括接纳统治者的统治权（“权威”）、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军事力量、知识、

技能、行政、警察、监狱、法院等。其中每个来源又密切涉及到，或者说直接却决于，统治者在

何种程度上获得臣民的合作、归顺、服从以及帮助。这里所说的臣民包括普通民众及其统治者雇

佣的“帮手”和代理人。由于这种依赖关系，臣民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减少或者收回必要的

合作和服从，从而减少乃至完全撤销统治者的权力来源。 

    如果统治者雇佣的“帮手”和代理人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服从和协助被部分或完全撤销，权力

的来源就会受到限制，从而统治者的有效权力就会被削弱。统治者的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削弱，

大致上与必要的权力来源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限制成正比。在面对统治者惩罚（或者制裁）不服从

行为之时，如果臣民能够坚持撤销认可、顺服和协助，那么政权的垮台就指日可待。因此，所有

统治者的地位和政治权力都取决于其臣民的服从、服从和合作。这极其简练地概况了那些长篇累

牍（和不太浅显易懂）的分析结果。135然而，这足以说明统治者的权力不但不是坚如磐石的、永

久的，相反，它总是依托于复杂而又脆弱的人际关系与体制结构。这种见解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在实际撤销支持以便约束权力时，仍有大量的实际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这种从统治者手中收回权力来源的原则，如果得到实际应用，可以提供所需的有效斗争手段，

对肆无忌惮的统治者进行约束。与这类统治者进行抗争的手段，显然在社会约束其统治者的总体

能力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社会结构会影响控制的可能性        
 

    在这种能力中还有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制度性或者结构性状况。这是指多种多样

的机构、组织存在与否，它们的数量、集权或者分权的程度、其内部决策过程，以及内部力量和

活力大小。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每个机构要么隶属于中央集权式国家建制，要么实际上屈

从于它、受其控制。还有个极端的情况就是，社会所有的需求都由各种各样的独立机构来满足，

其中包括多种政府渠道，但不存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这里的“国家”指特殊的政府形式，它有多个

要素，其中包括永久性的官僚机构、利用暴力控制手段的永久性军事系统和永久性警察部队，并

以监狱系统为后盾。）然而，那些高度集权或分权的极端结构性状况很少或从未存在。几乎所有

的政治社会结构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这里，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社会中实际权力总量

在何种程度上被集中或分散了，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集中于国家手中或分散到社会的独立机构

中？ 

    社会的结构性状况从两个方面影响了社会约束统治者权力的能力。如果权力高度分散到强大而

又重要的独立机构中间，那么在需要通过抗争来约束统治者权力的紧急情况下，这种状况将大有

帮助。它将大大加强臣民及其机构撤销统治者权力来源从而实施约束的能力。另外，结构性状况

将为统治者的潜在权力设定大致的边界。如果没有结构性改变，或者，如果臣民与其机构没有故

意提供更多的积极协助，统治者就无法越过这个边界。 

    任何掌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未必会在结构性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极力向社会扩张和渗透其所

行使的权力、统治和控制能力。缺乏动力、对宪法限制的尊重、道德或宗教信念，以及对于某些

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忠诚，会导致统治者故意克制自己，不使用社会结构性状况所赋予他的全部潜

在权力。然而，如果统治者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如果他觉得当时的条件必须采取更极端的行动，

如果人格需要驱使他渴望攫取更多的权力，或者如果新的个体或者团体通过篡位夺取了统治权，

那么统治者就会充分行使潜在权力，直到达到社会结构性状况所设定的边界。统治者甚至可能试

图破坏或攻击那些有能力设立界限的机构。 

 
135 参见基恩•夏普 （Gene Sharp），《非暴力行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1973), Chapter One. 



    因此，这表明，要确立对现代统治者权力的有效约束措施，在宪法安排和统治者本人的自我克

制之外或者之上，还需要具备抗争技能来约束想要恣意妄为的统治者，并需要社会结构性状况来

为统治者的潜在权力设定有效界限。 

    基于上文介绍的有关权力本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权力存在着来源，通过撤回合作和顺服，

可以限制这个来源），抗争技能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非暴力行动。它包含非暴力象征性抗议；

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乃至政治层面的不合作；以及不同形式的非暴力干预：心理的、身体的、

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这种技能在多种具体情况下经过完善、发展和实施，可能成为核心的

解决方案，以便顺利地培养抗争技能，从而约束那些不想自愿限制其权力的统治者。关于这种控

制技能的性质和潜力，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分析、政策考察和完善。 

    然而，本章主要关注基本社会结构在决定统治者潜在权力边界时所起的作用。讨论的核心问题

是，与权力相对分散到社会的非国家机构中间相比，社会潜在权力相对集中于国家手中会在长期

导致哪些后果。 

    有时——虽然不太常见——通过个人的说服力、与结构中关键人物的联系、以及实施特定类型的

非暴力行动的能力，个体能够显著地影响社会及其政治事件的进程。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的若干个人行为展示了后面这种能力。然而，这种情况是罕见的，特别是在面对决定随

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通过限制权力来源而严重削弱或者消解

统治者的权力。然而，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施加这种限制。通常只有当大量的臣民，即社会团体和

机构，同时拒绝协助、合作和服从时，统治者的权力来源才会受到严重威胁。这些群体停止提供

权力来源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能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臣民运用抗争技能的能力，

以及统治者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其臣民提供的权力来源。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拥

有独立对抗统治者的行动能力。 

    就此而言，存在两种广泛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手中，臣民彼此孤立，

这样，任何重要的社会团体或机构都没有能力来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从而约束统治者的行动。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这种具有独立行动能力并能够约束统治者的群体，他们的

存在和力量将大大增加成功地约束统治者权力的机会。这些能够独立行动的团体或机构叫做“聚力

点”(loci of power)。 

    这里的“权力”显然是指政治权力，属于社会权力的分支。政治权力在这里被定义为权力拥有者

为实现其目标可使用的全部手段、影响和压力，包括权力、奖赏和制裁。这里的权力拥有者特指

政府机构、国家以及反对前两者的团体。可以根据控制局势、民众、机构以及为开展某项活动而

动员民众和机构的能力来衡量政治权力。权力可以用来确保某个群体实现目标，实施或改变政策，

诱导他人按照权力行使者的意愿参与反抗行动，维持既定的制度、政策和关系，以及改变、破坏

或取代之前的权力关系。制裁——可能是暴力方式，也可能是非暴力方式——通常是权力中的关

键要素。要让制裁有效，有时并不必施加实际的制裁。单单是实施制裁并利用其他权力要素的能

力，就足以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实际影响并不亚于直接实施制裁的时候。136 
 

分散的聚力点对控制政治权力的作用 
 

    在不同社会中以及不同情况下，聚力点（权力之存在、汇聚或表达的地方）的性质和实际形式

各不相同。然而，它可能包括以下这些社会群体和机构：家庭、社会阶层、宗教团体、文化和民

族团体、职业团体、经济团体、村镇、城市、省和地区、较小的政府机构、志愿组织和政党等。

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传统的、既定的、正式的社会团体和机构。然而，有时候，聚力点可能不是

 
136 关于相关的权力定义，请参阅 Robert M. MacIver, The Web of Government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7), pp. 82 and 87; Martin J. Hillenbrand, Power and Mor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4-5; Jacques Maritain, Man and the State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54), p. 114; and 
Harold 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48), p. 12. 



正式的组织，甚至可能是在实现某些目标或反对统治者的过程中刚刚建立或复兴的（如 1956 年匈

牙利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作为聚力点，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独立行动的能力，行使实际

权力的能力，以及控制其他人（如统治者）或其他聚力点的实际权力的能力。 

    这些聚力点控制统治者权力的能力，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1）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这些聚力

点；（2）他们行动的独立程度；（3）他们控制的权力来源；（4）他们能够独立行使或控制的社

会权力的总量，以及（5）有时候存在的其他因素。如果所有这些因素都广泛存在，该聚力点就可

以自由地提供统治者所需的权力来源，或者相反，他们可以选择限制或切断那些来源。 
 

聚力点对统治者的权力能力设定了界限  
 

    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既包括这些聚力点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这些聚力点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这些关系，决定了统治者最大实际权力的范围和强度。137

如果整个社会中的权力有效地分散到了多个聚力点的手中，统治者的权力就最有可能受到约束和

限制。这种情况与政治“自由”有关。另一方面，如果这些聚力点遭到严重削弱、实质性破坏，或

者层层加码的控制措施破坏了其存在的独立性和行动的自主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权力最有可

能不受控制。这种情况与“暴政”有关。“如果只能看到和感觉到单个人的权威，这就是离自由最远

的状态, 贝特朗•德•朱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写道。138 

    如果聚力点数量太多，过于强大，以至于统治者无法肆无忌惮地控制或摧毁它们，那么，统治

者仍然有可能从它们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权力来源。然而，为此，统治者必须让这些社会团体和

机构充分地认可他本人、他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他的整个政权，从而让他们愿意服从和合作，并

提供权力来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统治者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政策，以保证自己能获得社会

团体成员和机构成员的善意与合作。这就是聚力点间接控制统治者的方式。如果没有尝试进行这

种调整或者没有取得成功，并且统治者冒犯了他要统治的民众，那么社会上强大的聚力点就可能

在公开冲突中拒绝提供他们所掌握的、同时也是统治者所需要的权力来源。这样，民众通过他们

的团体和机构就可以控制野心勃勃的反民主统治者，甚至可以颠覆他们的政权，瓦解他们的权力。                                                                                                                             

    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这些社会团体和机构丧失了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能力，无法继续掌握权力

来源，或者本身被大幅削弱或破坏，这种损失将大大促使统治者拥有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如果

不存在举足轻重的聚力点，并且臣民是大量无力采取有效群体行动的孤立个人，在这种情况下，

臣民将最无法控制统治者的权力。 
 

蓄意攻击和意外后果会削弱聚力点 
 

    多种因素可能削弱或者破坏社会的聚力点。这包括，统治者可能会利用蓄意制定的政策来削弱

它们的独立性，破坏它们的力量，甚至摧毁它们。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政策或力量所产生的次

要而且意外的后果，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 

    发动蓄意攻击的原因可能是统治者认为这些团体和机构是竞争对手，并认识到它们对其权力和

成为全能者的野心造成了障碍。统治者可能会蓄意破坏他们的独立性，甚至解散机构本身。德国

社会学家乔治˙西梅尔（Georg Simmel）认为，统治者将其臣民“平等化”的愿望并不是因为他们在

 
137   Maclver 写道：“政府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将这种权力用于什么目的，取决于社会中的其他

力量[聚力点]，也取决于它们以何种方式在利益集团的斗争、冲突、融合、分歧中彼此做出调整。” 
(MacIver, The Web of Government, p. 91.) 
138 Bertrand de Jouvenel, Sovereignty: An Enquiry into the Public Go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and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1. 



道德上优先追求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削弱那些能够限制统治者权力的群体。139这种机构可能

会从社会团体和机构的行列中消失，特别是在它无法有效抵制统治者企图的情况下。然而，更有

可能的是，该团体或机构在形式上将继续存在，但是却丧失了某些关键特质，因而不再具有独立

性以及掌管权力来源的能力。在不太极端的情况下，该团体可能会继续存在，虽然其独立性和权

力会被大幅削弱，但不会被彻底废除。如果统治者想要获得不受质疑的无限权力，他们可能会试

图利用被他本人牢牢控制的机构来取代独立的聚力点。 

人们可能普遍认为，这种对社会聚力点的攻击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这种攻击是为了实

现统治者利己主义的权力膨胀，实施独裁政权，或扩大已有的压迫性政权的控制能力。然而，情

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受到攻击的特定群体或机构本身被广泛认为是压迫性的、剥削性的、

反社会的，或在其他方面不得民心。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认可拥有强大国家资源的统治者对

其发动攻击，并觉得这种攻击是进步的表现，甚至是在实现解放。但这根本无法驳倒上述观点，

即削弱或破坏聚力点会增强统治者的潜在权力。 

受到攻击的聚力点可能会危害整个社会，或造福于整个社会。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都有

控制统治者权力的能力。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被动地接受那些伤害普通民众或部分民众的团

体和机构，并允许他们继续沿袭过去的做法。控制乃至于废除这些机构本身并不会造成问题。问

题在于实现控制或废除的具体方式可能会增强统治者的独裁和压迫能力。如果控制或废除是由国

家机器进行的，并且没有建立新的聚力点，也没有强化至少与被攻击的聚力点同样不受统治者控

制的其他现有聚力点的力量，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就此而言，是谁控制了旧有的聚力点并不重要，

无论控制者是自由民主立法机构，是专制者，还是革命领导层。在不同制度下，其后果大致是相

同的：既增加了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能力，又削弱或废除了有能力抵制、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团体或

机构。 

    只要聚力点受到急剧的削弱或破坏，而现有团体和机构的权力没有得到平衡性增长，或者没有

建立独立于国家的新机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统治者的权力增强，而

臣民限制或控制这种权力的能力下降。这不仅适用于当前直接掌控国家机器的统治者。这样的统

治者实际上可能心怀人道主义宗旨，并且不希望成为独裁者。这种后果也适用于那些继承了国家

机器已扩大的潜在权力的未来统治者，他们可能远不如他们的前任那么人道，并可能事实上通过

篡权（如政变），攫取了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在各种迥然不同的情况下，这个总体过程产生

了同样的影响。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摧毁了贵族和封建领主，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主义

俄国以及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中摧毁了独立工会和政党。这些情况的结果是：社会中的权力更

加集中了，国家的权力能力扩大了，对统治者实际权力能力的实际限制因素以及民众制约能力减

少了。 
 

其他可能影响统治者但不能控制他们的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分散于权力中心或集中于国家手中的程度，与统治者权力的可控制程

度或专制程度之间存在严格的数学关系。如前所述，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特定统治者的实际行为，

包括统治者的自我限制，以及既定体制性程序规定的任何限制（假设统治者愿意遵守），如选举、

宪法规定和司法裁决。 

然而，这种分析确实意味着，聚力点的相对力量以及内部状况决定了统治者可以行使其权

力的大致界限。统治者在僭越这些界限时，不可能对臣民的意见完全漠不关心。只有在社会团体

 
139 乔治˙西梅尔写道："统治者抹平等级差异的主要动机源于以下事实：其臣民中牢固的上下级关系在

实际上和心理上都反对他自己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此外，某些阶级过度压迫其他阶级对专制主义所造成

的危险，不亚于这些压迫阶级掌握过大的权力所造成的危险。" (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0], p. 
198.) 



和机构给予认可和协助，并且尊重他们表达出来的反对意见的情况下，统治者才可能超越这边界。

社会聚力点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控制统治者权力的长期能力。如果社会中的团体和机

构拥有重要的社会权力并能够独立开展行动，与臣民都同样无能为力的社会相比，这样的社会更

有能力控制统治者的权力，从而抵制暴政。 
 

制度形式次于权力的实际分配                              
 

    有鉴于此，尽管政府的正式制度框架和程序仍然很重要，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基本的结构性状

况比正式的政治安排更是主导性因素。无论制度或其机构形式公开宣称了哪些原则，权力在整个

社会结构中的分配决定了统治者的实际权力。 

    即便政府的正式政治结构可能是高度独裁的，但如果重要的实际权力分散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

机构手中，社会就可能具备足够的内部力量来维护相对“自由”的政治制度，并限制和控制统治者

的实际权力。即使是表面上的“专制”政权也可能因此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反之，如果聚力点

薄弱，社会很可能无法阻止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专制统治。因此，拥有民主宪法但缺乏强有力的聚

力点的社会，特别容易受到潜在独裁者的操控，而立宪形式的“民主”政权则可能拥有几乎不受控

制的无限权力。考虑到时间上的滞后，权力在整个社会中实际分散或集中的程度很可能到了某个

时间点以后才会体现在社会的正式政治安排中。 
 

强大的聚力点可以约束暴君 
 

    法国和俄罗斯封建君主制的例子说明，当权力分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聚力点时，理论上拥有无

限权力的统治者是如何受到约束的。                                                                                    

   十九世纪初法国重要的政治分析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以前阻

止暴政的屏障”140有三个：(1）宗教，它曾经帮助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确定专制主义的自然界限”；
141(2) 对统治者的尊重，革命破坏了这种尊重以后，统治者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重新依赖于“专制权

力的诱惑”142，我们在此处关注的正是这个因素；（3）整个社会存在着实际聚力点，如省、城镇

贵族和家庭。143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旧制度下，即“由于法律及其臣民的认同，君王几乎拥有无限权力”144

的时候，“他的部分臣民拥有的权力是阻止君王暴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145托克维尔继续说，这

种限制性权力的来源包括“贵族的特权……最高司法院的权威……省级特权，它们有助于粉碎最高统

治者的镇压，并在国家中保留着抵抗精神。”146在那个时代，人们与同胞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某

个人受到不公正的攻击，他的同伴会提供帮助。147各省和各镇相对独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意愿，这与普遍的臣服意愿截然不同”148。贵族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即使在权力丧失之后，他们

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敢于单枪匹马地应对公共当局的努力”149。如果家族情谊很强烈，

 
14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by Henry Reeve, C.B.;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9), vol. I, p. 332. 
141 同上。                                                                                                                                                                            

142 同上，333。       

143 同上。 

144 同上，332。 

145 同上，6。 

146 同上，332。 

147 同上，vol. II, 296。 

148 同上，vol. I, 333。 

149 同上。 



“反对压迫的人从来都不孤独”150，可以在亲戚、世交和客户中获得支持。即使这些力量都很薄弱，

人们也从自己的祖先那里获得了信心，并对自己的后代抱有希望。151社会中独立聚力点的此类影

响，有助于限制理论上无所不能的统治者的实际政治权力。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贝特朗·德·朱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用类似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情况。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虽然理论上君主是无所不能的，但事实上他的政治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种限制不能纯粹归因于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发生的技术变革。 
 

它处处否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它也不认为君主的意愿，无论
是什么，有权力束缚众人。每个人都知道，世俗权力颁布的法令，如果遵守该法令有悖
于某些要求，就不会因其形式而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 

总而言之，君主或其代言人在古代政权中拥有的自由度不如现在，同时也不能太专
断地发号施令。152  

 

    同样，二十世纪的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盖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也认为: 
 

封建国家的首脑可以不公正地对待他的任何贵族，但他永远不会成为所有人的绝对统治
者。他们掌握着若干的公共力量……并始终能够行使实际的抵抗权。各个贵族也发现，他
们对广大臣民施加的暴政有个限度。他们的恣意妄为可能会激起绝望的骚动，这很容易
演变成叛乱。因此，事实证明，在所有真正的联邦制国家中，统治者的统治可能偶尔会
显得粗暴而任性，但总的来说，它受到了习俗很大的限制。153 
 

尽管在封建制度下，宪法本身是专制的，但整个社会团体和机构的综合力量，以及对于统治

者权力的隐形限制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有效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君主们享有权利，但他们既没

有办法也没有动力去随心所欲。”154托克维尔写道。其中某些群体（如贵族）可能会反对个人自由。

不过，他认为，他们拥有的独立和权力通常有助于保持人们对自由的热爱，并让自由成为可能。
155由于有多个——而不是单个——权威声称他们应获得臣民的忠诚，这让臣民拥有了若干程度的

选择权和操纵能力。西梅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在面对每个权威时，甚至在面对所有权威

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主决定其亲近程度。”156 

    在十九世纪沙皇制度下的俄罗斯帝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研究社会与革命运动的著名历史

学家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 写道：“作为现代欧洲最专制的君王，尼古拉一世拥有非凡的权

力，但事实上，当他想要改变俄国社会结构的根基之时，这位君王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157

比如，当沙皇在解放农奴之前寻求改善农民命运的方法时，他面临着来自不同群体和阶级的反对，

而要实现这些预期的变革，这些群体和阶级的支持或默许是必不可少的。158事实上，国家无法干

 
150 同上，334。 

151 同上。 
152 Jouvenel, Sovereignty, p. 200. 
153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Elementi de Scienza Politica) (Trans. by Hannah D. Kahn; ed. 
and rev.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Livingstone;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I, 1939), p. 141. 
15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p. 332. 
155 同上。 
156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 232. 
157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a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0), p. 66.                   
158 参见同上。 



预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关系。这“不过再次证明了尼古拉一世专制主义的弱点；只有当它保持现状时，

它才显得很强大，如果它试图采取行动，它就会变得很弱小。”159 

    对于沙皇计划的积极反对来自于农民和贵族。私人庄园的农民几乎普遍认为，虽然他们属于贵

族和地主，但土地属于农奴自己。因此，他们拒绝任何人企图“解放”他们本人，同时将土地交给

贵族。这种企图可能会导致革命：农奴们试图守住自己的土地，并要求完全不缴纳税收。160这样

做的后果很严重，因为农民拥有自己的自治组织：村社（obshchina）和米尔（mir），亦即实际的

聚力点。他们会开会、讨论、决策，共同采取行动，并且，他们长久以来都拥有这种能力。文丘

里（Venturi）报告说： 
 

彼得大帝的改革所建立的国家从未成功地在全国站稳脚跟。与之平行的是中世纪以来的
地方自治制度，以及有组织的农民和商人团体。161 
 

“农民们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它们也只掌握了这些组织——来保卫自己。”162因此，沙皇政府力图

控制村社。163 

    虽然西方社会夸大了贵族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力度，但这种反对仍然很重要。文丘里写道，他们

的反对促使沙皇处于“弱势地位”。164贵族们也担心发生农民革命，他们认为沙皇比实际上更渴望

进行改革，并因而更强烈地表示反对。“贵族们的反抗力度与专制制度的弱小程度成正比……”165贵

族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显然都太强大了，以至于沙皇无法忽视或压制他们。 

    农民害怕被剥夺土地，而贵族则害怕被剥夺他们的农奴。这两个群体都拥有彼此合作的能力，

并形成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聚力点。因此，这些聚力点实际上限制和约束了理论上无所不能的沙皇

权力。 

    法国和俄罗斯的例子完全表明，如果任何类型的聚力点拥有足够强大而独立的总体能力，它们

就可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无论他在理论上被视为多么无所不能。这绝对不是为封建主义辩护。

虽然托克维尔被指责为封建主义的辩护人，但他内心里很清楚，法国旧制度下的聚力点所施加的

约束力，并非贵族制度本身的结果。相反，约束力来自于整个社会中权力的有效分散，在这个例

子中，这是贵族制度自身的特质。权力在社会群体和机构间的这种分散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制度

中，并在最终对统治者产生类似的约束力。通过分散权力，可以产生约束力。  

    托克维尔认为，权力分散以后对统治者权力所造成的影响力超过了国内政治。它还可能包括统

治者在没有臣民支持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的能力，甚至包括侵略成性的统治者征服权力结构分

散的国家的能力。                                                                                                                                                                     
 

卓越的贵族体制的民众既不可能征服其邻国，也不可能毫不费力地被邻国征服。它不可
能征服邻国，是因为它的所有力量不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聚集起来；它不可能被征
服，是因为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小的抵抗运动中心阻止它们的侵略。针对贵族体制
的战争可以比作在山区作战，战败方不断有机会集结力量，在新的地方重新站起来。166 
  

 
159 同上, p. 67。 

160 同上, pp. 68-69。 

161 同上, p. 198。  

162 同上, p. 70。     

163 同上, p. 71。        

164 参见同上, pp. 72-73。 

165 同上, p. 72。 
166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I, p. 258. 



虽然有效的聚力点可以限制和约束统治者的权力，但如果这些聚力点很弱小、不存在或者已

经被破坏，那么统治者的权力就会相应地变得不受约束。 
 

破坏聚力点可能会助长暴政 
 

    如果没有可以行使权力的重要社会团体和机构，那么，要想通过控制统治者所需的权力来源来

有效地约束其权力，就会变得困难得多。这适用于任何制度，无论其宣称的性质或学说如何。如

果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经济寡头的代表，还是成群信誓旦旦的革命者——故意削弱或破坏聚

力点，并且不创建同等强大的其他聚力点，结果将会削弱民众对统治者权力的约束能力。无论社

会拥护何种政治理念或宪法安排，结果都是如此。 

    托克维尔认为，在摧毁法国的旧政权期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前，各省和各镇都能抵制统治

者。然而，革命摧毁了他们的豁免权、习俗、传统甚至声望，并让他们都受到相同的法律的约束。

因此，“集体压迫他们并不比以前单独压迫他们更困难”。167以前，家族情感支持个人反对统治者，

而急剧削弱和破坏家族情感以后，个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变得孤立。168以前，贵族们可以挑战

和约束国王。随着这个阶级的灭亡，他们的权力都集中到新的掌权者手中。169 
 

我意识到，我们已经摧毁了那些能够单枪匹马地应对暴政的独立个体；政府剥夺并继承
了原本属于家庭、公司和个人的特权；因此，以前，少部分公民具有影响力，如果这种
影响有时是压迫性的，它往往也是保守的，而现在，则是整个社会变得很弱小。170   
 

因此，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既推翻了“专制权力，也废除了对权力滥用者的约束能力……这往

往在推翻王权的同时又让权力集中化”171。贵族和中上层阶级的覆灭导致权力被集中起来，这在拿

破仑时期成为了现实。172朱弗内尔同样指出，革命后的权力集中，以及对重要聚力点的摧毁，为

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173具体而言，他指出中产阶级的灭亡是“现代专制主义的近因”174，并详

细论证了这个问题，指出过去的革命在整体上助长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扩张。175  

应该强调的是，导致中央集权的，不仅仅是废除压迫阶级或建立基本平等的制度。而是，

正如托克维尔所写，“这种平等的建立方式”176。（当然，这里所说的“平等”是高度相对的。）通

常这种“平等”是通过破坏现有的聚力点（如法国贵族）来实现的，而没有建立新的社会团体和机

构，并确保其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力量来抵制中央统治者。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实现这

种“平等”而依靠的暴力斗争手段和国家暴力制裁，常常促使权力更加集中于国家手中。正是这些

打着平等旗号的特殊类型的变革，对现代暴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分散的聚力点被摧毁，并且没有创建出至少具备同等重要性和力量的全新聚力点，最

终形成的社会往往会让个体相对平等，同时变得原子化而又软弱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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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于这些个体来说，没有团体和机构可以与他们进行协商，提供支持，并与他们联

合采取行动。被原子化的个人无法共同行动，无法联合起来提出重大抗议，通过不合作来拒绝提

供统治者所需的权力来源，在某些情况下，也无法通过干预来打破现状。因此，这些个人无法限

制或约束现任统治者，或任何可能夺取国家机器控制权并让自己达到权力巅峰的新统治者。 

削弱和摧毁能够抵抗国家机器的团体和机构的这个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弱小和公民

个人的无能为力，托克维尔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他指出，尽管民主国家的公

民可能会因为自己与其他任何公民地位平等而感到自豪，但这并不是全部情况。当个体将自身与

数量庞大的公民相比之时，“他会立刻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和弱小”177。个体往往会“消失在人

群中，且很容易因为大家都默默无闻而迷失了方向……”178。个体不再属于某个能够真正采取独立

行动并反对统治者的群体，而是众多同样软弱而无法自立的公民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只能凭借“他

本人的无能为力来反对政府有组织的力量”。179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自然都孤立无援……其权利

会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180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国家权力“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强大得多”。181

无论宪法安排是怎样的，如果国家机器受到控制，无论是通过选举、行政篡权、政变，还是可能

的暴君入侵，该社会捍卫真实自由的能力都很弱小。“如果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无能为力，公民缺乏

共同的纽带，能对暴政进行什么抵抗呢？”182当然，这种情况实际能存在多久，会因该过程的演变

而异。如果具备若干自主权的团体和机构能够幸存下来并重新恢复活力，或重新创建此类机构，

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此外，人们可能在某些有限的生活领取中保留了影响社会事件的能力，而

在影响整个社会和政府政策的大问题上，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施加任何实际约束。即使在

宪政民主国家，普通人也无力影响政治事件的实际进程，这种感受在今天也许比托克维尔时代更

加广泛和深刻。183 

    卡伦˙霍尼（Karen Horney）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都曾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情况。

霍尼写道，基本冲突存在于“个体的所谓自由以及其全部的实际局限性之间……最终，个体只能在

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权力感和完全无助感之间摇摆不定”。184弗洛姆也同样警告说，“……在我们自

己的社会中，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现象：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是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地方崛起

的肥沃土壤。”185“尽管表面上显得乐观而主动，现代人被深刻的无力感所征服了，这让他在注视

着即将到来的灾难时完全动弹不得。”186  

    在解释这种情况时，不同的分析家所阐述的理由各不相同。然而，在政治术语中，它们都意味

着孤立的个人在面对强大的统治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统治者）时处于弱小的权力地位。个体觉

得自己并不属于具备足够力量和独立行动能力的社会团体和机构，也无法实际抵抗和共同约束统

治者的权力，因为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要么很弱小，要么已经受到控制，要么根本就不存在。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臣民已被相对原子化。这种情况的演变程度及其阶段，因国家、政治制度以

及形成或阻止该进程的力量而异。这些变化很重要，并且往往非常重要。另外，有时原子化的过

程可能会被逆转。这要么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意外结果，要么是为建立或强化独立机构而进行的自

觉改变。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团体和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力，在西方宪政民主国家中明显大于

 
177 同上, p. 9; see also p. 47. 

178 同上, vol. I, pp. 333-334. 

179 同上, p. 334. 

180 同上, vol. 11, p. 296. 

181 同上, p. 258. 

182 同上, vol. I, p. 92. 

183 参见 Karen Horney,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W.W. Norton, 1937), p. 289; 
and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and Co., 1941), pp. 240 and 253-254. 
British ed.: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 207 and 220. 
184 Horney,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p. 289. 
185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p. 240, and The Fear of Freedom, p. 207. 
186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pp. 255-256 and The Fear of Freedom, p. 220. 



极权主义制度。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原子化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例如，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

时候，“没有人能够信任他的同伴，也没有人能够安心地享受他迄今为止所依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

提供的保护，”伦纳德˙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写道，“作为极权统治的最大特点，社会的‘原子

化’在恐怖年代里就完成了。”187  

    这种蓄意的原子化，源于统治者采取措施，削弱或摧毁在结构上位于个人和统治者之间的重要

聚力点。希望让自己的政权变得强大的统治者可能会故意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在纳粹德国
188和前苏联189都是如此。托克维尔写道：“专制主义……当它让人们始终处于互相孤立的状态时，

它是最安全的，而且它施展的所有影响通常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190或者，统治者在力图维护

其统治地位时，可能不会摧毁聚力点，而是改变它们的力量从而让自己能够驾驭它们。西梅尔指

出，统治者可以鼓励“下层阶级努力争取与中间力量平等的法律地位”。191这将产生新的聚力点，

足以平衡“中间力量”对统治者的影响，从而营造相对均衡的局面，以协助统治者维护其对整个社

会的统治。192 

    臣民的相对孤立化也可能是其他政策变更或社会变革的意外结果。这种变革的初衷既不是为了

将民众原子化，也不是为了促进统治者的无限权力。当改革者和革命者利用国家机器来控制某些

社会和经济团体（如贵族、地主或资本家），以及被国家视为控制经济政治发展的主要工具之时，

尤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权力集中于国家机器手中可能会成功地控制相关措施所针对的特定群体。

然而，这种为谋求控制和促进发展而进行的权力集中也会带来长期的后果。依靠国家机器来实现

这些目标时，不仅需要借助于国家现有的权力集中，而且无疑加剧了这种权力的集中化程度，并

改变了国家机器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力量对比。此外，对国家的这种依赖不仅不能增强民众及其独

立机构的力量，而且很可能会绝对或相对地削弱它们。例如，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确立国家对经

济的控制权，可以为现在或未来的统治者提供手段，以“牢牢地掌控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让后者更

加依赖于他们”。193例如，国家对经济的所有权为共产党政权提供了将政治异见者大规模列入黑名

单的能力。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早期的资本家。早期资本家曾经利用过这种名单来阻止工会组织

者获得工作机会，但其效率要低得多。 

    实际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直接控制民众的手段。这种集中也会对人民施

加各种心理压力和影响，从而不仅削弱了他们约束统治者的能力，甚至会削弱他们这样做的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容易受到大众的极端影响，被迫在没有机会进行合理思考的情况下接受各种

意见,194特别是当这种压力体现为道德要求、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专业知识的时候。那些试图共

同行动以改变社会或挑战统治者无限权力的人，会被认为是危险和反社会的。195人们越来越接受

这样的观点：统治者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指导和管理每个公民”。196这种学说会危及自由，并危

及民众维护和形成约束统治者政治权力的能力。 

 
187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0), p. 431. 
188 On Gleiehschaltung in Nazi Germany 参见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New York: Octagon Books, Inc., 1963); and Arthur Schweitzer, 
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4). 
189 参见 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s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olitical Opp~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56), an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0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I, p. 93. 
191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 199. 
192 See 同上, p. 198. 
193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I, p. 284. 
194 同上, p. 9. 

195 同上, p. 93. 

196 同上, p. 265 



    无论表面上的短期利益如何，如果依靠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来处理社会问题，从长期而言，这

可能会对社会未来的政治局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权力的实际分配可能影响政府的制度形式 
 

    从长远来看，社会的实际权力结构可能有助于决定政府正式的制度形式。在整个社会中，分散

型的权力结构（拥有多个有效的聚力点）往往会孕育出较民主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中的

个体已被原子化，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器的手中，这样的社会将会孕育出专制的政府形式。“我们所

说的宪法只描述了最顶层的社会结构；如果下层结构完全不同，那么，最上层也必然不同，”蒙塔

古（F.C. Montague）写道。197同样，莫斯卡（Mosca）认为，对统治者权力的实际约束，或缺乏

这种约束，都可能导致后来的宪法和法律给予正式认可。198分散的聚力点可能非常强大，以至于

统治者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正式承认自己依赖于它们。“议会会议从最开始就具备这个基本特征，”

朱弗内尔写道，“就是大大小小的权力机构可以通过集会，让国王无法对其下达命令，而必须与之

谈判。”199相反，如果这种社会团体和机构相对缺乏或弱小，无法抵制中央统治者，也无法控制其

权力来源，正式的政治结构就可能从名义上的民主制度变成公开的高度集权和专制。 

    通常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改变正式的政府框架，从而体现出整个社会的实际权力分配和结构性状

况。在适当的条件下，这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社会权力的分配最初有助于产生这些政府形式，

而在这种权力分配发生重大改变之后很久，政治制度的外在形式可能会继续存在。如果权力实际

集中于统治者手中，而不再分散于社会各团体和机构手中，宪政民主的正式机制可能会继续存在

若干时间。如果这样，统治者的潜在权力在实际上就可能不受约束，就仿佛宪法公然认可了专制

制度。尽管在产生旧宪法的状况发生变化后，旧宪法可能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但这种情况有可

能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在社会中，社会团体和非国家机构都很弱小，已经被统治者控制或者没

有能力采取独立行动和反抗统治者，同时民众不愿意反抗篡权，或者认为自己无能为力，那么公

然的专制政府形式就可能很容易得到认可。这可能是用来作为“临时”安排，以满足特定的需要或

紧急情况，也可能是作为永久性的变化。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变化可能来自宪法的逐步修改、实

践的转变、司法判决、立法等。或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在行政篡权、政变或外国入侵之后发生的。

有时，这种变化可能直接源于进行有效的内外部战争的“要求”。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如果社会团体和非国家机构在相应的制度下已长期存在，其力量以及

独立行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具有这些特质的新机构也不断涌现，那么，先前建立的独

裁政府可能会继续存活若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正式的宪法仍然是独裁性质的，但实际上

聚力点会对统治者施加相当程度的约束。也就是说，与当前表面的政府形式相比，这个社会在实

际上已变得更加民主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会也会及时通过修改宪法来正式承认已改变的权力

关系和新的结构性状况。 

    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的结构性状况和有效权力的实际分配都有可能在实践中改变统治者行使

权力的过程，让其偏离正式的宪法规定和政府结构。 

    如果统治者——特别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党——控制了国家机器，以便实行旨在重塑社会基

本结构的独裁统治，社会的结构性状况和正式的政府结构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这种努

力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性状况的影响：社会团体和机构是否强大到足以抵制该独

裁政权，是否过于软弱而无法取得成功甚至无法进行尝试，或者是否为了统治者的目标而自愿消

亡。 
                                                                                                                                                              

 
197 F.C. Montague, Introduction to Jeremy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 by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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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源于内部力量 
 

    统治者的权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臣民所约束，主要取决于社会秩序和臣民本身的内部力量。这

种观点与目前流行的有关权力约束途径的解释恰恰相反。如今，屡见不鲜的是，人们几乎完全依

赖于正式宪法、立法和司法裁决来确立和维护政治自由。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独裁者或压迫者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的意图、行为和政策才应为独裁或压迫本身承担负责。此外，人们还普

遍认为，只要废除了独裁者或压迫者，就会带来自由。然而，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来看，这些观

点都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它们很可能导致相关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结果。 

    统治者的权力最终源于社会本身的状况，这个观点既非原创，也不新鲜。几个世纪以来，各种

政治理论家和观察家都在论证这个观点。 

    比如，十八世纪末英国政治思想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认为，政治制度的特点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状况。如果民众的理解力很有限，那么制度将是不完美

的。如果民众的理解力很强，那么民众所认可的制度将得到改善，而民众所拒绝的制度将因缺乏

支持而变得无效。200因此，如果希望变化很长久，那么，公众意见的变化必然先于社会政治的变

化。201戈德温写道，民众的不成熟或成熟程度，将反映在政治制度中，这会导致独裁政权，或者，

成为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内部的软弱会让民众很容易成为征服者的猎物，而压制乐于争取自由

的民族的努力很可能是短暂的。202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现实主义”思想家及王室顾问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指出，

不习惯于妥善地进行自治的民众没有能力维持自由。203他写道，这种情况类似于被囚禁长大的动

物，在获得自由以后就无法自食其力。它会成为率先试图让它恢复到以前状态之人的猎物。204“因

为让罗马卑躬屈膝的，既不是独裁者的声望，也不是独裁者的官衔，而是公民们因其长期统治而

失去的权力。”205马基雅弗利认为，臣民在前任君王统治下习惯于消极服从的程度，或者相反，在

共和国中的活跃程度以及对各项事务的参与程度，将会大大决定新统治者试图确立自身权力的相

对难易程度。206 

    法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巴伦˙德˙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在谈到政府内部权力划

分的重要性时，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观点。他也促使人们认识到了社会内部力量与政府类型之间的

关系。孟德斯鸠强调了“美德”（定义为热爱国家，崇尚平等）对于维护自由以及民选政府的重要

性。207他还说：“被奴役民族的习惯，已经融入他们的奴隶生活中，而自由民族的习惯，也已融入

其自由生活中。”208莫斯卡指出，在能够抵抗和约束统治者的必要因素中，包括不受统治者控制的

“有组织的社会力量”。209托克维尔认为，“对自由的热爱和习惯”有助于维护自由。另一方面，他

写道：“我无法想象，在失败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缺乏自由制度的民主国家更容易被征服的

 
200 参见 William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 (Sec. ed.; London: G.G. and J. Robinson, 1796), vol. I, pp.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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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0), vol. I, p. 252. 
204 同上, pp. 252-253. 

205 同上, p. 289. 
206 Machiavelli, The Prince (London: J.M. Dent & Sons [Everyman Library], 1948), p.38. 
207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59), vol. I, pp. 
20-23 and 34. 
208 同上, p. 307. 
209 Mosca, The Ruling Class, p. 134. 



了。”210朱弗内尔将自由的状态与公民的积极警觉联系起来，211并断言，如果民众充分具备自由的

品质，那么，它来自于“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捍卫……”212 

    值得深思的是，关于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非暴力战略家和领

导人甘地的观点与这些理论家的看法完全不谋而合。甘地反复论证，真正的自治（swaraj）不仅

是个政府方案和统治者身份的问题。相反，民主依托于社会的内在力量。213他把印度对英国统治

的臣服归因于印度本身的软弱。214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自治“只能通过自我

努力来实现”。215在建立自治之前，民众必须摆脱“无助感”；如果缺乏自信，他们就无法采取行动

改变政治结构。216“如果内部状况腐朽不堪却实行完美的宪法，这无异于在粉饰坟墓。”217因此，

非暴力革命不是夺取权力的方案，而是“改变权力关系并在最终和平地移交权力”。218甘地认为，

印度在增强内在力量、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以后，即使没有军备，也能抵御外国势力。219 
 

这种分析结果对于约束政治权力的意义 
 

    在关于约束政治权力之手段的上述讨论中，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 如果社会没有强大的聚力点，尽管有正式的宪法，但臣民是相对原子化的，因此非常

容易遭受暴政以及其他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  

2.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更换掌权者（人或团体），不足以对掌权者的权力进行有效约

束。 

3. 为了能够长期有效地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必须实际下放整个社会的权力，将其分散到

各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中。 
 

我们来更详细地讨论每个问题。 
 

宪法不足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 
 

我们已经看到，在努力约束统治者的权力时，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实际权力分配来说，政府

的制度形式是次要的。另外，聚力点的削弱或破坏可能会大大增加臣民约束其统治者的难度。 

虽然民主宪法会限制政府的合法权力，为政府行为以及统治者筛选事宜制定常规程序，保

证臣民的某些自由和权利，但它不足以扭转这种趋势。如果社会很弱小而民主统治者很强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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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ajivan, 1951), p.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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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权力的传统或宪法书面条款中的限制因素，以及阻止统治者行使特权的障碍因素，将无法

防止反民主政权通过政变或入侵来夺取政权。在同样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结构很脆弱，臣民甚至

也无法阻止通过宪法手段当选的统治者将其权力逐渐扩大到合法的限度之外，或篡夺行政权。当

某个强大的团体想要违反民主制度中的“规则”时，宪法和法律的条款本身并不能阻止这种篡权行

为。  

    然而，如果社会的结构很稳固，其实际权力分散在社会各个团体和机构中，则它有可能控制统

治者的权力来源，并有效地维护或恢复民主政府制度。如今，甚至连激烈地反对独裁和提倡自由

的人们都没有洞察到实施宪政民主制度的结构性要求。相反，各种各样的的民主人士认为，在运

行国家机器时，规定了政府结构及其有效权力范围的宪法是建立和维护民主政治社会的关键。然

而，尽管有这样的宪法，大量的宪政民主国家已经被国内外的专制或独裁政权取而代之。这或许

表明，如果某个强大的群体不愿意遵守这种宪法，则相关规定和限制因素本身不足以约束统治者

的权力。对于那些不愿意自愿遵守宪法界线和程序的统治者来说，社会还需要有能力来约束他们。 

    如果社会内部的力量很弱小并且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宪法障碍就无法阻止反民主势力篡权。

在这种情况下，臣民也无力阻止宪法选举产生的统治者逐渐非法地扩张权力，甚至暂时废除宪法

本身——也许是以国家危机为由。例如，如果他们选出的总统在军队支持下以应对所谓的危机为

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立法机构，取消选举，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并控制报纸、广播和

电视，那么国民会怎么做？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臣民必须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对抗篡夺者的权力。为此，他们必须能够

进行有效的斗争。这需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拥有实际的聚力点。 

    然而，这个必要条件可能并不存在。社会中的非国家机构可能很弱小，并且可能已经受到政府

的控制。任何有助于击败篡权者的团体可能都没有保留或培养出采取独立行动和抵抗统治者的能

力。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可能与国家机器密不可分。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

这个国家机器。民众可能已经习惯于将他们的问题交给“政府”来处理，而不是自己处理。如果存

在这种情况，那么反抗篡权者的概率——更不用说成功反抗——就非常小。在正常情况下，社会

结构以及实际权力量的分配，以及它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方式，将非常强烈地影响甚至决定它抵

制独裁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的政策和行为削弱了社会的聚力点，加强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而他们原

来的动机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即便实施变革的政府真心想要消除不公、促进福利，并拥有有效的

军事和行政能力来阻止并挫败国际军事威胁、国内恐怖分子和游击队袭击，这也不会让篡权者觉

得更难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宪政民主国家，不同的群体往往不断地让国家对整个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因此往往赋予

它更大的权力。几乎所有的群体都依靠国家的军事能力来应对境外的威胁。各种类型的社会改革

者和革命者都依靠国家机器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变革，并打击他们眼中社会罪恶的罪魁祸首或预

期变革的反对者。就民主而言，这种对于国家机器的依赖是合理的，因为它声称立法机构或其他

决策机构正在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行使民主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诸如家庭、工会、宗教团体和

产业公司等社会团体和机构将在国家之外继续存在。然而，相对于这些聚力点早期约束统治者的

能力，它们的独立性和实际权力几乎总是被大大削弱了。有时，这些团体和机构的独立性和力量

因不太高尚的动机而受到破坏。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种破坏和臣服的后果都会因情况而异，但

它们都有个共通之处：统治者的潜在权力会增加，与此同时，社会则会付出代价。 

    如果这些聚力点受到削弱，统治者的潜在权力不断扩张，宪法和政府形式就有可能转向独裁。

这种转变未必会立即发生，而且往往不太可能立即发生。至少从表面上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往

往也是事实——民众通常已经在若干时间内维持着其对于政府的约束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相

应的约束力通常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自愿遵守某些宪法、法律、传统或道德准则所要求的标准或限

制条件。然而，即使是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可能不愿意遵守这种限制。或者，统治者可能会通过

系列无明显伤害的方式逐渐扩大其权力，因而几乎不会受到关注或干扰。或者，某个急于更充分



地利用统治者潜在权力的集团，可能会忽然从故意表现得很克制的统治者夺去政府的控制权。在

这些情况下，如果统治者控制了国家机器，他就能掌管所有在“正常”时代创建的、用于控制臣民

及其机构的全部政府机构和控制体系，220尽管动机会迥然不同。这样，与统治者相比，民众就会

显得软弱无力，倘若社会机构没有受到削弱，国家没有扩张其权力，民众的实际抵抗能力就不会

这样弱小。221 

    托克维尔分析了“民主社会中独立权力机构受到削弱以后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他据此预言，如

果这种社会中重新产生了绝对权力，它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呈现出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特征”。
222早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兴起前 1 个多世纪，他就做出了这种预测。 

    我们的经验表明，宪法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是不够的，现代暴政的严重性也足以促使我们在宪

法和法律条款之外，寻找其他手段来约束那些不想接受这些限制的统治者。 

    在民主理论中，公民对暴君诉诸暴力革命的权利已经得到了承认。宪政民主国家已经依靠军事

力量来抵御外来威胁。现在，我们有理由感到失望，质疑那些应对紧急情况的手段是否恰当。反

抗暴君的大规模暴力革命和反抗入侵者的军事抵抗都可能面临着实际障碍，从而无法取得成功。

当手无寸铁的臣民试图发动暴力革命，反抗武装精良的统治者时，他们几乎总是处于重大劣势，

并且这种劣势很可能导致他们不出所料地陷入失败。在反抗攻击合法政府的政变时，他们也几乎

不是对手，因为通常军队会发起或支持政变。在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入侵的外国统治者通常已断

定他的政权相对于被侵略国家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因此，防御性的军事抵抗很难取得成功。 

游击战有时被视为这些手段的替代措施。然而，它却具备严重的缺陷，因为它容易造成大量伤

亡，成功的前景并不明朗，往往会经历非常漫长的斗争，并且会产生结构性的后果。如果斗争失

败了，受到攻击的政权会立即变得更加独裁；如果斗争成功了，由于扩大军事力量而产生的集权

效应，以及社会聚力点在斗争中受到削弱或破坏，此后建立的政权也会变得更加独裁。223 

    因此，有必要在正式的宪法安排和这种暴力制裁措施之外，设法让民众在危机中能够有效地

约束国内外统治者。如果在这种危机发生时，没有强大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能够采取独立行动，行

使实际权力并约束中央统治者，那么，仅仅依靠正式的宪法安排来限制统治者可能会带来灾难性

的后果。托克维尔提醒我们留意这种情况下的困境： 

    ……民主国家……很容易将其全部可支配的力量投入战场。当国家富裕且人口众多时，它
很快就会成为胜利者；但如果它被征服，其领土被入侵，它就没有资源可以支配；如果
敌人占领了首都，国家就会灭亡。很容易解释这种现象，因为族群中每个成员都被孤立
且极其无力，没有任何人能够保护自己，或者激励他人。在民主国家里，除了国家机器
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拥有强大的力量；如果国家的军事力量被军队摧毁，国家的民
事力量因主要城市被占领而陷入瘫痪，只剩下成群丧失力量或政府的民众，无法抵抗它
所受到的有组织力量的攻击……在这样的灾难之后，不仅民众无力开展敌对行动，而且可
以预料到，他们往往不会试图这样做。224 
     

单纯地更换统治者也不足以确立持久的约束能力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要想确立对于统治者权力真正而持久的约束能力，就不能单纯地更换掌管

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根本性变革。然而，在宪政民主国家，大多数政治辩论的焦点是

 
220 参见 Jouvenel, Power, pp. 22-23. 

221 参见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p. 93, and vol. II, p. 258. 

222 同上, vol. I, p. 332, 也参见 p. 334, and vol. II, pp. 288-290 and 294. 
223 关于暴力革命、政变和游击战的这些问题的更全面讨论，见第十二章，“民众赋权”，子章节：制裁与

社会。 
22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I, p. 258. 



谁应该控制正式政治结构。如果我们关心如何落实民主原则，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从长远

来看，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是可取的，并且能够解决约束政治权力的问题？ 

    将主要重心放在人员或派系而非结构身上，这在部分程度上是源于缺乏清晰的思路。我们通常

没有区分特定暴君的和实现暴政的条件及制度。225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为消除暴君做出了重大努

力，但却很少或没有关注如何改变孕育出暴政的土壤。在人们寻求积极的斗争手段来反抗国内外

的暴君时，他们很少或没有注意到，需要自觉地地选择那些不仅有可能立即生效而且从长远来看

有助于确立对任何统治者权力的可靠约束能力的斗争手段。相反，在某些情况下，所使用的斗争

手段实际上导致民众更难在长期约束统治者。                                                                                               

    我们也没有区分为选择执政者或执政党而进行的民众选举，以及民众有机会积极参与政治社会

的前提条件。226因此，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定期选举上。然而，人们既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

需要在各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中分散权力，同时也没有注意到，需要增强民众为自己做出重大决定

以及始终有效地约束统治者权力的能力。 

    执政者或执政党的变化可能不会产生影响，但有时影响会很大，这种影响或好或坏。至于这种

变化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又是什么影响，则似乎与以下因素有关：(1）统治者的自我

约束程度；（2）他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以及（3）用于获得统治地位、维持该地位和执行政策的

手段。如果前任和新任统治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因素，而不仅是单纯地

更换统治者，甚至也不是臣民影响新人事任命的能力。这种变化和这种影响未必就表明，如果统

治者不愿意受到约束，民众有能力约束他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意屈服于限制和约束其权力的因素，

这样的政治局势就是最紧急和最危险的，并亟需寻找对策。 

    臣民协力挑选统治者并影响尊重民意的统治者的政治政策和做法的能力，往往会与民众实际约

束决心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的统治者的能力混淆起来。这种混乱可能会制造假象，让人觉得民主

约束能力超过了实际情况。这种假象可能使统治者更容易扩大其控制权和权力，而臣民则变得更

加自满，不太想维护其约束权，同时也更不愿意反抗。227这种混淆也可能有助于造成这样的印象，

即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比实际情况要大。托克维尔的看法如今仍然是对的：“因此，

我们同龄人之间的分歧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不断争论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却很容

易就该最高权力的责任和权利范围达成共识。”228 

    由于统治者实际行使权力的能力会因上述因素而异，因此，更换统治者可能会导致统治者行使

权力的程度和方式发生短暂的变化。然而，非常重要的是，统治者的变更并不会削弱任何统治者

不受约束地向臣民行使权力的能力。只有在人事变更之前或在努力实现这种人事变更的过程中，

增强整个社会中聚力点的力量和臣民抵抗统治者的能力，那么，伴随着人事变更，统治者的权力

范围才会发生变化。否则，出现暴政的概率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要消除暴政本身，消除

某个特定暴君的政权，就必须增强社会的自由能力。 
 

热爱自由之人发起的革命会确认自由[孟德斯鸠写道]。自由的国家可能会出现拯救者；被
奴役的国家只会出现新的压迫者。因为谁能推翻拥有绝对权力的君王，谁就有足够的力
量让自己掌握绝对权力。229 
 

    即使政治制度的外在形式和结构发生了若干变化，但如果潜在的权力结构本身保持不变，实际

的变化可能比表面上更有限。朱弗内尔说，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以后，整个君主制国家的本质依

 
225 Se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vol. I, p. 21. 
226 Jouvenel, Power, p. 220, and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3). 
227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pp. 21-22. 
228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I, p. 266. 
22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vol. I, p. 309. 



然保持不变，只是“国家的代表”坐在了国王的位置上。230“如果承认了世人有权行使不受约束和不

受限制的最高统治权的原则，那么所产生的制度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无论由哪个现实或虚构的人

物来行使这种最高统治权。”231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制度看似水火不容，却都向执掌统治权的

个人或团体授予了不受约束的类似权力，它们因而存在很多共同之处。232 

    如果制度中的结构很牢固，同时存在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西梅尔写道，除非“社会形式发生

根本性变化”，否则即便“被统治者获得解放往往也并不意味着普遍的自由……而只是意味着被统治

阶层上升到了统治阶层”。233除非在“被统治者获得解放”之前或同时打破了实际权力的集中，并将

权力分散到整个社会中，并在同时增强与统治者相抗衡的社会机构的力量，否则，单纯地更换统

治者并不会增强臣民约束统治者权力的能力。无论是由某个人长期担任统治者，还是定期更换统

治者，如果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情况都是如此。234如果要约束统治者的政治权

力，显然需要进行若干更根本的变革。 
 

权力下放是实现长久约束的关键 
 

    要确立长期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的能力——特别是在危机中——就必须以牺牲统治者的权力为代

价来加强民间力量。也就是说，要形成这种约束力，就需要将实际权力能力下放到各社会团体和

机构中。然后，这些聚力点将能够在社会的正常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能够行使实际权力，并

约束统治者的权力来源。 

     仅仅允许这些团体和机构向统治者提出建议并协力管理其政策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有能力做出

独立的决策，并能自主执行这些决策。托克维尔问道：“如果民众在小事上不习惯于自由，他们怎

么能学会在大事上恰当地运用自由呢？”235因此，要形成有效约束统治者权力的能力，就需要与现

代的重要政治潮流背道而驰，进行相反的社会变革。 

    如果社会中仍然存在具有这种能力的聚力点，通常情况下，改善和保护它们就具备重要的意义。

或者，如果它们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合时宜，则必须建立替代性的团体和机构。如果认为有必要削

弱或废除某些本身在从事不法活动——例如，压迫其他民众——的现有团体和机构，那么，在这

样做时，切勿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在统治者手中，并相对削弱普通民众的力量。在这些情况下，有

必要新建具有实际独立权力的自愿团体、协会和机构，以取代旧的聚力点。这样，新的聚力点将

有助于更好地保障每个臣民的自由，同时不会减少他们的平等。236如果要维护自由，每个公民都

必须“与同胞联合起来，以捍卫其自由……”237 

    许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统治者或许会阻止或积极反对这种将权力下放并增强社会志愿团

体和机构力量的做法。这个想法本身可能会被视为颠覆性的。然而，有时统治者可能真心相信民

主原则，因此甚至可能鼓励和促进权力下放的进程。然而，仅靠政权本身是无法完成这个进程的；

它需要社会各团体、协会和机构积极发挥主动精神，参与进来并承担责任。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

可以仅仅借助于自愿的努力来独立孕育和强化这些聚力点，甘地就设想过，通过他的建设性方案

来培养权力分散型的社会。238另外，现有的团体可能会通过他们的斗争，为街区、城镇和地区实

 
230 Jouvenel, Power, p. 101. 
231 Jouvenel, Sovereignty, p. 199. 
232 同上 
233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 274. 
234 正如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所述。 参见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5), vol. IV, pp. 17871798. 
235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p. 92. 
236 参见同上, vol. II, pp. 295-296. 

237 同上, p. 97. 

238 参见 Gene Sharp, "The Theory of Gandhi's Constructive Program," in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Chapter Five. 



现相对更大的行动自由、自决或地方自治，为外国统治下的民族实现完全的自治，从而促进这种

权力下放。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斗争手段，以及社会和聚力点在危机中所依赖的最终制裁类型，对于该政

治社会的权力下放或集中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可以制定其他实现权

力下方的手段，并完善旧有的手段。但是，无论有多少种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整个社

会结构中下放实际权力，都是长久防止暴政以及其他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239 

    为了确立对统治者的实际约束力，有关社会组织和行动技术（包括最终制裁）的问题都具有现

实的意义。在设法解决约束政治权力的问题时，以及在设法孕育有利于实施这种约束的社会类型

时，我们需要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 

    1.人们如何组建自由的社会，并保留和提高它长期捍卫自由的能力？ 

    2.人们如何才能孕育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且既能处理特定问题，同时又能促进而不是妨碍人们

对政治权力的长期约束能力？ 

    3.社会如何才能在特定情况下应对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如压迫、暴政和战争），而且同时，

既能帮助解决眼前的问题，又能在长期有助于约束和分散——而不是集中——政治权力？ 

    此类问题都与孕育变革的行动技术以及维护社会制度所依赖的制裁类型密切相关。这是因为，

冲突中强制执行的制裁措施的性质与社会中权力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我们

需要更深入地洞察制裁和权力结构之间的这种联系。 
                                                                          
 

政治制裁和实际权力分配 
 

    存在两种普遍的替代性制裁类型：政治暴力240和非暴力行动。这两种类型可能会对未来社会的

权力集中程度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谈与政治暴力和非暴力行动有关的其他问题，只

是简单地想想，在这些类型的制裁之间做出取舍以约束统治者或机构的权力之时，这种取舍会如

何大大地影响臣民长期约束政治权力的能力。 
 

政治暴力助长权力集中 
 

    人们普遍认识到，伴随着或者紧跟着暴力革命和战争，统治者的权力会变得更加集中。持这种

观点者绝不限于政治暴力和集中化的反对者。相反，即使是既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批评者——如卡

尔·马克思——也具备这种洞察力。他们很少寻思为什么权力集中与政治暴力有关，也很少追问政

治暴力在当时是否不会妨碍民众对统治者权力形成长久的实际约束能力。相反，经常发生的情况

是，那些敏锐地意识到现有中央集权趋势的人会大力推行若干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似乎

确保了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手中，并增加了约束这种权力的难度。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都

是这样做的。人们很少注意到，在斗争中所依赖的行动技术以及实际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被分散到

社会团体和机构手中或被集中到统治者手中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联系。 

    马克思称法国是“巨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是“可怕的寄生体……”从第一次法国大革命到路易˙拿

破仑政变，法国所有的政治动荡“都完善了这个机器，而不是粉碎了它。前后相续执政的各方都把

拥有这座巨大的国家建筑作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241列宁——他打算在俄国利用这种中央集权

 
239 关于体制性的权力下放问题，见第十二章，“民众赋权”，子章节：制定赋权战略。 

240 这里的政治暴力是指国家、非国家团体或个人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对反对派团体实际使用或扬言使用

人身暴力，包括监禁、处决、暴乱、游击战、常规战争、暗杀、政变、内战、爆炸、恐怖主义，以及警察

和军事行动。 
241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 pp. 238-239, in David Fernbach, ed., Karl 
Marx: Political Writings, vol. II, Surveys from Exi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1974). 



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 1917 年将马克思的这段话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进步”：

“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革命都有助于完善国家机器，而它必须被打碎，碎为齑粉。”列宁则宣称：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和基本观点。”242然而，他的雅各宾派革命基本理论以及

他的实践却与这种观点大相径庭，尽管他说它们是相容的。    

    在暴力革命中，新的团体夺取了国家控制权，此后，人们有时会认为新的统治者比之前的政权

更人道，更少压迫。然而，无法保证他们会始终如此。列宁没有这样做。他的制度中也没有设置

任何相应的障碍，以便防止在列宁之后执掌大权的其他人，如斯大林，变得更加专制。   

     社会团体、协会和机构受到削弱，以及实际权力能力集中于统治者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

——让臣民更有能力约束任何想要肆意妄为的未来统治者。朱弗内尔认为，这个过程为“大一统国

家”奠定了基础。243  

    虽然战争的集权效应在二十世纪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这种趋势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244技术变革,以及几乎完全打破平民与军队之间的区别，导致了这种趋势更加突出。由于需要将人

力和其他资源有效地协调起来以服务于高效的战争机器，并需要进行集中规划和指挥，与此同时，

分歧和控制不力则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此外，统治者手头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些因

素都促使现代战争产生了强烈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实际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   

    其他类型的政治暴力也可能有助于这种集权化进程。技术和政治组织的现代化发展似乎凸显了

政治暴力的趋势：将有效的权力能力集中起来。245这些因素中包括以下几点： 

    1．如果要高效地实施暴力，需要集中指挥和控制准备工作，并发动政治暴力。  

    2．这需要对武器（和其他物质资源）、现役战斗人员，以及这些武器和人员所依赖的团体和机

构进行集中控制。 

    3．这种控制（如因素 1 和因素 2）意味着掌控者在斗争中的权力增加，包括运用人身暴力来维

护控制权的能力。 

    4．在政治暴力斗争取得成功之后，控制斗争进程的集团有可能会保留它在斗争中积累的权力能

力。或者，如果发生政变，其他人，或者原集团的部分成员，将会控制这种制度化的权力能力。
246 

    5．接管旧国家机器的同时，又通过新积累的更多权力能力来增强力量，这将意味着未来统治者

的实际权力能力与旧统治者相比全面增加了。 

    6．这种权力能力也有可能因为有效的聚力点在斗争中被破坏或削弱而得到提高，结果就是，臣

民相对于统治者来说被削弱了力量。 

    7．从暴力中诞生的新政权需要依赖于暴力，因此也需要依靠中央集权来抵御内外部的敌人。 

    8．如果社会中的臣民和统治者都认为只有暴力才是有效的权力，并认为只有暴力才是真正的斗

争手段，同时，统治者有巨大的能力来行使政治暴力，在这种情况下，臣民很可能会感到无助。 

    如果社会依靠政治暴力作为其最高制裁和斗争手段，此类因素都有助于削弱臣民约束统治者的

能力。 
                                                                                                                                        

 
242 V.I. Lenin, The State and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4), p. 25. 
243 参见 Jouvenel, Power, pp. 18-22 and 244-246. 

244 参见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vol. I, pp. 232-
242, 302, and esp. 311; Bronislaw Malinowski,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XLVI, no. 4, esp. p. 545; and Malinowski, 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4), esp. pp. 265 and 305. 
245 下文列出的因素也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 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p. 800-
802. 
246 关于制度化政治暴力的后果的更全面分析，请参阅第 11 章：“社会的必要性”和第 12 章：“大众

赋权”。 



非暴力制裁有助于分散权力 
 

    非暴力行动似乎会对社会的权力分配产生截然不同的长期影响。这种技术不仅不会产生政治暴

力的集权效应，而且似乎大大促进了有效权力分散到整个社会中。反过来，从长远来看，这可能

会让臣民更容易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出于以下原因，广泛采用非暴力行动来代替政治暴力，有助

于在臣民中分散权力能力：247 

    1．尽管强大的领导层在发起非暴力斗争运动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冲突的发展，原来的

领导层会受到监禁或被对手以其他方式废除，此时，往往就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中央领导群体了，

事实上，往往也不可能继续维持。在其他情况下，尽管领导层继续发挥作用，参与者仍然需要更

多的自力更生。因此，整个运动往往会变得自力更生，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领导的。特

别是在严重的镇压下，非暴力行动的效率要求参与者能够在不依赖中央领导群体的情况下采取行

动。 

    2．因为非暴力行动不会使用真正的武器，所以不能通过管制武器和弹药的分配而集中管控这种

运动。相反，活动家们需要发挥他们的勇敢、维持非暴力纪律的能力，以及运用斗争技术等品质。

这些品质和技能更有可能会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因此，与依赖装备、弹药和指挥官命令的部队相

比，这种做法有助于培养更多的自立能力。 

    3．非暴力行动中不存在政治暴力中的集权效应。随着运动的进行，民众对非暴力领导者的依赖

程度也会降低。如果领导者要继续担任领导人，那只是因为民众自愿认可他们的道德权威，并认

为他们是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和战略家，而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通过威胁或对参与者本身施加暴力，

从而强制执行他们的意愿。 

    4．如果领导人在斗争过程中没有积累起实施政治暴力的能力，那么在斗争结束后，就没有这种

制度化的镇压手段可以用来对付其追随者和其他人。 

    5．在非暴力斗争结束之后，如果某些领导人出任公职，包括担任统治者，就像在民族独立斗争

之后发生的那样，的确，他们可以动用该国的警察和军事能力，但并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积累的军

事力量和发动政治暴力的能力而增加这些能力。 

    6．整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不会因为政治暴力而受到削弱或破坏，也不会屈从于政治暴力的要求。

相反，在非暴力斗争中，这些聚力点有可能会增强其力量。在斗争中紧密合作的经验，所表现出

的更大的自力更生能力，以及在捍卫其能力以便继续反抗对手镇压和管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

都可能会在成功的非暴力斗争中增强聚力点的力量。甘地经常将非暴力行动运动描述为：通过这

种手段，民众将产生力量，促使他们能够朝着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方向前进。248 

   7．不能指望为某个特定政治目标开展了非暴力运动之后，该政治社会在所有情况下都会立即彻

底地摒弃暴力。然而，这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以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用其他非暴力制

裁代替暴力制裁。 

通过政治暴力赢得的变革，很可能需要通过持久的政治暴力来捍卫它们。那些未经努力而“被

赐予”的变革也会被轻易夺走。然而，在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变革的过程中，民众也培养出了采取

非暴力方式捍卫这些变革的能力。249因此，通过非暴力行动实现的改变可能会更加持久。这种变

革也有助于将特定地区的社会从依靠政治暴力来维持其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250 

 
247 列出的这些因素也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上述的 pp. 802-806. 请参阅第三部分："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以了解可以证实这些看法的分析结果和数据。. 

248 参见 Gandhi, Satyagraha, p. 356, and Gene Sharp, Gandhi Wields the Weapon of Moral power 
(Ahmedabad: Navajivan, 1960), pp. 72 and 100. 
249 参见 Sharp, Gandhi Wields The Weapon of Moral Power, p. 125, and Gandhi, Non-violence in 
Peace and War, vol. II, p. 340. 
250 参见 Richard Gregg, The power of Non-violence (Sec. rev. ed.: New York: Schocken, 1966, and 
London: James Clarke, 1960), p. 146. 



    8．在政治暴力斗争结束之后，当臣民将自己的权力能力与统治者的权力能力相比较时，他们可

能会感到相对无助，而在成功的非暴力斗争中，可能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局面。首先，臣民很可能

经历了通过成功的非暴力行动将其潜在权力转化为实际或真实权力的过程。这样的经验会给他们

提供信心、资源和技能，这将增强他们在未来改变社会和约束统治者实际权力的能力。这种“战斗”

训练有助于提高臣民在未来危机中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有助于社会中实际权力和权力能力的下

放，251并让整个社会更有能力约束那些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公民的国内外统治者。 

    如果本节的讨论结果是正确的，它会产生各种重要的实际后果。即使我们假设两类制裁措施的

短期效果是相同的，选择哪种制裁措施也会对社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长期后果。252 
 

思考之必要性 
 

    本章试图概括性地提出若干想法，以探索统治者的权力能力与整个社会结构中权力能力的基本

分配之间的关系。本章还探讨了替代性制裁措施和斗争手段对于权力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不受约

束的政治权力太危险了，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是势在必行的。然而，并非每个解决问题的建议在付

诸行动时都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以往提出的约束政治权力的建议仅仅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

往往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甚至适得其反。而且，即便“取得了成功”，屡见不鲜的是，过去的努力

似乎削弱了民众长期约束权力的能力，这应该激励我们去寻求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种探索

要求我们思考问题的本质，以及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有时，重新思考长期存在的问题会让人感到不安。我们经常会感到失望。传统“解决方案”的恰

当性是可疑的，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没有对问题的本质充分地开展其他分析活动，也没有充分制

定其他的拟定“解决方案”。然而，如果这种不安能刺激我们去思考，并激励我们自己努力去解决

我们面临的问题，那么，它或许是个好事。 

 

第七部分 抗争战略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309—378 页。页数：70。 

1、增强大众的权能 
 
 

人类需求和权力的分配 

 

我们社会253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参与决定其生活习俗并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的

决策和行动。这个重大迹象表明，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实

现我们所信奉的人类价值观、自由、正义、和平、经济福祉和相关原则。既然如此，我们就有责

 
251 Bose 这样描述人们在非暴力行动中的经历：“用他们自己的腿走路。随着革命获得力量以后，这

种力量会在民众中平稳地传播开来；因为，在非暴力行动中，任何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或儿童都可以发

挥作用，只要他们具备坚定的心灵。在暴力行动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那些最有效地采取暴力的人会占

据上风。”(Bose, Studies in Gandhism, p. 148.) 

252 关于暴力和非暴力制裁的长期影响，以及自觉地采取非暴力制裁来取代暴力制裁的问题，将在第

12 章进一步讨论。请参见第 12 章“大众赋权”的子章节“制裁与社会”，以及子章节“制定赋权战略”。 
253 我们的社会在这里特指美国社会，但此处的讨论也适用于其他西方社会，而且——有时甚至在更大程度

上——也适用于其他现代大型政治制度。 



任在当今的世界中努力实施这些原则，同时也要竭尽所能地为子孙后世建立更接近这些理想的社

会。有时，在为实现这些理想而努力时，我们需要继承当前社会中为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而采取

的良好做法。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尽管取得了这些积极的成就，我们的社会还是存在若干需要纠正的重大缺

陷。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我们的理想就意味着寻求根本性的变革。 
 

考虑人类的需求 
 

我们的社会未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甚至被理解得过于狭隘。事实上，我们对这些需

求的看法极其有限，这是过去未能建立更美好社会的主要原因。 
 

当然，如果没有食物、衣服、避风港、取暖和做饭的燃料并设法生产或获得这些物品，生命本身

就不可能存在。令人震惊的是，并非所有人的此类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且匮乏者通常不能自主

决定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这个事实应该比饥饿和匮乏的其他后果更让我们觉得震惊，因为如果控

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人们就可以为自己提供物质必需品。 
 

然而，人类的基本需求并不仅仅限于物质必需品，仅仅提供物质必需品也并不能产生理想的社会。

即便在监狱中也能够有效地供应这些必需品。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外，人类还有其他生物、心理、

社会乃至于“政治”需求。我们现在来简单地审视这些需求。它们可能显得非常简单，或者不适

合进行结构化分析。然而，如果缺乏这种更宏观的意识，那么，在努力建造能更充分地满足人类

需求的社会时，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因为以往的错误源于我们只关心提供食物、住房或工作，

而忽视了其他较隐性的需求。 
 

作为人类，我们需要爱和被爱。我们需要分享，需要关爱，需要对他人有用处。作为物种，我们

需要繁衍后代，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社会的习俗，可能也需要学习其他社会的习

俗，并了解和分享我们过去的遗产。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谁，培养自尊心，并欣赏我们自身的能

力和价值。我们需要快乐、放松、创造力、成长和改变的机会，并寻求新的知识、见识和真理以

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需要完善我们的思想、理性能力以及思考和推理的能力。我们需要培养

相应的能力，以便与他人、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和宇宙建立起联系。我们需要认同

他人，获得团体归属感，并拥有团体自豪感。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和攻击，远离生命的威

胁。我们也需要在面对文化和物质威胁时生存下来。 
 

非常重要的是，作为个人和群体，我们也需要有权力和能力来决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需要

有权力来主宰我们自身的生活，抵御那些塑造我们、伤害我们或毁灭我们的力量，能够掌控我们

的生活和未来，即使是在面对敌对力量的时候。大多数纠正社会弊端的拟定补救措施，都极少关

注更广泛的人类需求，特别是这种对于实际权力的需求。 
 

除非我们能够满足这些超出物质必需品之外的各种需求，否则我们就缺乏人类的素质和能力。因

此，我们为更充分地满足人类需求所做的努力应该是为了满足所有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物

质需求。提供物质必需品的努力不应对满足较隐性的需求造成负面影响，或妨碍我们自主掌控自

身的生活。恰恰相反，满足任何人类需求的努力都应该不妨碍我们满足所有其他的需求，并尽可

能积极协助我们满足其他的需求。与着眼于有限目标而做出努力相比，这将会产生本质上截然不

同的结果。更充分地满足这些更广泛的人性需求也将有助于我们解决前几章所讨论的独裁、种族

灭绝、战争和社会压迫制度等问题。 



  

我们的弊病与权力集中 
 

我们所有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到严重的权力分配不均。254也就是说，

实际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某些群体和机构中，并最充分地集中在国家机器的手中。其他群体乃至

于普通民众则相对较为弱小，因而容易受制于权力集团的意志。 
 

社会中特定群体在某个时期的权力能力绝不是不可避免或不可改变的。它是以下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1）各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动用了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来源，即他们的权力潜力；（2）各群体

目前拥有的不同程度的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3）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具备

灵活性并能够接纳各阶层的意愿。现有的权力分配是非常真实的，但它不是永久性的，也不会在

所有情况下都保持不变。事实上，它有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相对弱小的群体比以前远远更充

分地动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来源，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实际权力并更接近于实现他们的权力潜力之

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化。如果既有权贵团体所掌握的权力来源被削弱或撤回，从而其实际权力被

大幅减少，此时，权力分配也会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较弱小群体的权力来源被动用起来，或既有

权贵群体的权力来源被减少，或两者兼而有之，否则，即便社会上出现了任何其他特殊的变化，

被压迫群体仍不可避免地保持基本相同的相对地位。(这些其他变化甚至可能包括纠正特定的冤情，

提供新的服务，以及安插新的人员或团体来担任统治者。） 
 

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审视某个群体或另外某个群体所说的“问题”，都会发现实际不公平或被

视为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例如，这些群体可能包括：经济上受到剥削的阶层、被骚扰的宗教少数

群体、被攻击或被占领国家的民众、种族灭绝阴谋的受害者、被国内独裁者压迫的民众、被殖民

帝国统治的国家、受到轻视的民族或种族群体，以及大量的其他群体。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某个群体有能力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弱小的群体。“暴君只有在我们缺乏抵

抗力量的情况下才有能力行使暴政，"克里希纳拉尔·施里达拉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道。 
 

因此，如果我们不仅着眼于纠正具体的问题，而且还着眼于防止此后出现其他可能更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分配。 
 

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在将实际权力更加集中在国家和某些机构的手中，同时，某些以往没有什么权

力的群体也在逐渐拥有更多的权力。显然，社会同时存在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例如，一方

面，工人可以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和抵制，非裔美国人可以示威并使用他们的选票，妇女开始推

翻压迫她们的大山，挑战陈规旧俗，确立新的社会模式。由于这些行动，这些群体和其他群体现

在拥有比几十年以前相对更多的权力。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社会中的许多变化正在朝着相反的

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总体趋势有利于较大型的机构，权力更加集中，

精英具备更大的控制权。此外，正如前面几章所讨论的，本世纪在全球范围内看到了独裁势力的

增长，这通常表现得较为严重，暴力在增加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中。我们未能创造出既有经济福

利又有政治自由的社会，种族灭绝的能力也增加了，同时，我们也不尊重他人的生命和尊严，努

力控制人的思想，军事武器和破坏能力也都增加了。大多数人感到无力扭转这些趋势。 
  

过去的补救措施是不够的 
 

 
254 这里的“权力”是指人们即便在遭到反对之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亦即他们能够同时施加的

所有各种影响和压力。这包括制裁和合作的能力，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如权威。 



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减少社会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缺陷，为此，他

们提倡并制定了各种变革措施。这些措施往往是紧急措施：在饥荒期间提供食物，在洪水和轰炸

之后提供住所，以及提供衣服以便御寒。这些措施仍然很重要，而且必须根据其缓解紧急需求的

能力对它们进行评估。但是，那些旨在长期和经常满足人类需求的计划则需要采取更严格的评估

标准。 
 

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计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被证明是不够的。首先，现有的计划和政

策经常忽视了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某些需求。第二，计划或政策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

法实现其预期目标。第三，所做的努力可能只是暂时或有限地缓解了相关问题最紧迫的后果，而

并没有解决问题本身。有时，重心会发生偏移，偏离了所需要的根本性变革。第四，即使是精心

制定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被糟蹋掉，以至于没有效果；可能会因为其他考虑因素而牺牲

掉计划的实质内容，如强大的利益集团或水火不容的政治目标。 
 

在某些情况下，目前满足人类需求的方法存在着更多根本性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可能是大多数计

划和政策未能赋予民众力量，从而无法让他们积极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事实上，无论现有

的“补救措施”做了什么，从长远来看，大多数此类补救措施都会进一步削弱民众的力量。 
 

依靠国家机器的问题 
 

许多想要解决人类问题并更充分地满足人类需求的人们认为，采取行动的基本途径是确保某个更

高级别的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这可能采取多种形式：行政命令、新法律、宪法修改、由政府资助

和监管的政策、国家所有权，或其他手段。其共同目标就是通过为人们做某些事情来提供适当的

纠正措施。这种做法与主动让人们自身独立并直接地处理问题的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解决最初的具体问题或需求时，各种类型的国家措施的效果是不同的。即使这些政府计划在满

足特定的直接需求——饥饿、住房等——时做得相当成功，这也是国家或主管机构行使权力的结

果，而受益者自身至少仍然像以前那样软弱无力。他们充其量只是其他人的决定和行动的受益者，

他们本人并没有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的现状并没有得到纠

正，却往往变得更严重。其结果可能导致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与此相反，如果由于他们自身的努力而产生了变化，这可能会大大提高他们的自尊心，以及齐心

协力地满足自身需求并保护自己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运用实际权力来管理自身生活和社会的

能力。能够增进民众力量的变革有可能帮助人们在未来应对其他问题，并确保他们取得的成果不

会前功尽弃，除非他们选择这样做。 
 

另一方面，如果依靠其他团体和更高级别的政府、行政命令、立法、法院裁决等来实现预期的变

革，则会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被赐予的这些东西可能会被轻易地、甚至更快地夺走。在未来的

某个时候，如果整个国家的情绪发生变化，新的问题享有优先权，或者新的力量获得了对于立法

机构、法院或行政部门的控制权，则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方式推翻相关政策。国家机器可能不再充

当提供者和保护者。它甚至可能被用来对付最近被摒弃的政策的以往受益者。 
 

国家权力的增长 
 

当我们的政治、经济乃至于许多社会机构扩大规模，更充分地掌握在精英手中并变得高度集中之

时，独裁、种族灭绝、战争、社会压迫制度和民众无力感等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现象可



能并非出于偶然。这些机构的权力往往会极度集中，并产生了广泛的严重后果。这种集权化的趋

势在国家这个特殊机构中显得尤为明显。在基本了解二十世纪的政治之后，我们或许就能够发现，

国家权力的集中和控制权的扩大恰恰是制造问题的主要根源，并毁掉了无数的民众和社会。要想

重新思考政治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和评价通过扩张

国家权力来满足民众和社会的各种合理需求。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国家的权力正在继续增加，相反的趋势非常有限。当然，国家与整个社会是

不同的。国家是个特殊的机构，是特殊的政府结构。还有其他可能的结构，其中包括以下政治控

制体系：管理其计划和措施的永久性官僚机构，惩罚反社会人士（往往也会涉及异议人士）的永

久性警察和刑罚体系，以及用来威慑和打击外国敌人和国内起义的永久性军事体系。所有这些机

构都听从担任国家元首的“统治者”个人或群体所下达的命令。 
 

国家和其他机构在绝对和相对规模、精英控制权和中央集权程度方面的增长，体现为各种不同的

方式，同时也是各种影响的结果。它往往是为了满足迫切的需求，以及消除早期权力较分散的机

构的弱点和不足。在其他时候，机构越来越庞大以及其控制权日益集中，并不是源于自觉的选择，

而是为了应对其他变化。 
 

现代战争的规模、技术和严重性，加上有效军事系统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集权的发

展。由于需要有效的指挥权，我们需要控制资源、运输、人力和军事秘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

了这种结果。在美国，内战明显促进了政治集权，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

大大加速了这种趋势。促成权力普遍集中和中央集权机构增长的另外两个主要因素是：大规模的

技术被用来促进发展，而不是小规模的技术；以及特定类型的能源被用来取代分散的能源。这两

个因素促进了集权化大型经济机构的大规模发展，这些机构掌握在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精英手中，

或由各部门的领导人、党派领导人和国家官员进行控制。通常情况下，当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力的

增长源于这些不同的因素时，这些因素本身，有时甚至包括这个集权化过程，都没有被注意到，

或者被认为是必要的。因此，由此导致的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力的增长很少招致反对。 
 

国家权力本身的扩张和民众实际权力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统治者试图奠定或长久延续其

统治的可耻动机和蓄意努力。另外，国家也往往会伙同其他机构共同控制社会。如果注意到这个

问题时，国家权力的这种扩张就往往被视为威胁，而当民众有能力抵制这种国家控制权的扩张以

及统治和镇压机构时，民众就可能会以自由或正义的名义反对国家权力的这种增长。 
 

利用国家权力来促进社会变革 
 

与这些情况不同的是，国家机器的发展往往源于高尚的甚至是人道的动机。许多寻求社会变革的

人士都认为，如果单个机构将永久性官僚机构与实施政治暴力的合法能力结合起来，这对他们非

常有用——只要他们能够掌控它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因此，国家被用来更充分地满足人类的

各种物质需求，并经常被用来控制大规模的经济机构，或社会中部分人对其他人的压迫行为。当

改革者和革命者试图控制强大的经济集团、阶层或机构之时，他们通常会确立国家对它们的监管

能力，或将经济的实际所有权移交给国家。 
 

当国家控制权和国家权力本身的扩张是由政治民主制度乃至于威权制度出于人道目的而进行的时

候，这可能不会招致重大的反对。这时，扩张旨在，或被认为旨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很少有人

愿意成为，或被视为，以往不公正行为的支持者和新的社会和经济服务的反对者。因此，除了受



到负面影响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反对“大政府”更甚于反对以往不公正和贫困的人士，这种扩张

可能很少招致反对。然而，这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 
 

有时候，通过国家行动来实行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会依赖于自由民主的进程。这些改革者已经接受

了自由宪政民主，以及其程序、限制条件和个人权利。这些人认为，政治自由与利用国家机器来

实现社会变革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在美国社会和许多其他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

遇到了问题，我们必须寻求更高级别的政府予以干预或接管，因为它们拥有控制措施、法律机构、

财政资源以及警察和军事系统，可以用来谋求正义。 
 

更极端的变革倡导者诉诸于政变或游击战来夺取国家权力。在他们掌管了国家之后，这些社会变

革的倡导者在行使国家能力时很少愿意保持克制，尊重民主程序以及与他们意见相左者的权利。

相反，通常来说，他们不允许任何程序、限制或议程表干扰他们眼中的使命：通过充分利用国家

权力来实现全面变革。 
 

这两种方法的后果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差异；我们决不能低估这些差异。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助

于增长国家权力，而无助于增强民众的力量。关于这两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有个潜在的主要因素

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本章前文介绍的所有人类需求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食物、住所、衣服和

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需求。有时——并非总是如此——就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言，与以往的方

案相比，国家干预措施所提供的服务和变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这不容忽视。我们

也不应该满足于贫穷、不公正以及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反，问题在于，即使通过国

家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成功地纠正了具体问题的外在影响，也会在无意中产生其他非常严

重的后果：在将实际权力从民众本身和社会的非政府机构转移到国家机器方面走得更远了。这样，

原本就非常弱小的民众——问题本身就是其证明——变得比原来更加弱小了，而那些能够限制统

治者权力的非国家机构也变得软弱无力，其他聚力点也没有得到强化以弥补这种损失。 
 

如果依靠国家来进行所需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不是利用若干其他的行动方法和不同机构，那么，

这种战略就不仅没有增强原本很弱小的民众的力量，反而积极地促使实际权力集中到了国家手中。

正如第二章“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所述，这可能会大大地促进独裁政权的发展。即使在经济机

构内部，国家行动也没有促进民主化。虽然几十年来，精英控制和缺乏工人和消费者的参与是大

公司的特点，并且在跨国公司中更加突出，但这些问题都没有通过国家干预得到纠正。国家对经

济机构的监管和所有权既没有减少它们的规模、集中化程度，也没有削弱它们内部的精英控制权。

相反，国家干预措施在具体企业和整个经济中加剧了所有这三个因素。用来满足真正的社会和经

济需求的“解决方案”导致了整合、更多的集权和新的管理水平，从而进一步剥夺了工人、消费

者和专家的控制权。这些人越来越不是这些机构的参与者，却越来越成为那些“负责人”——那

些所谓“知道”应该做什么的人——眼中的“工人”、“工作人员”、“消费者”和“客户”。 
 

在政治层面，伴随着这种集权和精英控制权的扩张，普遍地来说，在涉及到政治机构和公共政策

时，民众参与和控制的程度、质量和效果在实际上或疑似已被削弱。这往往伴随着对地方主义的

诋毁，并会彻底解散小规模机构和服务，乃至于学校、铁路运输、卫生设施和邮局。国家对经济

控制权的增长导致了国家自身规模的扩张，机构规模的增长，精英控制权的加强，决策的集中化，

官僚主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掌控在国家手中或被国家所兼并，以及民众越来越无力，

越来越仰赖于国家。然而，关于民主控制权的理论和口号仍然经常获得拥护。 
 

对于政治自由的危险 
 



这种战略对于政治自由来说是危险的，也会危及到充分满足人类在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若干需求

的能力。在这种战略中，聚力点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集中控制，或者被彻底摧毁。其直接后果就是，

与国家机器相比，社会的其他部分变得很脆弱。这可能是个持续和循环的过程。随着社会独立机

构和下级政府不断被削弱力量，实际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国家行使政治暴力的制度

化能力和官僚机构通常也会扩张。其结果是，民众的相对和绝对力量减少了。民众变得越来越无

力，并受制于国家机器掌管者的操纵和控制。如果没有新的影响因素来扭转这个进程，实际权力

的分配不公会继续加剧。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大，而民众采取行动拯救自己的能力却越来越弱。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谁能控制国家机器，谁就有可能毫不费力地出于自身目的而控制整个社会。

即便这些目的截然不同于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初衷，后者只是利用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来更充分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并建立更美好的社会。总之，足以解放我们的国家机器也足以奴役

我们。 
 

如果社会的聚力点被削弱或摧毁，官僚机构被建立和扩张，民众沦落到依赖国家来满足物质需求，

此时，倘若警察系统被集权化并扩大规模，军事系统被扩张为独立于社会其他部门的机构，可以

用来镇压该国的民众，那么国家机器就为暴君有效利用该机器铺平了道路。此时，国家可能会被

用来实现不同的目标——其残酷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最初的预期——并可能被用来压迫它声称要服

务的民众。篡权者也可能会从民主选举的统治者手中篡夺这个政治机器。在恶人的统治下，这个

国家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实行暴政，发动战争，奠定或维护社会压迫，控制人们的思

想，并实施种族灭绝。正是这个机构让现代暴政成为了可能。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贝特

朗·德·茹维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希特勒继承了玛丽·特蕾莎255的王位，有人认为他有可能铸造出这么多最新的暴政武器吗？
难道还不清楚，他肯定早已发现这些武器是现成的吗？我们对这些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能理解
我们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 
 

当然，这种演变有可能不会发生；国家可能不会滑向专制。宪法障碍、法律限制和传统可能会受

到尊重。可能不会发生火上浇油的危机，也不会出现政治救星、嗜权如命的领导者或救星似的政

党。防止向暴政转变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忽视或疏忽这些因素。然而，也绝不能因为它

们而心安理得地忽视这个问题。 
 

运行和控制国家机器的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自由的宪法程序可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以便

允许民众参与挑选哪些人将以国家的名义做出决策并发布命令。这样的宪法和法律也可以设定界

限，防止国家侵入个人或社会生活的某些活动或领域，并保证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干预。管理国家

机器的其他制度不仅可能没有这样的程序、限制和保障，而且可能否定所有这些限制，以充分迎

合统治者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包括扩大该制度的权力和利益，重组社会机构，消灭不受欢迎的

群体，追击外国敌人，甚至改造人类的本性。有些制度会大力限制国家的实际控制权，有些制度

会拒绝这种限制，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差异。 
 

如今，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权力和控制权的日益集中，甚至连美国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如此，尽管美国最初的政治制度被刻意设计为权力分散型的制度，因而国家机器非常

弱小。美国的政治制度曾经是多级联邦制的极端例子，联邦政府相对较为薄弱。这种安排旨在最

 
255 玛利娅·特蕾莎(1717-1780)，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 



大限度地提高民主素质，避免暴政的危险，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具备使用暴力镇压民众的能力，

而这样的政府天生就容易沦为暴政。 
 

即使削弱社会和强化国家机器不会造成最严重的危险，这种政治社会至少也不是重要的实践型民

主社会。民众仍然在消极地接受治理者给予的恩惠，没有活跃地参与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 
 

脆弱的民主宪法 
 

当社会很弱小而国家很强大之时，传统的自由民主法律和宪法措施不足以防止宪法受到破坏。对

于这种企图，不可能有任何保障措施。仅仅制定公平竞争的选举和政府程序是不够的，设法说服

所有政治机构遵守民主原则和惯例也是不够的。对于那些想要违反法律和破坏宪法的人来说，法

律和宪法限制都不足以成为障碍。 
 

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表明，美国高级官员乐于故意违反现有法律，并声称有权这样做，以

便实施他们的意志，甚至危害既有的选举程序。因此，当不安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提议制定新的法

律来禁止这种活动之时，这表明他们甚至没有理解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如何防止那些想要蓄意

违反法令和宪法并操纵选举的人为继续任职而篡夺权力。为此，除开制定新法律之外，显然需要

更多的东西。 
 

必须让那些想要成为暴君的人，以及那些想要摒弃民主制度和人道考虑因素，以便通过有效地控

制整个社会来攫取并保留对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权的人，完全放弃这种痴心妄想。 
 

权力扩张以后的这种国家机器可能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转而实施暴政。首先，不可能发生突然的

转变，相反，政府机构和社会可能会逐渐被置于更彻底和严厉的精英控制之下，并逐步在实践中

改变宪法，将它变成日益专制的制度。第二，通过宪法手段当选为行政职位的人，如总统、首相

或总理，可能会故意跨越或扩大宪法的权力界限。无论是否有紧急状态声明、授权立法或宪法修

正案，他或她都可以篡夺行政权力。在某些条件下，美国的民选总统——也许是某个更无情、更

聪明的“理查德·尼克松”——可以做到这样，他可以如愿以偿地克服宪法的障碍，继续任职而

不被免职。第三，无论是否有外国援助，政党、军事团体、警察或情报机构（或这些机构的联合）

可能发动政变，推翻旧的统治者，确立自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第四，成功的外国军事入侵者

可以在被占领国担任或任命其傀儡担任国家元首，并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官僚机构、警察、监狱和军队在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就有可能让全部的国家权力不再造福

于社会成员，转而对自己的民众进行控制和镇压，有时甚至会发动战争。在现代社会，国家总是

比社会中的任何其他单个机构更为强大。如果社会因为忽视、摩擦或蓄意攻击而被削弱了力量，

甚至因为出于良好的初衷而将控制权扩张到了社会、经济和下级政府中，那些掌管国家机器的人

有可能因此而有能力保留其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要想阻止

他们获得成功，似乎只能诉诸于血腥的内战或进行大规模不合作斗争的意愿和能力。夺取国家权

力显然会长久地威胁到我们所说的民主和自由。在掌管强大国家机器的嗜权如命的统治者面前，

弱小的社会将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因此，通过扩张国家机器的权力来满足社会需求和纠正社会弊端的长期代价可能会非常高昂：民

主素质下降，离心离德加剧，无力感增加，更容易让精英继续扩大其统治权，甚至是政治篡权。

因此，社会变革的倡导者需要扭转其长期战略，不再利用国家机器来满足人类需求、纠正错误和

建立新的社会。 
 



增强权能以争取可接受的变革 
 

鉴于最近几十年的悲剧和未来的危险，如果我们要更充分地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至少需要履行

三个基本责任：(1）纠正错误，消除压迫，为人类生活创造良好条件；（2）帮助我们自己变得具

有力量，以实现内部和社会的自我解放，以及（3）从人类社会中消除政治暴力，这种暴力不仅伤

害和杀害人们，而且正如前一章所说，它具备制度化的能力，而这正是造成某些最严重问题的先

决条件。如果我们要充分履行这些责任，我们就不能再照搬过去的计划，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

满足民众今天的需求，以及未来社会的需求。 
 

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权力分配不均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而且这也有悖于我们大多数人所拥

护的理想社会。我们还需要了解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权力分配不均。如果不了解产生这些后果的

原因，我们就不可能纠正它们。同样，如果我们要想有能力在社会中实现更公平的权力分配，我

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在人们和机构之间的实际权力分配中涉及到哪些因素。 
 

权力的严重分配不均可能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哪些类型的群体掌

握着权力，以及它是什么样的权力。权力的类型有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哪些类型的群

体掌握权力，其影响程度通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将在本章的后文部分更全面地探讨这个问

题。权力的类型和掌握权力的群体都与作为权力来源的最终制裁类型有关。因此，在考虑如何实

现可接受的社会变革，以及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更充分地实现我们的理想时，需要大力关注

制裁这个话题。 
 

制裁与社会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中所说，正式宪法中关于挑选统治集团成员和个人自

由权的规定，并不是政治制度中分配实际权力的最终决定因素，更不是整个政治社会的最终决定

因素。社会中聚力点的数量和活力尽管也很重要，但单单靠它们也不能决定这种权力分配。所依

赖的最终制裁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决定社会中实际权力的分配。 
 

制裁显然属于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同时也因为制度化的政治暴力是实施独裁、种

族灭绝、战争和社会压迫制度等严重问题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不同类型的制裁对社会

和政治制度中实际权力分配的潜在影响。我们过去并没有这样做，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

们为何没有能力解决最严重的问题。 
 

所有的社会都需要某种类型的制裁。256这里所说的制裁是指用来惩罚、挫败和改变其他人、团体、

机构或国家的行为的惩罚、施压和行动措施。在内部，制裁被用来维护稳定和秩序，应对敌对性

和伤害性行为，确保从属群体的服从，抵制对既定制度的挑战，处理尖锐的内部冲突，以及促使

民众遵守社会认可的最低限度可接受行为，特别是在规范性约束条件被打破之时。在外部，制裁

被用来对付不情愿的对手，以及抵御外部的恐吓和攻击。也就是说，制裁作为最后的行动措施，

用于在严重冲突中行使权力（无论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因为这些冲突没有按照可接受的条

款和条件予以解决。人们和机构会利用制裁来施加压力和发动冲突。制裁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也

可以是非暴力的。 
 

 
256 见第 10 章“寻求战争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第 11 章“社会的必要性”中关于制裁的讨论。 



 

不同制裁措施的系统性后果 
 

通常来说，制裁除了对个人、社会状况和相关目标产生直接影响之外，并没有被视为具有社会和

政治影响。社会所依赖的最终制裁的性质——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并没有被视为决定

社会本身的长久特征的重要因素，包括其机构与其内部实际权力的分配。偶尔也有人注意到了军

事制度和战争对政治集权的影响，甚至注意到了它们对于国家这个独特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的影响。

然而，大多数人通常认为，由于暴力被视为唯一有效的最终制裁手段，面对这种影响，人们能够

采取的最佳做法，就是采取改善措施来限制、调整或规范这种暴力的使用，如通过法律和宪法程

序和禁令。除此之外，人们通常没有更深入地探讨暴力制裁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或是否有可能采取

有效的替代措施。 
 

然而，对于暴力制裁的广泛信任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人们声称，暴力制裁本身会造成或加剧某

些严重的问题。例如，许多人有时会争论说：(1) 暴力制裁的破坏力已经达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

(2) 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法来应对某些类型的政治暴力，如恐怖主义、种族灭绝和核武器；(3) 

如果依靠暴力来反抗长期拥有强大暴力能力的对手，往往会迫使自己的团体屈服、自我毁灭，或

让双方在斗争中彼此互相消耗；(4)作为社会的最终制裁手段，政治暴力似乎会产生不理想的长期

结构性后果。这些观点仅仅表明，还有更多的看法值得深入探讨。 
 

社会所采用的最终制裁措施的性质可能决定了该社会的性质，但人们迄今为止并未认识到这个问

题。显然，制裁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它们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程度也会因情况而异。然而，

就塑造社会而言，这些制裁本身的性质可能远远比任何其他单个因素（包括理想和经济）都更加

重要。 
 

在塑造社会的性质、社会中实际权力的分配以及政治制度的形式和特点时，暴力制裁和非暴力制

裁似乎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制度化的暴力制裁似乎会促进实际权力的集中化。这体现为决策

与政治制度结构的日益集中化，以及日益集中地掌控制裁能力。与此同时，非暴力制裁似乎促进

了实际权力的分散和扩散。这体现为决策、整个社会结构以和政治制度的分散化，以及更分散地

掌控制裁能力，甚至对于那些长期以来自认为软弱无力的社会成员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当真如此，

暴力或非暴力制裁的取舍将对该社会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未出现过在两类最终制裁措施之间做出取舍的问题。人们始终认为，

最严厉和最有效的制裁只能是暴力形式的。顾名思义，最终制裁几乎被认为是暴力的，无论对国

家机器还是对民众和革命者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最终制裁是最后的“杀手锏”，是民

众的最终资源。我们甚至很少注意到普遍存在着替代性的非暴力制裁措施，也没有研究它们是否

可以有效地满足制裁的需要，以实现造福于人类的目标，而不是那些伤害或压迫人类的目标。由

于这些假设和对政治现实的这种看法，很少有人提出暴力制裁和非暴力制裁是否会对整个社会的

结构和特征产生不同的后果。 
 

采取暴力实现解放的问题 
 

在古代，面对压迫性的统治者，用暴力武器武装起来的民众大有机会通过发动大众暴力革命或内

战，使用相当常规的战略取得胜利。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在发

展到二十世纪之前，这些武器的性质有效地分散了社会中的权力，而这正是孕育政治民主制度的

核心。 



 

发生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民主化的秘诀在于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一个人意味着一支枪，一千个

人的抵抗就是一千支枪。 
 

上个世纪普遍民主化的保障不仅在于工业化，还在于普遍征兵制，特别是在战争失败后，征兵可

能成为普遍叛乱的途径。 
 

因此，臣民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反抗凌辱公民的内部统治者或外国入侵者。每个人都有权配备战争

武器，这被认为与维护自由和确保民众约束统治者是密切相关的。例如，瑞士人拥有悠久的传统，

每家每户的炉灶上都摆放有步枪，而殖民地和新独立的美国人则坚持公民有权“携带武器”。 
 

在这几十年间，暴力冲突中的武器装备、运输和通信技术以及政治组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行使

军事力量的能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这往往会让权力分配重新恢复到与上述民主化时期之前相似

的状况。曼海姆写道，在某些早期的社会秩序中，如果少数人能够掌控军事力量的工具，他们就

可以垄断社会的实际权力。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武器、技术和政治组织的变化，以前的

这种可能性现在几乎变得很普遍。当时，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愿意在大规模的暴力起义或内战

中作战，也不是有多少人愿意在反对侵略者的战争中作战。最重要的是现成的武器。这些武器通

常都实际集中在统治者手中。因此，曼海姆在 1949 年认为：“在不久以后的决定性政治冲突

中……必然会极其重视军事力量工具的集中化。”这意味着，通过暴力叛乱来实现解放的传统做法

已经过时，它只能用来应对以前的军事技术和政治组织，与目前的军事和政治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革命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政府的技术。作为革命的象征，路障是旧时代的遗物，是为对付骑兵而设

置的。 
 

可想而知，为了应对这种局势，在试图推翻根深蒂固且不得民心的统治者时，各个群体已经转向

其他手段，采取相对常规的战略取代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和内战。这些替代方案就是政变、游击战

和非暴力斗争，它们的用途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前。在更充分地完善它们之前，曼海姆曾

经预言，军事力量的集中将“伴随着新的革命战略……”。人们对这些目标的兴趣和实践都在增长，

以便实现各种政治目标。这在政变和游击战中尤为明显。革命团体和现有政府（包括苏联和美国

的政府）都在积极地关注这两种方法，以便推进其外交政策的目标。政变者已经认识到了武器装

备的集中化，并试图与国家机器的其他机构迅速地控制武器装备。与此同时，游击队战士则将争

取民众忠心和合作的政治斗争与非正统的军事战略相结合。(这些战略至少会用于斗争的初始阶段，

直到游击队招聚了足够的军事武器和纪律严明的部队，从而转入常规的正面战争)。 
 

政变的局限性 
 

政变似乎具备某些优势，因为它会从以前的统治集团手中迅速攫取国家权力，避免了旷日持久的

斗争和巨大的伤亡。在巩固了对于国家的控制权以后，就可以积极运用该机器及其官僚、警察和

军事部门来维持对民众和社会的控制权。政变的积极支持者，以及所有那些仅仅希望避免长期内

战的人都有可能服从新政权。只需要凭借相对较少的活跃阴谋分子和军事或准军事单位，以及政

府雇员、低级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广泛被动服从，政变就能取得成功。然而，政变并不能增强民众

的力量。 
 

政变成功以后，就会确立新的人员或团体来担任统治者，掌管国家机器。这个统治者在行使权力

时，可能不会比前任统治者更加自我克制或谋求不同的目的。在发生政变时，可能会伴随着着民



众对前任统治者的不满，也不能不会伴随不满。政变甚至可能违背民众的意愿，建立更加专制的

政权。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显然会继续依赖制度化的政治暴力而进行统治，并将其作为最终的制

裁手段。政变保留了——有时甚至加剧了——实际政治和军事权力的集中化程度，而不会在整个

社会中分散权力。这种方法本质上无法在短期或长期内增加民众对统治者的控制权或增强民众的

力量。相反，它往往会继续将实际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 
 

游击战的集权后果 
 

游击战在许多方面都与政变不同，而在前者中，同样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游击战需要平民百姓

的大力支持，在其早期阶段，通常会由小股游击队战士采取明显的高度分散的方式采用“打了就

跑”的战术。因此，有些人认为，游击战有助于增强民众的力量，有助于分散社会中的实际权力。

这种效果可能存在于早期阶段，尽管即使在那个阶段，也很容易夸大其效果。 
 

长期的结果显然是将实际权力集中在政权的手中。如果游击队失败了，这会迫使旧政权在与进攻

者展开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专制，管制得越来越严厉。如果游击队成功了，那么在军事

斗争的后期，叛军自身的军事能力会大大增强，这体现在其数量、武器装备和集中化组织能力上；

它将转变为能够打阵地战的常规军事力量，并能攻克和占领领土和城市。毛泽东写道了“将游击

战发展为运动战的伟大战略任务”。 
 

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他写道]，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

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在成功的游击战中，其最终阶段就是常规的正面战争，正如在越南发生的那样。这需要发展和壮

大有组织、有纪律的军事机构。即便这些机构会进行重组，它们在对敌作战成功后也会继续存在。

这意味着要建立强大而持久的军事体系，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社会机构和政治体系的其他部门而言。

它们会被纳入新秩序之中，行使制度化的政治暴力能力，以便推进其目标并抵御内外部攻击者。

因此，军事机构将有能力施加有效的压力和控制措施，甚至在胜利后发动政变以夺取国家政权。 
 

在成功的游击战中，有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相对于社会的民事机构，革命后军事机构的

权力将比此前压迫者所掌握的权力大得多。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刚刚被制度化的政治暴力可以

转而实现新的目的，而这绝不是它的初衷。这可能包括镇压民众，以便效力于新的革命政权，或

者效力于攫取或操纵国家控制权的集团。在任何情况下，有效斗争的能力现在都集中在国家机构

的手中，而没有分散到普通民众中间。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反对新政权压迫的新的游击战也需要

耗费很多时间，而且，就像大多数游击战，这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社会破坏。此外，只要民众信

奉权力来自于暴力，它们就会认为自己在面对新国家政权时无能为力，因为新国家拥有更强大的

实施政治暴力的制度化能力。因此，从长远来看，不能说游击战有助于增强民众的力量，更不能

说它有助于减少对制度化政治暴力的依赖。 
 

因此，政变和游击战都是可以被制度化的政治暴力，从长远来看，它们会将实际权力集中在任何

能够掌控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手中。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认为： 
 

暴力革命不会导致人类关系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它只是确认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旧有的恶

性关系，或不可靠的暴政以及不可靠的消极顺从。用德·利赫特(de Ligt)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暴

力越多，革命就越少” 
 



如果政变或游击战成功地废除了某个特定的专制者，它只会导致上述这种情况；这些方法并不能

废除专制主义本身，或长久地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改变基本的社会状况，

将实际权力分散到整个社会中，提高民众掌握制裁和斗争手段以便约束统治者和任何精英的能力，

并能更好地运用这些手段，以便捍卫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原则和机构。 
 

制度化的政治暴力之后果 
 

暴力制裁不能普遍增强民众的力量，也不能废除实施集权统治和独裁的能力，这似乎源于这些制

裁的本质，在制度化的制裁方式中尤其如此。只有由孤立的个人出于任何原因而实施的原子式暴

力，才称得上分散了权力并增强了个体的力量，但即使是这样，这也只适用于那些实施暴力的个

人。然而，这样增强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些特定的个人仅仅获得了杀戮和破坏的权力，而

不是创造或建设的权力。 
 

如果暴力制裁旨在实施既定的制度，推翻现有的政权，攻击国内外反对者，或抵御攻击，此时，

这种暴力就不可能是自发的、随意的、原子化的或分散的。它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沮

丧和敌意，甚至不可能由不同的政治意愿来予以引导。为了成功实现这些目标，这种暴力必须是

有组织的、协调有序的，并且拥有指挥系统。这种暴力必须被制度化。预先筹备、组织和指挥系

统不仅可以避免无数混乱而且不协调的小规模暴力行动，而且也能产生最大的实际效果。 
 

实施政治暴力的机构在社会中是独特无二的，这恰恰是因为只有这些机构才始终有能力对其他机

构和社会民众实施暴力，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转而攻击和压制社会的其他机构。我们通常认为，

政治暴力是无所谓好坏的方法，可以被用于任何和所有目的，而不会产生任何特殊的副作用来塑

造它所处的社会以及承受该暴力的群体或社会。但事实恰恰相反，政治暴力不是中性的。 
 

国家机器中制度化的政治暴力有助于决定哪些人成为统治者，哪些人成为被统治者。也就是说，

实施暴力制裁的能力有助于决定政治阶层的分层。257因此，对于那些希望消除压迫并促进自由和

社会正义的人士和团体来说，社会最终制裁方式对社会实际权力的分配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许多重要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暴力的制度化能力往往会让社会结构转向精英统治，形成社会、

经济、特别是政治的集权结构，并导致民众的无能和无助。实行中央集权的压力和内部压迫的可

能性源于制度化的政治暴力（正如前一章所说，政治暴力可能被转而用于其他目的，而不是实现

其初衷），源于这些机构的指挥系统和其他要求（特别是在危机中），并源于这些机构相对于平

民机构过大的实际权力能力。(如果平民不同意将暴力作为权力的最终来源，如果他们通过组织能

力和有效采取非暴力制裁[如经济和政治不合作]而学会了如何将潜在的权力转化为实际的权力，

那么，他们就可以改变最后这个因素。) 
 

制度化的政治暴力需要寻求效果，这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更广泛的权力集中和管控。例如，在实

际战争中，由于需要军事武器、人力、效率、中央决策、保密、经济控制、压制反对派，并不顾

法律规定而采取明确的行动路线，这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权力集中化影响。对战败方来说，得胜者

会推行军事政府，其结果可能更加明显。但即便对战胜方来说，也会对社会和政治制度产生类似

 
257   还必须注意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动态和关系，以及它们在政治中的作用。然而，分层不仅是社会和经

济的，也是政治的，因此，除了其他形式外，也有充分的理由谈论“政治阶级”。(见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 Hill, 1939], and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的影响。某些政治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指出了战争和独裁之间明显的因果关系，独裁者往往有扩张和好战的倾向，反之，战争会侵蚀或

腐蚀民主进程，增加该社会的独裁特征。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增强了制度化的政治暴力压制、支

配和镇压社会其他领域的能力。 
 

对于制度化的政治暴力所产生的权力集中化后果，可能存在着反作用力，它可以改变或抑制权力

集中化的趋势和指挥系统的扩张。这些力量甚至可以防止制度化的暴力能力产生更极端的后果。

在特定情况下，针对社会其他机构，甚至针对既定政府本身，采取内部暴力行动的可能性也许不

会变成现实。然而，这种可能性和压力是始终存在的；当社会依靠制度化的政治暴力来采取最终

的制裁措施时，它们总是存在的。有利的条件更有可能导致这种可能性和压力变为现实。这些条

件包括：社会的独立机构（聚力点）很弱小；通过其他制裁手段采取抵抗的能力可以忽略不计；

或者，社会面临的危机很严重；政治暴力的规模和强度都不同寻常。当所有这些情况都同时发生

时，这将大有可能导致中央集权的增长和指挥系统的扩张。然后，它们可能会压制社会的其他机

构，并大大改变整个社会的特征。 
 

如果掌管暴力机构的人们不愿意遵守既定程序和合法性标准时，这种危险就变得非常真实。近几

十年来发生的大多数政变都是由某些军事单位积极实施的，而其他人则默许了接管行动。 
 

在其他情况下，实施和扩大制度化的政治暴力所产生的副作用也给最初的目标蒙上了阴影。例如，

在苏联，为了实现正义，党内精英们领导着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并部分依赖于军队、政治警察、

监狱、集中营和处决，这导致了约瑟夫·斯大林的暴政和政治恐怖，比以往的任何沙皇都有过之

而无任何不及。这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集体化和其他计划，建立世界上最大

的军事机构，以及对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长期精英控制和管控。 
 

顺从和暴力学说 
 

除了结构性的后果，依赖于制度化的政治暴力还会对社会造成其他严重的结果。这些后果是心理

上的，真正的政治心理影响。它们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感情，而这些人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深刻的

政治影响。如果人们相信“真正的”权力来自于暴力，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谁拥有

枪支，谁就会发现更容易控制民众。在没有枪支者的眼中，那些拥有枪支的人——即便他们拥有

的枪支较少或较小，或者，这些枪支并不是专业部队使用的枪支，也没有整个现代警察、监狱和

军事系统的技术手段作为后盾——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事实上，没有枪支的人可能具备非常大

的潜在权力，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可以通过不合作和反抗将这种潜力发挥起来，变成实际的权

力，摧毁装备精良的独裁政权。然而，只要民众相信那些具备优势暴力的人是无所不能的，他们

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在权力。因此，“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导致了民众对于暴力统治者的

服从。 
 

民众对暴力的屈服也会对暴力实施者造成极其重要的心理影响。对于暴力的屈服会让暴力实施者

学会在下次再次使用这种暴力。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促使那些一意孤行的人扩大暴力，

并实施更严重的暴力。莫罕达斯·K·甘地和 B·F·斯金纳都指明了这种影响。与此同时，他们

两人都坚持认为，不使用暴力还击并且不屈服于攻击者的意愿往往会减少未来的攻击。这种对策

会让攻击者认识到，暴力措施无法实现理想的目标。258然而，除非出现这种情况，否则暴力实施

 
258 参阅附录 C："Skinner and Gandhi on Defeating Violence." 



者就会继续使用暴力，民众也会继续屈服于暴力，然后，暴力实施者就会重新使用成功的暴力模

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反过来又会促成我们前文讨论的制度化集权效应。 
 

国家机器手中的制度化暴力所产生的结构性趋势就是这样的，因此，无论谁想利用国家机器的全

部能力来实现平等的社会，他都会遭遇失败。至少，如果制度化的政治暴力的数量与以前大致相

同，那么，这些势力就仍然能够导致中央集权、阶级统治和精英控制，并仍然有能力通过这种渠

道来统治民众。如果制度化的政治暴力的数量增加了，例如由于采取大量暴力来攫取国家的控制

权或维持这种控制权，或扩大警察或军事系统来应对国内或国外的危机，同时，如果社会的聚力

点被削弱，而实际权力被转移到国家机器手中，那么由于利用国家机器而导致的社会中实际权力

的分配就可能比以前的制度更加不公平。国家机器——无论掌握在谁的手中——统治民众的能力

将会增强，即使是在曾经象征着民众意愿的新政治旗帜下。显然，依靠暴力来增进民众的力量是

行不通的。 
 

因此，特别出人意料和可悲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学说——这与压迫性的精英制度可以共

存——被那些以人民的名义反对压迫的各种革命团体纷纷采用。这种学说极其野蛮地体现出了政

治权力的本质，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都不认同。这种学说忽视了权力的不同来源和权力的不同

种类。它还忽视了“谁应掌握权力”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及该学说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它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政治暴力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可以用来实施独裁统治、种族灭绝、战争和

社会压迫。将这种理论运用于政治实践以后，它在本质上就会产生有能力实施制度化政治暴力的

精英阶层。尽管这种理论有时会打着“人民”的幌子，但鉴于暴力化政治制裁的本质，如果考虑

到效果而将其制度化，那么，它实际上就会让广大民众无法积极地行使权力。 
 

通过信奉权力源于暴力的理论，所谓的革命者选择了他们所谴责并希望摧毁的非人道社会制度的

最恶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秩序。因此，毫不奇怪，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与旧制度如

此相似，只是形式更加极端而已。令人震惊但通常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在每个通过暴力斗争或

政治独裁发生公开社会革命的国家，都存在着军事机构和系统，以及警察和监狱系统，它们在武

器装备、战斗力、监视和控制能力方面都绝对比旧政权更加强大。与旧秩序下社会民间机构和政

治体系的其他部门相比，实施新的制度化政治暴力的能力也相对更加强大。这就让该社会非常酷

似于旧社会，而且只会比旧社会走得更远。 
 

在任何社会中，制度化的政治暴力都会自然而然地危及自由机构和民主。至少，必须对它采取极

端谨慎的态度。如果人们希望建立真正由人民统治的社会，并且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压迫，

那么人们就应该探索其他方法来满足社会对制裁的基本需求。 
 

指责暴力是造成严重问题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源于政治愚昧和浪漫主义的、幼稚的个人主义做法。

恰恰相反：它切中要害地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我们怀有理想，社会却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它可

能也提供了钥匙，以便我们了解如何改变它以更充分地实现我们的理想。 
 

长久解放的条件 
 

甘地写道：“暴力可能会摧毁某个或多个邪恶的统治者，但……其他人会取代他们，因为根源在于

其他地方。”真正而长久的解放需要改变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些变化不能通过暴力产生，因

为暴力实际上会妨碍它们。如果解放的拥护者忽视了其斗争方法对他们试图解放的社会可能产生

的长期影响，那只能被视为目光短浅，不负责任。 
 



同样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弄清楚谁负责让民众从任何类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往往会认为，

只要旧政权或制度被改变或废除掉，手段相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

解决方案往往会导致结果的重大差异。如果民众自身不直接参与变革，那么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

相对权力地位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充其量只是新的集团取代旧的集团成为统治者。新的统

治者可能不会对自身控制的民众的福利和自由表现出更大的克制和关心。因此，如果被压迫的民

众想要实现解放，它本质上必须是自我解放，其手段必须与民众管理自己和影响自身社会的长久

能力相符。否则，他们就有可能面对新的、甚至更具压迫性的统治者，后者只是挥舞着不同的旗

帜而已。 
 

伟大的印度甘地社会主义者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Ram Manohar Lohia)曾经写道，他已经厌倦了仅

仅听人们说，需要改变压迫者的心灵。这很好，但更重要的是努力改变被压迫者的心灵，让他们

不愿意继续接受压迫，并决心建立更好的社会。正是由于人们缺乏决心和行动能力，长期的压迫

和屈服才成为了可能。如果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就不可能再受到压迫。只能通过臣民自己努力来

增强自身的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解放。259 
 

根据我们对所有政治权力性质的理解，人们拥有巨大的潜在权力，因为最终他们的态度、行为和

合作为所有统治者和等级制度提供了权力来源。然而，潜在的权力有时候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权

力。要实现这种转化，需要什么呢？如果臣民希望做出改变，如果他们愿意为此采取行动，他们

就需要实施某种类型的制裁。然后，他们需要某种行动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可以维护和强

化现有的独立机构，创建和捍卫新的机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抵制、对抗和削弱统治者的权

力。这种方法最好也能长期并再三地让臣民具备持久的能力来约束任何统治者或篡权者，并捍卫

他们的自治能力。为维护和改变社会而选择的最终制裁手段对于塑造最终形成的社会是非常重要

的。暴力制裁会产生集权化后果，这从长远来看会削弱民众的权力，而非暴力制裁则恰恰相反，

它往往会在社会中分散和下放权力，并特别有助于增强受压迫者和无权者的力量。因此，我们现

在来看看非暴力制裁的若干结构性后果。 
 

权力的不确定来源 
 

在此，我们需要了解非暴力制裁的性质，尽管我们无法在此处再次赘述。260出于以下两个主要因

素，这些制裁对政治社会中实际权力的分配会产生重大影响：(1) 所有等级制度和统治者的权力的

本质让他们容易受到非暴力制裁，以及 (2) 非暴力抗争——特别是在取得成功之时——对于发动

这种抗争的人员和团体的能力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对于实际权力分配的综合影响，无疑确立了政

治权力和非暴力制裁之间的相互关系。 
 

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以及他们采取行动、做出伟大或可怕之举、执行政策和惩罚、征服和掠夺、

服务于民众以及统治和压迫的能力，并不是他们自身具备的力量。这并非来源于他们本人。统治

者的权力也并非来源于枪支。相反，它来自于社会中有迹可寻的来源。它们包括：权威、人力资

 
259 与列宁相信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规模精英党派相反，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认为：

“除非依靠群众自身，否则不可能从事和实现社会革命和重建……应该要求无产阶级群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来

添砖加瓦，建设社会主义。自由、自治[只能通过]……劳苦大众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而不是靠少数人的铤而

走险”。(引自 Barthelemy de Ligt, the Conquest of Violence [New York: E. P. Dutton，1938, and London：Geo. 

Routledge & Sons, 1937，and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72]) 
260 见第 9 章”The Political Equivalent of War - Civilian-based Defense”和第 11 章"The Societal Imperative"中

对于非暴力行动方法的简要讨论，以及我以前的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1973)中的全面研究成果。 



源、技能和知识、无形因素、物质资源和制裁。这些来源都源自社会本身，源自社会机构，并最

终源自人民。人们必须接受权力拥有者的合法性，并通过合作提供所需的权力来源。如果统治者

要维持他或她的控制权，还必须让民众服从命令，甚至屈服于旨在恐吓民众的镇压措施。 
 

统治者的权力来源来自于那些认为自己应该服从的民众，这些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义务这样做，

或者认为自己过于弱小而无法反抗。同时，其权力来源也来自于那些经济资源提供者、纳税者、

专家、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军队、法院和监狱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人，

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是所有统治者的权力来源。 
 

因此，对于所有统治者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候并不会服从命令，乖乖地听话。如果

民众拒绝统治者的合法性，他或她的权威就不复存在。如果人们通过不服从、经济不合作、拒绝

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专长、拒绝运行官僚机构、拒绝与行政部门合作来撤回他们的合作，那么，所

有这些权力来源都会被削弱或被废除。 
 

如果民众愿意为变革而反抗威胁，忍受镇压，如果警察和士兵对自己的镇压行为感到不安，并开

始怀疑已经被大规模反抗所削弱的政权的合法性，最后，如果他们拒绝继续执行命令，不肯惩罚

或杀害反抗民众，那么这个政权就会灭亡。因此，民众必须继续坚持和反抗，即便面对镇压也要

如此，直到权力来源最终枯竭，从而让政权遭到致命的削弱和瓦解。 
 

如果没有民众授予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没有助手和心腹，没有行政人员、官僚和无数的

帮手，没有财富和经济资源，没有众多机构的支持和管理，没有警察、监狱和军队，没有顺从的

臣民，即便最专制的统治者或无情的暴君也会在政治上变得无能为力。 
 

这种通过撤消统治者的权力来源来瓦解其权力的做法表明，统治者、统治精英和压迫阶级的权力

并非来自于他们自身，而是来自于他们意欲控制的人民。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在本质上是脆弱的。

仅仅是这种洞见就为人们自觉地选择是否服从和合作开辟了道路，而意识到这种选择权以后，就

能为权力关系的急剧变化铺平道路。因此，所有的政治权力来源都会直接受到非暴力制裁的影响。 
 

非暴力制裁的权力分散果效 
 

非暴力制裁经常运用、依赖于民众的拒绝和坚持：拒绝履行日常工作并按照预期的方式行事，以

及坚持按照被禁止和出人意料的方式行事。这些行动方法经常会将人们在社会中的常规角色和职

能作为力量根基，将他们习以为常的职责作为力量杠杆。在合适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武器可以

比枪支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机构和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因此，非暴力斗争主要是发挥力

量的技术和成套制裁措施，它既能约束他人的政治权力，又能发挥自身的力量。压迫者和暴君害

怕民众洞见到所有政治权力的本质，不想让它流布于天下。 
 

非暴力制裁有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中实际权力的下放和分散。这些特点与五个

主要因素有关： 
 

 采取非暴力制裁的领导阶层的性质； 

 具体的非暴力方法或“武器”的质量； 

 非暴力抗争团体成员的自我认识和态度的变化； 

 采取非暴力制裁者更强的自主能力； 

 社会中非国家机构的成长。 



 

与暴力冲突中的领导阶层相比，非暴力制裁运动中的领导者通常不太可能使用暴力来控制自己的

团体——如果拥有这种手段而且可以接受的话。这个因素不仅可能影响当前的冲突，而且还可能

延续到冲突后建立的社会，因为它意味着更真诚地履行人道主义目标和原则。另外，这样的领导

者在日后也不太可能独断专行地使用暴力制裁措施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地位，即便他们届时

会在国家机器中担任职务。某些早期的非暴力运动领导人——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夸梅·恩

克鲁玛261和肯尼思·卡翁达262——接受了总理或总统的职位并采取了暴力制裁，而其他人——如

莫罕达斯·甘地和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263—则拒绝或无意担任这种职位。 

在非暴力抗争运动中，领导层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往往会向下层层下放权力，以便让越来越多

的人拥有权力。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此类情况下，领导层会被故意派往斗争的“前线”，并因为

逮捕、监禁或其他镇压措施而被扣留。当发生这种情况时，由于通信和交通可能受到限制，就需

要新的领导层，而且需要更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必须更分散地开展运动。这既会让新人员担任

领导职务，也会让领导者的人数成倍增加。如果抗争运动声势浩大并遭受严重的镇压，随着数量

更多的领导人被抓，领导权可能日益分散，以致于这场运动实际上变得 “群龙无首”。这种经历

可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增强权力分散以后的自主能力，并让更少的人认为集权式领

导层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果非暴力制裁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决定和命令而发起和实施的，

如国际经济禁运，则不存在这个因素）。 
 

与内战和国际战争中经常采取的暴力制裁不同，为维护团结和阻止投靠对手，非暴力领导层对于

自身的团体成员所实施的制裁应该是而且更可能是非暴力方式的。此外，由于在与对手的斗争中

没有采取暴力制裁，因此他们不会额外培养暴力制裁的能力，以防在冲突后可能需要将其用来实

现其他目标。由于这两个原因，即使是新执掌或继续执掌国家权力的非暴力领导者，也不会在冲

突期间积累更多暴力制裁的能力并随意行使这种能力。他们可能仍然会利用常规的国家能力进行

暴力制裁；但是，比暴力斗争后拥有的能力相比，这种能力将更加有限。这种限制将对内部镇压

具备若干约束力。 
 

在暴力斗争之后，新政权可能会掌管武器并控制武器与弹药的供应，以便防止不必要的挑战。在

这种情况下，由于民众相信暴力制裁的效果，即便该政权采取了最严厉的过度行为，也有可能因

为某些不容忽视的行动而不会受到质疑。然而，在非暴力制裁中，武器并不会被扣押，也不会通

过管控供应链来加以控制，或者通过限制弹药来让其作废。在掌握了关于各种非暴力武器——至

少有近 200 种——的知识以后，这些知识并不像实物武器和弹药那样容易受到控制。以前使用这

些武器的经验也可以用来进行“实战训练”，这将大大有助于增进民众在未来开展这种斗争的实

际能力，并增进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两个要素对于决定冲突后的实际权力分配可能都非常

重要。与那些在危机中毫无政治影响力的人相比，拥有并知道自己有能力进行独立有效斗争的人

更有可能受到统治精英的尊重。实施非暴力制裁的经验，特别是成功的经验，可以将民众武装起

来，让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再次这样做，例如，如果新的统治者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失去了大多数

臣民的支持。 
 

当成功地采取非暴力制裁之时，采取这些制裁的人们很可能会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这体现了他们身上的实际变化。在臣民可以开始采取非暴力制裁之前，他们必须改变此前服从的

态度，不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这个群体以前很可能显得消极被动，认为自己在面对被察觉的恶

 
261 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1909-1972)，加纳政治家及革命家，首任加纳总理以及总统。 
262 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 1924-2021)，赞比亚政治家，1964-1991 年期间担任赞比亚总统。 
263 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1902-1979)，印度政治领袖和理论家。 



行之时无能为力。当他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消除冤情之时，他们可能会从这种无力感中解放出来。

随着运动继续深入并获得力量，这种变化可能会越来越多。在冲突之初，行动派可能需要有意识

地克制他们对于对手制裁的恐惧，但后来他们可能发现，自己不再害怕了。这种变化不仅对个人

很重要；在政治上也很重要，因为它破坏了等级制度，而这种制度正是依靠臣民对于暴力惩罚的

恐惧而让其“安守本分”的。他们自身的行动意愿和面对危险时的坚持不懈，以及对手和其他人

对其新力量的重视，都可能有助于提升该群体的自尊心。这个群体会看到，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比

他们以前所认为的更重要。知道他们即便在面对国家权力之时也拥有真正的力量以后，这可能会

培养出新的精神，唤起新的希望，即他们可以协力塑造自己的未来。 
 

非暴力行动主义者可能会变得更加尊重他人的生命和人格，甚至在面对极端冲突中的对手时也不

例外，但这并非必然如此。行动主义者也可能变得更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在

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去。虽然这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个人素质，但如果具备了这种素质，这在长期

内将间接影响社会中实际权力的分配。 
 

有效的非暴力制裁可能会强化采取这些制裁的群体的力量，无论是绝对力量还是较之于对手阵营

的相对力量。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合作能力可能会增强。在许多情况下，加强内部合作既是有效采

取非暴力制裁的要求，也是这种行动的结果。内部合作是有效采取非暴力制裁的必要条件，同时，

抗争者也需要通过内部合作来满足被取消合作的对手以前满足的那些需求。这可能包括即便在冲

突中也能维护社会秩序的替代方法，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抗争

群体的成员需要增加他们的自力更生和自助能力，这将进一步促进其自身的力量。现有的机构可

能会得到强化，可能会经过改造以更充分地满足需求，或改变其内部运作方式。也可能会建立新

的机构。在与对手不合作之外，这都是建设性的对应措施。在长期的冲突中，它们可能有助于迅

速改变现有的权力关系。其结果可能是长久的结构性变化。 
 

有时候，需要自觉地筹划和安排这种不合作与合作之间的平衡，而在其他时候，不需要进行筹划

或准备，就会自然而然地迅速形成这种平衡。如果制度性变革只是暂时的，那么，在继续进行斗

争的过程中，它将促进敌对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如果制度性变革在目前的冲突结束之后仍

然存在，它们会产生深刻的结构性后果，有助于通过制度和制裁来分散实际权力。 
 

还有个因素可能会间接地对社会的权力分配产生长期影响。采取非暴力制裁会削弱斗争群体由于

斗争本身而变得残暴无情的倾向。在解放斗争、革命或持续的防守中，暴力制裁意味着不断增加

暴行、报复和反报复。人性会因此变得野蛮而冷酷无情，直到最后，人们对于人类苦难变得无动

于衷，无力采取任何对策。曾经反抗非人道行为的人们，现在热衷于采取对手采取的令人可憎的

方法，并在抗争过程中忘记了其核心目标。这种演变不可能出现在非暴力斗争中，因为非暴力斗

争提供了其他制裁措施，要求放弃暴力和野蛮行为。这种差异可能对斗争后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

性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还有个因素与这种野蛮化相关，它对未来的社会很重要，但对政治领域的权力分配可能影响不大。

如果赞成某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将其作为社会的最终制裁措施，并在实际上采取警察开枪、处决

和战争等合法的做法，这很可能会教社会中的个别人员（包括反社会和情绪不稳定的人员）以为，

暴力确实是最终制裁方式。只要某些人——不管是对是错——觉得他们自己的目标是合理的，并

觉得只能通过暴力来实现其目标，那么我们将暴力使用范围限于某些国家机构——然后仅仅用于

指定的目的，并且按照既定程序获得许可——的努力能否有效，就非常令人怀疑了。因此，代表

该制度行使的合法暴力行为可能会在无意中助长相关个人和团体的不合法暴力行为，以便试图解

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或实现其目标。代表该制度采取非暴力制裁不会产生这种后果；相反，它可能



有助于个人和团体按照自己的标准和准则——甚至违背社会其他成员的标准和原则——而采取非

暴力制裁。这可能并不理想，但与个人和团体大量采取暴力行为相比，这是相当大的进步。 

由于非暴力斗争对于对手权力能力的影响，以及对于实施非暴力制裁的团体的权力能力的影响，

权力关系将在合适的情况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与通过其他和平手段（包括调解、立法、法院

判决或行政命令）实施变革后的权力状况有根本的不同。在后面这类情况下，除非权力变化是由

其他力量独立造成的，否则在发生具体变化之后，权力的相对分配会与此前大致相同。没有发生

任何变化，人们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能力来限制对手的权力，或行使自身的制裁措施。即便因此实

现了某个重大的有限要求或目标，民众自身仍然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实现他们的意愿，来反抗不愿

意满足其愿望的对手或统治者。同样，眼前被赐予的东西，在合适的情况下，也可能被轻易收回。

既然这是被赐予的东西，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那么，它可以轻易地获得，也同样可以轻易地失

去。而通过努力和斗争获得的东西则是长久的，而且，人们在实现它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也因

此能够捍卫它，并继续完善它。 
 

塑造社会的“政治状况” 
 

暴力和非暴力制裁的结构性影响在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的“政治

状况”可以被定义为三个主要因素：(1)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2)它所做的事情；以及(3)它不能做

的事情。政治状况包括以下具体因素：实际权力的集中或分散程度；社会的理想和目标；制度的

人文特征和成就；它实施独裁、种族灭绝、发动战争、实行或支持社会压迫的能力，以及它做这

些事情的可能性；反过来，它培养和支持自由、民主、社会正义以及内外部和平关系的能力；社

会服务于人类或毁灭和伤害人类的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或允许满足）本章前文概述

的各种人类需求。在社会的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的社会之间，政治状况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具体特征，而会以各种方式相互发生关联。根据本章和前几章

的分析结果，社会的政治状况似乎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1）社会中实际权力的实际分配（有别

于法律或宪法中指定的决策权）；以及（2）社会所依赖的最终制裁的类型以及将其演变为制度化

能力的程度。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关注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第二章“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中，我们认为，通过不同类型的制度所分配的、与聚力点的数

量和力量相关的实际决策权，在重要性上超过了正式宪法中指定的权力。政治社会中的实际权力

分配和该社会的实际做法可能不同于正式宪法或该社会所信奉的理想和学说，甚至会相互抵牾。

后面这两个因素的确很重要，但与社会的实际运作方式相比显然是次要的。强大的聚力点甚至能

够对理论上无所不能的专制者施加实际限制。相反，弱小或微不足道的聚力点只能听任拥有正式

民主宪法的国家的统治者进行专制统治，甚至几乎可以随意废除宪法。 
 

在第 11 章“社会的必要性”中，我们还认为，在为任何目的确立了实施政治暴力的制度化能力以

后，就可以偏离初衷，转而将其用于实现其他目的，而且掌管这些机构的个人基本上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这样做（除非其他力量介入）。因此，独裁、种族灭绝、战争和社会压迫制度被认为是

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是制度化的政治暴力的四种用途；没有这种能力，这就不可能发生。制度

化的政治暴力被视为产生这四种现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这种制

度化的能力，就可以为发展创造更多的积极条件。此外，本章所讨论的非暴力制裁的权力下放和

授权效应，往往会让政治社会形成新的状况和特点，而不仅仅限于我们所说的自由、对生命的尊

重、和平和社会正义。 
 



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于特定的社会来说，制度和制裁都被视为决定其政治状况的极重要因素，

而且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在拥有强大聚力点的社会中，民众更有能力有效地采取非暴力制

裁，因为他们拥有团体斗争的组织基础。当他们控制了政治权力的来源时，这些聚力点可能会显

得特别重要。与此同时，在重大的非暴力斗争中，聚力点可能会得到强化，民众的组织能力可能

会提高，特别是当它们强大得足以取得成功之时。 
 

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关注实际权力的分配和制裁对社会政治状况的影响。作为任何权力能

力中的关键要素，我们将制裁作为独立的现象加以讨论，并将实际权力的其余要素缩减为“有效

决策能力的制度性分配”。 
 

社会公式 
 

这里要探讨的基本假设是，有效决策能力的制度性分配和社会制裁——包括其类型、能力和做法

——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是逐渐形成社会“政治状况”的核心因素。由于这两个因素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政治状况也会随之变化。我们指的是

这两个因素在整个政治社会中的状况，包括普通民众、独立组织和机构（聚力点）以及政府机构

（包括国家）。虽然我们极难或不可能精确地评估每个因素，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这

样做，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决策分配和所采用的制裁的主要特征。用下面这个公式来表明这种关系

可能会有所帮助： 
 

有效决策能力的 
制度性分配  

 

 

 
制裁： 

类型、能力 
和做法    

 
叠加上 

 
逐渐形成 

政治状况  

   
 

  
 

   

 
   

      
      
 

从长远来看，政治状况是由有效决策能力的相对制度性分配和所依赖的制裁类型（包括其能力和

做法）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改变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对政治状况产生影响，但这两个因素被认为

是主要的。 
 

要解释这个公式的运行原理，就需要指明具体的决策分布和相应制裁的影响，但前提是，这些因

素都是相对明确的。我们将针对五种不同的状况来介绍这个公式，这些状况虽然只是用于分析的

模型，但已接近于实际的政治状况。 
 

状况一：在这种情况下，聚力点极其弱小，或者已被系统地破坏和摧毁掉。有效的决策权已经高

度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中，他们掌管着国家机器，同时也控制着其他任何重要的机构。在绝大多

数时候，政治社会的制裁措施采取了暴力方式。这种实施暴力制裁的制度化能力在警察和军队中



得到了高度发展。借助于扬言使用或实际运用暴力制裁，这种制裁方式被广泛用于控制国内民众

和处理国际关系。 
 

当政治社会中存在这种类型的决策和相应制裁之时，它所形成的政治状况就是能够压迫社会、发

动战争和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政权，如果这种制度的统治者想要这样做的话。即便这种制度所信

奉的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人道的，即使名义上仍然有效的宪法书面规定了截然不同的程序和做法，

这也无济于事。在后面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可以轻易地废除正式的宪法，并将正式的权力结构与

实际的政治制度协调起来。状况一可以使用下图予以说明： 
 

高度集权化的 叠加上 

 

 
强有力的 
暴力制裁 逐渐形成 

 

 

 

 
能够采取 

极端行动的 
独裁 

决策     

     
     
     
 

状况二：在这种情况下，与国家建制相比，聚力点相比非常强大，甚至能够独立做出决策，以便

对抗掌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国家的制裁措施采取了暴力方式，而聚力点在处理内部活动和彼此

之间的大多数关系时都会采取非暴力制裁措施。然而，在面临极端危机时，聚力点也要依赖于暴

力制裁。由此导致的政治状况往往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政治状况包括高度的自由和民主，没有系统化的社会压迫，等等。然而，如果出现严重

的危机，就会导致暴力制裁的能力和做法大大扩张。这种暴力制裁的集权化效应往往会产生制度

性影响。由于军事行动必然会追求有效性，同时国家实施政治暴力的制度化能力已被扩大和付诸

实践，与国家相比，聚力点的相对力量可能会被削弱。即便反抗入侵者的暴力斗争最初是通过游

击战方式进行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在重大斗争中，早期分权的游击战阶段在后期会被日

益集权化的倾向所取代，并转向常规军事力量和战斗。 
 

另一方面，鉴于最初的不稳定局势，如果在重大危机中依靠非暴力制裁来对抗危险，并由此扩大

其能力和做法，那么对政治状况的影响可能会与暴力制裁截然不同。假设这种非暴力制裁取得成

功的话，社会的分权型制度特征不仅可能被保留下来，甚至可能被扩大，从而避免了暴力制裁的

各种后果，并会采用我们所讨论的那些非暴力制裁措施。状况二的这些情况可以使用下图予以说

明：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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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 

 
 

不

 

 
可能出现的情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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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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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体制结构是高度集权的，聚力点数量很少或很弱小，决策权集中

在掌握国家机器的少数精英手中。国家在过去依赖于制度化的暴力制裁，但由于特殊情况和对策，

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非暴力制裁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 
 

这种不稳定状况的可能后果会因各种因素而异，包括出于不同的原因转向非暴力制裁，以及这种

变化是否彻底，是否长久。这种转变可能是因为国家机器的掌管者做出了重大的政策变更，因为

他们认为，面对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敌人即将开展的进攻，军事抵抗无异于自杀行为。或者，

这种转变可能源于反对旧制度的非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在前面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攻击者开展

有效而灵活的非暴力斗争，就需要有计划或无计划地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手中迅速下放决策权。

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决策权的下放很可能已经发生；或者现有的独立机构已经民主化，并亲自承

担了重要的决策权，或者，在革命之前或期间已经建立了具有决策能力的新聚力点。 
 

转向非暴力制裁对于政治状况的长期影响，可能取决于这种转变的持久程度。如果这种变化是暂

时的，暴力制裁被再次恢复，并再次成为社会中占压倒性优势的最终制裁措施，那么，就可能再



次形成由少数精英主导的中央集权结构。与此同时，如果向非暴力制裁的转变是持久的，并且它

们（而非暴力制裁）成为了政治社会的主要制裁手段，那么由此形成的政治状况就可能会增强民

众的权力，更充分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并避免制度化的政治暴力的后果。状况三的这些情况可以

使用下图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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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选项 B 

 
 
 

不稳定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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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制度化的非暴力制裁 

 

 
 

 
逐渐产生 

 
 

大众获得权力 

以及分权型社会 

                                                                                                       

状况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能力高度分散在强大的聚力点中间，而中央国家机器则很弱小。非

暴力制裁已被系统地采用并被制度化，以取代暴力制裁，并且它已高度发达，必要时完全有能力

作为后备或被采用的制裁措施。由此形成的政治状况可能是相对稳定的，民众具备充分的权力，

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暴力的危险，并对自由、民主、尊重生命、国内和国际和平以及社会正义做出

重大贡献。状况四的情况可以使用下图予以说明： 
 

 



 
 

分权型 

决策结构 

 

 
 

叠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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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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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引入全新的因素，否则上述状况一和状况四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如果人们知道决策分配情

况和制裁的类型，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它们随之形成的政治状况了。与此同时，状况二和状况

三是非常不稳定的。在这些情况下，除非确定了有效决策的分配类型以及所选择和完善的最终制

裁方式，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地预测随后形成的政治状况。 
 

状况五：上述四种情况要么高度依赖于某种制裁类型，要么存在变化无常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

社会游移于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制裁之间。在第五种情况下，国家机器和聚力点按照各种可能的比

例分享制度性决策权。非暴力制裁的发展和使用极其有限或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与此同时，暴

力制裁虽然被视为社会的最终制裁措施，但却很弱小，而且相对不发达。如果需要采取任何形式

的强力制裁措施的危险和威胁并不存在或很微弱，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形成的政治状况很可

能是某种适度但明显的自由，对生命的尊重，没有极端的社会压迫，也很少有重大的暴力冲突和

战争。不存在通过非暴力制裁来分散和下放权力的压力，尽管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其他渠道，如信

仰、哲学和制度性要求。 
 

只要不出现亟需采取制裁措施的危机，这种政治状况就可能保持稳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危机，

暴力制裁的能力可能会迅速扩大。暴力制裁的发展和大规模使用将会施加压力，促使决策权和制

度性控制权变得日益集中，并造成大规模制度化政治暴力的其他后果。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下图予

以说明： 
 

 
 
国家和聚力点共享决策权 

 
 
叠加上 

 
 

不发达的 

暴力制裁 

 
 
逐渐产生 

 
 
适度的自由，没有重大压迫或战争：在危机中不稳定 

 
 

 
危机： 

如外敌进攻 

 
 

在应对中 

 
 

大力扩大 

暴力制裁 

 

 
 

逐渐产生 

 
 

控制权日益集中 

以及 

制度化的政治暴力 

 



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审视这个理论，了解决策分配和制裁类型在决定社会政治状况时所起的作用。

然而，如果该理论是有效的，在制定比过去更充分的社会变革的全新总战略时，它将产生根本性

的影响。 
 

制定增进民众权能的战略 

 

许多人轻率地认为，通过自觉的选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做出这些选择来重

塑政治社会的能力也适用于选择社会所依赖的制裁类型，适用于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

还是具备分权式决策体系。前几章的分析表明，满足社会必要功能的现有方式并不是唯一可行的

方式。如果能找到或摸索出其他有效的方法，它们就能取代目前的方法，成为实用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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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措施的可能性，这类分析对于实现根本性变革至关重要，它并不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维

持现状的方法。然后，这种方法就能成为理性的手段，借助于它，我们有可能摸索出实现根本变

革的方法，包括解决复杂的政治暴力问题，而在目前，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我们很

少充分地正视它。 
 

对其他选项的认知：根本性变革的关键 
 

我们未能解决制度化的政治暴力问题，以及战争等各种次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未能认识到

暴力制裁并不是唯一可行的制裁措施，未能认识到我们可以探索其他非暴力制裁措施的潜力。不

仅强烈支持西方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人认识到了这种失败，那些反对它们并支持社会主义制度

的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失败。 
 

然而，这类分析为研究实用的其他方法或替代方法指明了方向，如果这些替代方法作为手段来说

很有效，就可以取代目前的方法，完成所需完成的任务。这可能是对政治制裁措施进行根本性改

革的关键所在。正如我们在本章和前几章中所看到的，在以往的许多情况下，在高度多元化的社

会中，非暴力制裁已经取代了暴力制裁。因此，替代性的非暴力制裁确实存在。如果它们可以取

代暴力制裁，这就为根本性变革开辟了道路。如果它们是有效的，或者能够奏效，并且如前一章

所述，如果它们能成为一系列具体的替代措施，那么暴力制裁将毫无用处，就可以摒弃它们了。

一系列此类替代措施将有助于实现系统性的变革，包括增加民众权力和制度性的民主化程度。 
 

然而，在满足社会需求时，对于替代方案的这类分析并不仅仅适用于制裁。它也可能适用于大型

的集权化机构，这些机构由精英执行决策过程，并且剥夺了受这些机构影响或控制的民众的权力。

这包括大型经济机构和国家机器。只要我们能够逐步充分地利用、扩大甚至创建重要的替代性非

国家机构和较基层的参与性政府，以满足社会、经济和政治需求，我们就能扭转实际权力集中到

大公司和中央国家机器手中的强大趋势。 
 

当我们思考我们社会的问题以及集权国家日益增长的权力之时，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保留在

今天仍然有效而且重要的优良传统，也不仅仅是为纠正特定的错误而做出变革。我们必须慎重地

采取行动，增强社会中非国家机构的力量，并自觉地避免实际权力日益集中到国家机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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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地指责强大的中央政府所造成的危险，指责官僚机构的麻木不仁或者高税率，都不能催生出

长久的解决方案，解决精英控制、权力集中化以及大型公司和国家机器的规模和特权不断扩大的

问题。需要进行体制性改革。为此，可以培养替代性机构，以履行现在由大型集权机构提供的理

想而必要的职能。 
 

现在由中央国家机器执行的某些任务其实是多余的，甚至不适合整天将自由和民主挂在嘴边的社

会。为了社会的利益和福利，可以完全废除这些职能以及国家机器中参与履行这些职能的机构。

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由中央国家机器执行的（或应该执行的）最常规职能，以及许多拟定的其

他职能，都是可取和必要的。除非其他机构成功地履行了这些职能，在此之前，国家不会大幅减

少或停止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做出的努力。因此，如果人们希望中央国家机器停止继续扩张其权力，

就需要摸索出其他方法来满足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被忽视的真实需求，改革者们提出，这些需

求是可以通过国家措施来弥补的。在阻止国家权力扩张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同时，不能放弃社

会责任或对其视而不见。也不能通过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巨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解决这

个问题。除非探索出替代性机制和解决方案，否则国家机器会不可避免地继续逐步向社会扩张其

权力。 
 

为了逐步缩小现有中央国家机器的规模，从而减少其危害性，有必要建立或强化较小规模的机构

（聚力点），以分散决策权，满足真正的需求，然后逐步将现在由国家执行的任务移交给它们。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更多的机构，每个机构都小规模地独立运行，采取民主方式高度参与，并在必

要时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地区和国家的项目。 
 

这并不意味着小规模的组织、机构和基层政府始终都是体现人道精神和参与式民主的完美榜样。

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小型机构比大型机构的危害要小。在较小的机构中，参与者和选民更容

易直接采取行动，以便纠正问题。与大型机构相比，较小的机构让直接当事人有可能更多地参与

和控制。 
 

在政府层面，尽管政治领域在上个世纪不断发生演变，或者说，恰恰因为这种演变，我们仍然需

要仔细考虑各种方法来增加民主控制权和参与度。第六章“自由与革命”中讨论的汉娜·阿伦特

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即便采取直接民主方式的机构以残缺不全的方式继续存在——如新英格兰

的城镇会议或中西部的农民组织——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保护它们，并为它们注入新的活力，赋予

新的责任。在不存在这些机构的地方，我们可能需要探索如何启动可靠的试验，引入这些机构，

并在最初处理有限但重要的事务。 
 

在阶段性的可靠变革方案中逐步发展和采用替代性的非暴力制裁措施和独立小规模机构，将有助

于培养恰当的政治状况，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所支持的理想。 
 

非暴力的解放斗争 
 

暴力制裁和非暴力制裁的长期结构性后果，会对反对各种压迫的解放斗争产生强烈的影响。以下

两个要点是非常明确的： 
 

1. 解放必须主要是自我解放；以及 

2. 只有通过增强从属群体的力量，解放才能促进权力关系的长期变化，从而防止未来的压迫。 
 



这些前景都不容乐观。如果能找到某个“解放者”，单枪匹马地推翻压迫，而不需要被压迫者付

出努力或代价，那就容易多了。尽管人们普遍地寄希望于这种前景，但这是危险的。这种信念源

于没有区分特定的压迫者和总体的压迫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软弱，民众始终容易受制于利

用统治权来压迫他们的统治者。此时，某个压迫者可能只是被其他压迫者取而代之。压迫者慷慨

或别有用心地赐予的“解放”，或者，在被压迫者自身没有做出重大努力的情况下，由第三方介

入进来并击败旧的压迫者以后所赐予的“解放”，并不能强化臣民与其机构的力量，而且，既然

他们轻易地得到了它，也可能会轻易地失去它。与此同时，如果被压迫者增强自身的力量并发动

不合作和抗争，并因此赢得了解放，这种解放会废除压迫状况，产生自力更生的社会力量，因此

不能被轻易地夺走。这种状况将产生更有利和持久的长期后果。 

只要人们能够独立思考并保持自尊，他们就会为实现、维护和扩大自由而奋斗。然而，在许多国

家和各种制度下，统治者和经济精英的权力是如此广泛和不受约束，以至于普通民众遭受的状况

只能被称为压迫。具体的制度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它可能是残余的殖民统治、外国占领、经济剥

削、社会统治（比如针对妇女和“贱民”）、种族主义制度、内部独裁，或者是其他事物。当人

们寻求摆脱压迫，确立民众对政治权力、社会统治和各种精英的约束之时，他们就是在为解放而

斗争。 
 

因此，尽管大多数旧的欧洲殖民政权被本土政权所取代，解放的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在广泛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上来说，自由充其量仍然是人类尚未完美实现的目标，而且在许多情况下，

人类在各种制度下打着各种旗帜，采取极端的方式公然侵犯自由。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被压迫者应如何开展斗争和实现变革，他们是否会成功，代价是什么，

以及从长远来看是否会产生远远更好的社会，接近于自由的社会。 
 

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往往要追溯到以往的压迫所衍生的情绪。为解放而发动的任何形式的斗争

总是包含情感和高度主观的因素。在任何革命形势下，都存在着某些无形的东西，很难客观地进

行分析。通过缜密的分析和理性的决策来催生这种无形的因素更是难上加难。 
 

这就是民众因为无法继续忍受现状而奋起反抗的精神，并在同时忠于自己、信仰和未来梦想的精

神。这是在特定时候哪怕成败未卜也愿意奋不顾身的决心，以免理智对心灵——心灵在本质上才

是革命的孕育者——发号施令。这是当其他人翘首观望时率先争取自由的勇气。这是愿意坚持不

懈的精神，并知道，如果计较成败，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这是愿意为子孙后代才能享受的美

好未来而做出牺牲的灵魂。 
 

虽然情感因素在所有类型的社会变革运动中都具备很大的影响，但公开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满足

个人的心理需求，而是产生变化。特别是在重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中，如果人们允许自己纯粹被

情绪所支配，那么他在选择实现目标的工具——包括制裁和制度——时就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

如果人们对于实际成果具备责任感，知道这些结果将影响到同时代的许多人以及未来几代人，那

么他就需要仔细考虑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如何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这种取舍不仅仅是在看似简单和艰难的方法之间做出抉择。通常情况下，方法的难易程度是很难

预测的，如果人们寻求根本性变革，往往并没有简单的方法可言。人们在进行权衡时，也不能仅

仅根据采取暴力制裁和非暴力制裁所造成的预期痛苦的差异。当然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看来非

暴力制裁产生的痛苦和伤亡要比暴力制裁少得多。这很重要，但不能成为唯一的考虑因素。不管

是选择斗争还是无所作为，被压迫者都会遭受痛苦。 
 



在所有的压迫中，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单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消除不公正的状

况，并确立民众对自身生活和社会的长久控制权。所需要的变革力度，无论是微小的变革还是根

本性变革，都将深深地影响这种行动的类型和极端程度。在革命形势下，问题只会更加严重，但

本质上是同样的问题。265这个问题是战略性的：如何采取行动以达到最佳效果，消除目前的压迫，

并建立具有更多正义、民众控制权和自由的替代性制度。所有愿意反抗压迫并建立更美好社会的

人士都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非暴力解放的关键因素 
 

希望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解放的个人和团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1. 他们需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对手和制度的性质，以及对手和抗争团体所处的宏观局势。如

果缺乏了解或存在认识上的错误，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战略或战术错误。准确并更充分地了解对

手和社会，可能会让我他们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2. 在斗争中，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制裁的类型——行动的技巧——同时考虑到短期和长期后果、

斗争团体和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冲突所处的宏观背景。这种选择不应该取决于偶然，不应该

由小团体做出决定，不应该源于怨恨，也不应该毫无根据地臆测[双方的]力量。 
 

在过去，制裁类型往往不是自觉选择的产物，反叛者往往诉诸于政治暴力，然而，他们的对手却

比他们更深谙此道。这种选择往往会立即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如前文所述，从长远来看，这会

偏离期望，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 
 

3. 需要彻底理解非暴力制裁，亦即非暴力行动技术的方法。这包括该技术的权力理论、方法、

动态、变革机制、要求、有效条件、战略原则、对于镇压的对策，以及结束每次冲突的替代手段。 
 

4. 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和介绍斗争的大战略以及非暴力制裁的性质和要求。这将确保广

大民众能够据此开展行动，无论他们的行动要点和参与程度如何。 
 

5. 根据上述以及其他因素，需要针对每种特定情况制定独立战略和配套的战术。 
 

6. 需要尽可能培养更多愿意献身于解放事业的人才，这些人应透彻地理解非暴力制裁措施，

并愿意采取纪律严明的方式运用它们。 
 

7. 在不断变化的冲突局势中，需要不断关注斗争运动的状况。需要努力弥补其弱点。需要对

特定的运动做出评估，以便汲取经验教训。 
 

8. 如果自发地爆发斗争，为了强化斗争的力量，可以直观和理性地了解已经使用的技术，也

可以采取较深入地了解这类制裁措施的人士在斗争中制定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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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 & Sons, 1937, 以及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2], p. 163.) 



9. 在重大的斗争中，如果不违反非暴力纪律，则需要采取激进的举措和冲突战略，同时需要

准确地认识到非暴力制裁作为手段来说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导致士气低

落或转向暴力，从而造成有害的后果。 
 

10. 具备足够的力量，非暴力斗争运动必须在面对镇压和恐吓时坚持下去，并拒绝屈服。就此

而言，领导者必须为所有参与者树立榜样：他们不能让对手抹黑其形象，让人觉得他们接受了更

少的惩罚以换取更少的抵抗。这种行为会导致士气低落或转向政治暴力；要纠正这个问题，只能

拒绝这些领导者并发起更多的非暴力行动。 
 

11. 除非与国家机器相比，民众和聚力点异常强大，否则通常不能通过单次短暂的斗争来实现

解放。相反，它可能会分阶段进行。在这些阶段中，臣民的力量会增强，他们实施非暴力制裁的

能力也会增强，他们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聚力点）会得到发展和强化，而对手的权力来源则受到

限制或者被切断，同时第三方会逐渐投诚并转而支持他们。在某些时候，对手团体内部可能会出

现分歧和软肋。另一方面，非暴力斗争团体可能会增强行使实际权力的能力以实现其目标。 
 

12. 必须记住，这种解放斗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不变的。有时可能会

发生快速的变化。 
 

13. 最终胜利也体现出不同的方式，最极端的情况包括：体面的谈判协议，或对手的地位和权

力完全垮台。 
 
 

关注此类因素将确保在冲突过程中关注制度和制裁，以确保它们通常孕育的社会类型合乎那些最

初寻求变革的人们所支持的理想。 
 

为“不公正”目的而发动非暴力制裁？ 
 

非暴力制裁曾经被用于实现许多人视为不公正的目的，有时候，对既定精英阶层发动的非暴力挑

战，会遭到反向的非暴力制裁或其他不涉及暴力镇压的对策。此类事态发展促使某些人士感到不

安，特别是有些人认为，只有信奉道德或宗教体系中的道德非暴力诫命的人们才应该或可能采取

非暴力行动。显而易见，其他人可能而且已经采用了非暴力制裁，而且往往取得了初步成效。谋

求“不公正”事业的人，或者想要挫败非暴力行动的个人和团体，是否应该使用非暴力制裁来实

现其目的，是个比乍看上去更复杂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影响本书提供的建议，即

制定系统的非暴力制裁措施来取代暴力制裁措施。 
 

当然，对于从事非暴力斗争的团体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谋求“不公正”事业的团体，或试

图挫败非暴力斗争运动的团体，应该接受非暴力团体所支持的目标。那些试图改变对手群体中个

别成员的立场的非暴力行动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不同于那些通过调解或非暴力胁迫来寻求

解决方案的非暴力行动。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都能够或应该仅仅通过变革机制来

寻求改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天真地指望，每个受到非暴力挑战的群体会轻易地放弃他们长

久以来的信仰、做法和目标。有时，这样做甚至是不可取的。例如，在许多人眼里，非暴力团体

可能站在“错误”的一方；毕竟，纳粹曾经组织过对犹太人的经济抵制，而在美国南方腹地，种

族融合的倡导者有时会受到隔离主义者的社会和经济抵制。即便非暴力团体站在“正确”的一方，

也可能需要更多东西，而不仅仅是迅速改变对手的信仰。例如，可能需要改变权力关系，而这需

要花费时间和努力才能实现。 



 

事实上，个人、团体、有权势的精英和阶层会继续保持原有的信念，坚持原有的做法，并追求我

们许多人斥为“不公正”的目标，而不顾他们受到的非暴力制裁的挑战。此外还有个事实就是，

当这些机构受到非暴力挑战的时候，这些群体通常会拒绝屈服，并会实施制裁。这是冲突局势中

的基本“既定”因素，不会因为人们希望它消失就会消失。 
 

我们恰恰必须在这种背景下来审视这些团体采取非暴力制裁的问题。鉴于他们的信仰和情况，他

们会使用某种类型的制裁，问题仅仅在于哪种类型的制裁。人们是否宁愿此类团体使用暴力？由

于最终的制裁有两种类型，即暴力制裁和非暴力制裁，因此两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因

此，囿于这种情况，人们必须问：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是采取暴力制裁更好，还是采取非暴

力制裁更好？ 
 

如果支持“不公正”事业的团体和机构放弃通过暴力制裁来达到其目的，转而采取非暴力制裁，

这些机构仍然是“问题”所在。例如，如果他们放弃激励其行动的观点（如种族主义），转而接

受承认所有人的人性尊严的观点和信仰，情况会好得多。然而，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整

个社会以及遭受其敌意的群体来说，如果这些团体从暴力制裁转向非暴力制裁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依然要远远更可取。例如，如果某个“白人”种族主义团体根据其信仰，愿意在有组织的示威活

动中，在未来的任何情况下，都遵守严格的非暴力纪律来游行，这可能是在种族主义社会中采取

人性化方式解决极端冲突的重大进步。在评价这种事件时，不仅要考虑到废除种族主义的理想，

还要考虑到种族主义团体以前采取的方法，包括私刑、殴打、爆炸和其他伤害、杀害和恐吓人们

的人身暴力行为。 
 

偶尔，人们会首次意识到，非暴力制裁不仅可以具备强大的力量，而且，尽管他们对种族主义者

和其他群体的观点和政策深恶痛绝，但后者也可能采取非暴力制裁，此时，他们会问：“如果希

特勒采取非暴力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呢？”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同伙从暴力手段转向

纯粹的非暴力手段，他们仍然会构成严重的威胁，但纳粹主义的总体性质将会发生变化。种族主

义、反犹太主义和精英主义仍然会存在，并且需要那些拒绝它们并希望消除其影响的人们和团体

采取强有力的对策。然而，如果没有暴力，纳粹就不可能建立集中营，折磨和处决政治对手，灭

绝吉普赛人、犹太人、东欧人和其他人，或者入侵或轰炸其他国家。例如，如果纳粹只限于经济

抵制、游行和绝食，在当时的氛围下，他们仍然可以造成很多伤害，但不会有大屠杀和战争。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反，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精英主义和领导原则等问题

可能就会成为反纳粹人士的直接抨击目标。对于那些我们认为其观点和目标不公正的团体来说，

采用非暴力制裁并放弃暴力制裁是个可喜的变化，因为它朝着所需的根本性变革迈出了非常有限

但重要的一步。 
 

即便非暴力制裁被用于实现“不公正”的事业，用于反对本身也采取了非暴力行动的变革运动，

与这些团体采取暴力制裁来实现同样的目的相比，这也要好得多。这是因为，即使是采取非暴力

制裁，其个人和社会后果也比暴力制裁更为可取。 
 

非暴力制裁的后果 
 

与暴力制裁相比，非暴力制裁往往会： 
 

 导致人身痛苦、伤害和死亡明显减少； 

 对参与者的心理伤害要小得多（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记录了暴力革命者所承受的心



理伤害，在美国的越战士兵中，这种伤害是众所周知的）； 

 深刻地影响冲突的进程，减少不断加剧的物质和社会破坏，并产生非常不同的动态，导致

不太有害甚至有益的结果； 

 有助于始终关注冲突中的关键问题，而不是将重心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从而为持久解决这

些问题开辟道路； 

 有助于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让权力逐步分散，民众拥有权力；以及 

 有助于在政治社会中采取制裁时进入新的阶段，即让双方使用非暴力制裁来解决尚未解决

的严重冲突，而不是诉诸于暴力和反暴力。 
 

最后这个因素可能会导致非暴力制裁以各种方式得到完善。这包括更多地考虑有助于取得成功的

因素、冲突中涉及的人为因素，以及促进相互理解的需要。也许最重要的是，采取非暴力制裁来

实现“不公正”的目的，并将其作为应对非暴力抗争的反向制裁措施，将有助于打破以暴制暴的

旧模式，从而防止了实际权力的集中、高强度的制度化政治暴力以及潜在的严重后果。 
 

扭转方向 
 

目前旨在处理主要问题的政策很少能够鼓舞人心，也不轻松或者存在着风险。如果没有新事物开

始扭转我们目前的方向，我们的未来之路就会暗淡无光。现代国家所掌握的实施独裁、进行种族

灭绝、发动战争和支持社会压迫的工具将继续被完善并增长其力量。我们的社会必须扭转这个方

向。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设法推翻某个特定的独裁政权。我们还需要培养能力，防止形成任何独裁政权。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哀叹过去的种族灭绝行为。要缅怀大屠杀的受害者、死去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其

他许多人，最好的做法就是学会如何防止种族灭绝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在战

争中生存下来或限制战争的政策。我们还需要采纳不同的战斗方式并培养能力让未来的攻击者无

法得逞，藉此来预防战争。如果反对社会压迫的方法或解放方案导致民众始终软弱无力，或者更

糟糕，以人民的名义建立新的政治奴役制度，我们就不需要这类方法或方案。相反，我们需要重

组人类制度，促进自我赋权，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再次压迫我们。 
 

本卷中的分析结果指出了处理这些问题并更充分地满足人类需求的宏观变革框架，这需要改变制

度以及我们所依赖的制裁类型。我们现在需要制定以下措施，将它们视为可接受的全面变革方案

中的重要内容。 
 

1. 通过建设性的计划来建立新制度并改善和振兴现有制度，以便更充分地满足人类需求；以

及 

2. 培养采取非暴力制裁来取代暴力制裁的能力，以便利用一系列渐进式的替代方案来满足特

定需求。 
 

要想进行建设、解决问题并进行革新，其总体政治战略中的这些重要内容有赖于采取在本质上能

够分散而非集中决策权和实际权力的方法，增强社会的独立机构的力量，并促进民众自力更生。

由于赋予民众权力对于消除压迫至关重要，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些方法可能比公开的政治暴力

或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行动（无论是通过立法、行政命令或司法裁决）更有效地实现这个目的。从

事这两类活动的经验也有可能提高人们自己解决困扰他们的其他问题的能力，并在未来依靠自己

的能力来消除困难。 
 



建设性的计划 
 

建设性的计划包括各种活动，以纠正社会问题并更充分地满足人类需求。它通过有组织的自愿行

动来改变人们的态度、社会做法和制度，包括建立新的制度，有时也包括改善现有制度。这个建

设性的计划已被描绘为建立新社会结构的脚手架。它在各个方面都被规划为相互关联的社会重建

计划，在该计划中，众多组织和团体的自主活动共同促进全面而灵活的建设性发展和变革计划。 
 

有必要审视这种计划对于变革的潜在贡献，将其作为应对现有局势的替代方案，以免通过继续扩

大国家行动来纠正社会弊端和满足人类需求。制定全面的建设性计划需要具有不同经验、分析能

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各种人员和团体做出重大的努力。相应的宏观工作领域包括社会、文化、

教育、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议题和替代方案。具体的工作区域和有待执行的任务需要根据各

个社会的需要在这些宏观领域中做出选择。然后，这些任务将同时通过独立于大型企业和国家机

器之外的个人、团体和机构的行动来予以落实，以便满足具体需求，同时增强整个社会的力量。 
 

探索非暴力的不同选项 
 

可接受的全面变革方案的第二项关键内容是培养采取非暴力制裁来取代暴力制裁的能力，以满足

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裁需求。这包括认真探索非暴力制裁的潜力，并在当前可行或能够让其变得

可行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计划，以满足人们通常通过暴力制裁而得到满足的特定需求。

这部分措施有时会领先于建设性计划，有时则会与后者同时实施。不需要也不应该等到制度改革

进入晚期阶段之后再探索和采用非暴力制裁。 
 

我们在这里的责任包括三项任务：(1) 调查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就是说，更多地了解非暴力制

裁的性质、效果和潜力；(2) 确定在任何特定时间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方式采取非

暴力制裁，以取代暴力制裁；(3) 将这些步骤纳入一系列的具体替代措施中。在上述每项任务中，

都需要许多人积极参与调查、宣传教育、思考、规划、工作和行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任务和责任。 
 

上述第 1 项任务包括，针对替代性的非暴力制裁措施和非集权式制度的性质开展宣传教育。这种

宣传教育既包括在正规教育机构中提供的教育，也包括以更加分散、不太制度化的方式提供给普

通公众的教育。我们现在来逐个讨论这些因素。 
 

教育机构决不能成为洗脑的工具，也不能在选择主题时心存偏见，从而扭曲事实。然而，纠正以

往选择主题时的选择性偏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些偏见可能来自于人们所持有的先

入为主的观念和特殊群体的观点。在研究领域中，许多主题和领域都受到轻视、歪曲或排斥。需

要融入更多重要主题和知识，从而纠正这些偏见。例如，需要对我们的历史课程和教材进行大量

的补充。历史领域尤其重要，因为正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我们形成了相关看法，知道目前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方案来塑造我们未来的社会。因此，我们的许多教科

书和课程主要都在关注战争和手握大权的国王、皇帝和总统的行动，而忽视或贬低了重大的非暴

力斗争、民众自治、非国家形式的政府和小型政治组织，以及民众为纠正当时的社会弊端和建立

更美好社会而开展的运动。这个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在政治上来说实际上是危险的。需要对我们

的历史课程进行大量的补充，以便兼顾各种叙事。在其他领域的课程中也需要进行类似的补充。 
 



此外，还经常需要提供非常特殊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做出团体决定，如何培

养有效的团体参与技能，如何解决冲突，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等等。在我们的教育机构中，从

小学生到大学的研究生，都迫切需要学习专门的非暴力行动课程。 
 

对于这种非暴力技术的运作方式、历史、要求、运用它来取得最佳效果的方法以及其后果，普通

民众基本上仍然毫无所知。我们有可能纠正以往的疏忽，并为非暴力制裁提供各种工具，增强我

们对它们的了解程度。然后可以通过若干手段向公众介绍这些知识以及关于非暴力替代措施的各

种观点，包括成人教育课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书籍。这些手段还可以用来鼓励民众对

这些可选方案进行批判性的讨论和评估。通过这种方式传播非暴力制裁的知识以后，人们就能够

明智地考虑它们。如果人们发现这些可选方案的优点和潜力，他们可能会更热衷于认真地探索和

采用非暴力制裁来取代暴力制裁。例如，在认真考虑平民防御政策的潜力之前和期间，或者在正

式转向任何其他替代性的非暴力制裁措施之前，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否有机会让公众和官方考虑转向非暴力制裁的潜在好处，如果让公众更了解非暴力制裁，

这可能会对政治社会的实际权力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了解非暴力斗争的性质和用途本身就是潜在

的权力。如果具备了有关这种可选方案的新知识并相信其力量，原本消极服从、受到压制或采取

暴力行动的人们就更有可能采用其他非暴力制裁措施。这有助于他们采取自主的行动来应对我们

这个时代严重而真正的冲突，并在同时避开政治暴力的破坏性后果和陷阱。 
  

了解如何行动，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如何在非暴力抗争中巧妙地将自己的潜在权力转化为实际权

力，甚至可以让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尽管制度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但参

与制度建设的大门却向他们关闭了，甚至从未敞开过——也能行使有效的权力，并参与决定自己

的生活和社会。 
 

以非暴力制裁替代之 
 

这类制裁的有效性并非仅仅取决于士气或变革的意愿。就如何运用非暴力制裁以取得最大成效而

言，除了情感因素之外，几乎也存在技术因素。这包括组织、战略和战术、特定杠杆的选择、团

体纪律以及针对对手制裁的对策等问题。在这些和其他问题上，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更巧妙地利用

它们。我们可以开发资源，做好准备，并制定培训计划，以便针对不同目标有效地运用非暴力制

裁，以取代暴力制裁。在采取非暴力制裁代替暴力制裁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措施都很重要。 
 

如前所述，在许多情况下，非暴力制裁已经取代了暴力制裁。因此，从原则上来说，这类取代是

可行的。266根据建议的研究活动、政策研究成果、培训和准备工作，我们应该能够自觉地采用更

多的替代措施。这包括最初非制度化的制裁（为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以及那些

最初就已被制度化的制裁（为运行和维持制度而故意转向非暴力制裁）。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

可以慢慢地启用这类替代措施，并需要深思熟虑。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能会迅速发展。 
 

随着有效的替代性非暴力制裁措施的出现，这将为解决政治暴力问题开辟新的途径。届时，民众

就不必在采取政治暴力和认可无政治地位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有效的非暴力制裁。这些

替代性制裁措施将打破冲突双方都认为必须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我们不再需要将消除政治暴力

 
266 参阅第9章：”The Political Equivalent of War - Civilian-based Defense"以及第11章："The 

Societal Imperative"。如需浏览全文，请参阅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 
 



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政治理想状况为止，或者徒劳无益地试图让许多人信奉禁止任何暴力的道德学

说。通过形成非暴力制裁措施并用它来取代暴力制裁，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极不完美和危险的世界

上开启具体的重大变革。 
 

在以下总体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替代性的非暴力制裁来取代暴力制裁： 

- 执行有关可接受的社会行为的最低标准； 

- 在处理冲突时，双方都认为如果不违反自己的原则就无法妥协； 

- 纠正对特定群体所犯下的错误； 

- 捍卫基本自由； 

- 反对压迫的解放和革命； 

- 捍卫宪法制度，反对内部篡权（如政变）；以及 

- 抵御外国入侵和占领的全国性防御。 
 

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其中的几个问题。 
 

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问题：非暴力制裁是否能够有效地满足每个特定情况下对于制裁的这些具体

需求？能否成功进行取代，如果能，如何实现？在每次考虑进行取代时，需要重点关注这些问题。 
 

因此，制裁的变化并不是让全体民众普遍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让整个社会突然发生全面的

转变。相反，它是在数年或数十年内分阶段进行的全面尝试，以便完善非暴力制裁并利用它来取

代暴力制裁，从而从某种特定的替代措施转向其他替代措施，并在最终实现某些特定的功能，为

实现这些功能，社会确实需要实施有效的制裁，而今天为此却要依赖于政治暴力。有时，可能会

同时进行多次这样的转变。随着这些具体变革的推进，如果用于实现某个目的的替代性非暴力制

裁表明是可行的，这可以促使各方考虑将类似的替代性措施用于实现其他的目的。然而，如果要

让每次具体的转变在整个体制中被制度化，则需要进行具体的调整和准备。这样，分阶段实施的

变革将会在总体上更少地依赖于为实现各种目的而采取的制度化的政治暴力以及非制度化的政治

暴力。正如前一章所述，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增强民众的权能 
 

大规模地采取非暴力制裁来取代暴力制裁，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根本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

限于满足制裁的特殊需要，也不仅限于确保针对特定问题和情况的非暴力制裁措施在短期内有效。

本章前文中已经讨论了对政治社会结构的权力分散化效应。对于正在学习如何运用制裁措施的全

体民众而言，非暴力制裁将增强他们的力量，从而大大促进权力的公平分配。非暴力制裁的这两

个后果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提供了重要的“把手"，以便于处理如何让我们的社会

更接近它所支持的理想的问题。 
 

如果人们既有能力组织起来，共同实现建设性计划中的积极目标，又有能力运用非暴力行动技能，

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寻求“外力”来拯救他们，无论这个外力是“政府”、“党”或最近出现的

政治“领袖”。相反，他们将有能力拯救自己，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理查德·格雷格

(Richard Gregg)在 1930 年代指出了非暴力行动的这个结果，他写道： 
 



只有当民众获得并保持以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来坚决说“不”的能力之后，变革的成果才会延续

下……因此，变革者明智的做法是减少对他所寻求的特殊变革的宣传，而集中于传授非暴力抵抗。

掌握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工具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永久的变革了。267 
 

增强民众的力量将确保人们能够激发自由的活力，并确保它更加持久和真实。这样，他们就有可

能通过直接的大众努力来消除社会压迫，让无助的受害者变成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能力也

可以让种族灭绝的潜在受害者和其他人有能力成功抵制任何未来的灭绝阴谋。增强民众的力量也

将帮助人们摆脱并长期免受国内外精英的统治，通过平民的斗争模式来击败国内的篡权阴谋和国

际侵略。由于这些制裁措施依赖于内在的根本性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辅之以培训和准备工作，

它们就能够在政治社会中迅速实现可接受的重大变革，而在以往，人们通常认为，除非到了非常

遥远的未来，否则这些变革是不可能的。 
 

这种类型的社会变革不可能通过任何人——无论是“好人”、“真正的保守派”、“党”、“真

正的自由派”或“真正的激进派”——采取任何手段来为民众实施。相反，这种重新考虑政治问

题的做法指明，具备不同才能并通过许多机构发挥力量的普通民众可以长期发起和实施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采取行动来影响现状，同时也会提高他们采取行动以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 
 

本书中提出的“可接受的变革”理念不能提供灵丹妙药或便捷的途径，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也不

能保证在每个方面和每种场合下都能取得成功。然而，我们也许可以自觉地促使人类历史发展到

新的阶段。我们可以解决我们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尖锐问题。我们可以站在人类能力的新起点上，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培养这些能力，以便人们可以重新获得——或许对许多人来说是首

次拥有——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 
 
 
 
 

 

第八部分 非暴力行动的其他方面 

 

罗伯特·L·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101—143 页。页数：43。至此总页数：770。 

 

1、 恐惧 
 

无所畏惧或许是⼀种天赋，但更珍贵的也许是通过努力尝试⽽获得的勇气，通过培养拒绝让恐惧

支配自己的习惯⽽获得的勇气。这种勇气可以称为“压力下的⻛度”——

在层出不穷的严酷压力难面前仍然生生不息的⻛度。—— 昂山素季268 

 

 
  
268 Aung San Suu Kyi, Freedom From Fear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184. 
 



 

对身体伤害的恐惧是所有人⼀生中都会经历的⼀种情绪。这种情绪的频率和强度不尽相同，对我

们的心智和行为的影响也不⼀样。人们屈从于暴君的⼀个主要原因是害怕因不服从而受到制裁。 

对身体疼痛的恐惧比对失去工作或政府养老金的恐惧要大。失去生命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唯有

那些无论出现什么⻛险都会出于⺟性本能去保护孩子的人们才会将其置之度外。有些人不理解的

是，恐惧其实是对感知到的威胁的正常反应。恐惧这种反应已经作为基因嵌入了我们的大脑，以

防范或挺过生命受到威胁的险境。恐惧是动物王国每个个体面对威胁时的本能反应，因此它与道

德无关。感到害怕并不可耻。 

 

恐惧的价值在于，⼀旦察觉源于恐惧的刺激，我们就被警告可能存在人身危险，同时我们的身体

会本能地准备采取行动。本能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行动方案——

逃跑或战斗，逃跑是优先考虑的。在动物王国经常观察到这种反应：为了避免危险，动物察觉危

险后往往会逃跑。如果它受到惊吓无法逃跑时，它会“冻结”，保持纹丝不动状态，冀望捕食者看

不到它而⾃行离开。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动物才会使用最后手段，发起凶猛地攻击以便⾃

卫。而人类能看到直接威胁之外的东⻄，他们可以使用理性思维能力而不是本能来指导对危险的

反应。通过理解恐惧的因果，我们就能够预先为可能出现的恐惧情况做好准备，以减少恐惧对我

们行为所造成的原生效应。 

 

恐惧的生理学 

 

这些身体反应源于神经系统交感神经部分的神经元放电增加。这会导致皮肤和肠道血管收缩，使

更多血液流向心脏（血压升高）和肌肉。恐惧还导致心脏跳动更快更有力，呼吸频率加快（向肌

肉输送更多氧气）。交感神经刺激使肾上腺髓质分泌出更多肾上腺素，结合其他荷尔蒙，导致大

量葡萄糖从肝脏释放到血液系统中，从而为肌肉提供额外的能量来源。 

 

在这些战斗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同时，身体也在为可能出现的致命伤口做准备。括约肌（肠道末

端及膀胱的那几组肌肉）会松弛，有时造成大小便失禁。 

 

人类都体验过这些效应。我们甚至用日常语言来描述这些效应，例如： 

“他手脚冰凉！” ——血液从四肢流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重要器官。 

“我毛发悚然。” 

“我呆若木鸡。” 

“我尿裤子了”或“我拉裤裆了”。 

很尴尬，是的。但我们没有必要为大⾃然保护本能的正常运作而感到羞耻。 

 
 



克服恐惧的效应 

 

战略性非暴力斗争需要⺠众采取集体行动，这意味着必须克服恐惧效应，以对抗政权方面可能施

加给他们的暴力制裁。当然，如果恐惧性刺激可以避免，那⼀连串表示恐惧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然而，实际情况是，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用药物麻痹木我们的感官，将使公众始终被原子化，

而只能作为个体采取行动。 

 

在策划对抗时，可能应该时刻记住受到恐惧刺激⻢上逃离的知识，而且也许应该考虑采取那些避

免让对手在对抗中占据优势的行动。可以设计⼀些实用方案来减少那些会引发难以抗拒之恐惧感

的事件的发生次数。这种尝试在非暴力抗争的参与者中减少恐惧感的努力也许包括，对示威的时

间和地点进行选择，迅速宣布“胜利”并在当局的防暴警察开始攻击之前撤离。另⼀种减轻参与非

暴力抗争的恐惧感的方法是，在邻近多个地区发起多个活动，这样可以迫使警方分散力量，从而

减少可用于应对上述每个活动的警力。 

 

惊愕经常导致恐慌。让参加活动的非暴力行动人员做好准备，可以避免惊鄂的出现。这些准备工

作包括解释行动目标，明确指出警方或军方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并尽可

能安排重要参与者进行演练。向参与者说明他们将可能看到或听到什么（如政府武力的移动；警

棍敲打盾牌及上刺刀的声音等），以及抗议队列中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有的放矢的做法。 

 

给每位参加者提供行动指南是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步。没有⼀定的纪律，就不可能在压力下协调

⼀致地开展行动。有必要提醒参加者，寻求变革的非暴力力量的行动与乌合之众的行动截然不同

。在学校当学生时，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消防演习”，学生们被引领着排成⼀队穿过大厅和⻔口

到达外面的集合区。在⼀两分钟内，⼀百名或更多的学生就可以转移到安全区域。老师们知道需

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学生们也都服从。比较⼀下这种有纪律的行动与剧院或夜总会发生火灾时

所出现的状况。恐慌抓住了每⼀个人，数百名顾客想要同时从⻔口逃出去，其结果是只有很少人

（如果有人的话）能安全逃出。教训显而易⻅。那就是必须有⼀个周密的计划，确保每位参加者

清楚这个计划，并有领导者带领执行。 

 

对领导者的信心有助于提高非暴力斗争参加者的信心，从而显著降低恐惧所造成的效应。非暴力

行动的新参加者，如果接受了足够的培训，如果领导者关心和理解他们的焦虑，那么就能建立信

心。需要主动提出安全保证。例如，如果领导者不打算置身于示威队伍前列，他就需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不在那里以及他会在哪里。（“如果我处于前列，我将无法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法

与其他领导人沟通协调，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以防止不必要的伤亡。请你们记住，我就是那个将宣

布胜利从而使我们得以⼀起撤离这个鬼地方的人。”） 

 



领导者除了解释即将采取的行动及承担的⻛险之外，还应该提醒参加者为什么他们投身于政治变

革。也应该强调，为什么这个具体行动关乎并能促进整体战略。同时需要让参加者们认识到，这

⼀行动将是运动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且将为其他人树立⼀个鼓舞人心的榜样：，通过集体行动反

抗暴政是有可能做到的。 

 

在策划非暴力抗争活动时，领导者必须考虑采取⼀些使人们不会感到孤立无援的措施。在示威等

公共活动中，让人们相互之间足够靠近，触手可及，手牵手以及发出声响（有节奏地呼喊，唱歌

和相互交谈），这些都可以不断提醒大家没有人是孤单的。身穿相似服装，配戴相似符号，都有

心理道具的作用，它们将其他具有共同信念和事业的人们带入，从而造成视觉联想。 

 

在策划行动时其他值得考虑的要素，是那些旨在减少反对派力量在非暴力活动现场的恐惧的行动

。应该设法告知警方人员，举行的是和平示威，不会伤害他们。而且语言表态应该有实际行动来

配合。例如，应该鼓励人们面带友善并乐于交谈。也许可以将警方人员的亲属朋友或其他熟人安

排在示威队伍前列，以弱化警察关于他们所面对的群体是⼀种人身威胁的认知。⼀个惊慌失措的

武装人员很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暴力连锁反应。 

 

如果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应该有计划去照管可能出现的伤亡人员。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和助手

应随时提供急救服务。能够提供这种医疗救助服务将让抗议者感到安心。，注意这种救助是应该

的，但也要避免过分渲染救助及可能出现的伤亡，以免造成对恐惧的不良反应。每个抗议者都应

该随身携带⼀块干净的白布作为他或她的绷带，使医务人员不必携带过多物资。为什么要用白绷

带？因为在照片上更显眼！即使简单的⼀条绷带都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用。示威游行将会有很多摄

影记者拍摄，如果有人受伤，记者们会寻找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照片。但是，即便照片可能被数

亿人看到，伤者还是需要专心疗伤，而不应该醉心于浅薄无聊的俗事，例如，为了明星般闪耀亮

相的时刻而梳理发型，涂脂抹粉。每个能传达非暴力抗争信息的机会都应该把握。 

 

在行动期间，每个人都应该分配⼀项特定的任务，需要他或她全神贯注地完成。领导者要严格要

求他们必须完成任务。专注于分配到的任务可以降低人们因周围环境的声响和景象而产生恐慌的

可能性。微小的细节能够保证恐惧得以控制。应该指派有些人负责保持队形整齐。另⼀些人则需

要确保旗帜总是在合适的高度（把旗帜安排在抗议者前方，把旗帜子举高，让示威者看不到警方

队伍，这样有助于减少恐惧）。也许应要求某些人观察与报告示威周围的活动。另⼀些人也许被

要求分发瓶装水以防抗议者中有人脱水。有些人的任务是带头有节奏的呼喊，带领高呼口号和唱

歌。目的很明确，领导需要让每个人都忙起来。 

 

在个人层面，⼀些有关情绪的思考可以减少恐惧效应。接受恐惧是正常的这⼀认知，就意味着感

到恐惧并不是懦夫的标志。其次，相信抗争的事业是值得为之冒险的，这能加强对行动的奉献精



神。冥想和宗教仪式具有镇静作用，而且它们将抗争放入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同时也将它放入⼀

个更广大的信奉者社区之中。同样重要的还有，对于那些希望⾃⼰将成功完成所分配到的任务的

人们，这是道义责任。与战争中⼀个⺠族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相反，勇敢行为很少是出于对⾃由

、⺠主或法治的热爱，更多是出于对⾃⼰同志的忠诚和奉献。 

 

小结 

 

认识到恐惧是⼀种⾃然反应，我们就不应该谴责别人，或在我们⾃⼰感到恐惧时而感到羞耻。另

⼀方面，如果人们要把⾃⼰从依靠恐惧进行统治的政权下成功地解放出来，他们就必须了解克服

恐惧的负面效应的方法和技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知识、纪律以及周密的计划都已被证明是卓

有成效的。 

 
 
 
 
 
 
 
 
 
 
 
 
 
 
 
 
 

2、 领导 
 

优秀的领导人会让人们感到他们处于事物的中心，⽽不是边缘。每个人都觉得他或她对组织的成

功来说举足轻重。 

—— 沃伦·G·本尼斯（Warren G. Bennis，《如何成为领导者》作者） 

 

将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应用转化为有效行动的催化剂是领导才能。在争取⺠主的斗争中，领导作

用表现在动员人⺠，为斗争参与者树立榜样，在其他人可能怀疑斗争结果时展示信心，在正确的

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及维持取得胜利所需要的⽀持与合作。 

 

在这个“形象包装”和“舆论导向”的时代，公众对政治领导人越来越持愤世嫉俗态度。他们理所当

然地质疑他们在电视或电台上看到听到的人是不是真心相信⾃⼰正在说的话，或者，呈现给他们



的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那个人的品质性格。如果得知某个人物虽然披着杰斐逊⺠主外衣但实际上

却认同霍布斯的人性观，很多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般说，人们普遍相信，决定选举结果的

是金钱，而不是品质、政⻅或执政能力。如以上对政客的描述真的准确概括了广泛持有的看法，

那么领导者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当然，也有⼀些国家的领袖与公众对政治领导的⼀般看法

迥然不同。对于上述对国家首领的⼀般性看法来说，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小⻢丁·路德·金（

美国）、莱赫·瓦文萨（波兰）和昂山素季（缅甸）都是显而易⻅的例外。 

 

当统治者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之巨大，人⺠不再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施加有意义的影

响或控制时，寻求⺠主改革的人们将会经常发现令人惊惧的国家力量已经严阵以待来对抗他们。

在这些情况下，卓有成效的领导可以向⺠众灌输信心和勇气，以便开展集体行动重建政治权力平

衡，进而促进个人⾃由和社会正义。 

 

无论是在武装的还是在非武装的斗争中，在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无论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身上

都可以看到某些共同的特性或特征。虽然有观点认为真正伟大的领袖生来就能领导，但是，对所

有实际目的来说，领导的基本特质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及经历而被赋予。如果要把人⺠的意志成

功地强加给专制政权，那么非暴力抗争运动就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承担起领导责任。在非暴力斗争

中，建议考虑以下讨论的领导基本特质以加强运动。 

 

领导人的特质 

 

1. 树立榜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者的品格与特性在任何组织中都会反映出来。如果某个领导人以权谋私，

那么当他的所有下属都被发现贪赃枉法的时候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如果领导者腐败，那么系统性

腐败就无法避免。当领导者表现出诚实、勤奋、勇敢及尊重他人时，在他的追随者中也会看到同

样的特点。人们期望组织所具有的性质和特征，有必要在领导者身上体现出来。 

 

2. 了解你所要领导的人 

⼀个有效的领导者必须表现出对他所要领导的人们的爱护与关切。在国家层面，这意味着要了解

人口统计数据，例如不同群体（农⺠、工人、教师、公务员等）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宗教，

种族的多样性，进出口数据，GDP的来源，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可利用程度。了解“⺠众每

天都在做什么”也很重要。在2002年的津巴布⻙，⺠众忍受着每天不得不排几个小时的⻓队等待购

买配给食品，面对着至少25%的人口感染了HIV/AIDS病毒的现状，还承受着超过100%的通货膨胀

率以及高达70%的失业率。在那里，⺠众的实际情况是，没有可⽀配收入，普遍营养不良，他们

为寻觅工作和食物以及照料生病和生命垂危的家人而疲于奔命，因而几乎无暇参加政治活动。比



上述情况更糟糕的是，政府还千方百计将政治反对派成员及其家人置于饥寒交迫的境地，甚至常

常指使暴徒去殴打和强奸他们。争取⺠众⽀持的呼吁应该反映他们日常生活的现实。 

 

对于社区⼀级的领导者，应该努力去熟识每个名字和每张面孔。领导者应该尽力⾃⼰认识他们的

⽀持者以及骑墙派，并尽所有努力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本地领导人不仅应该经常提醒其同胞在

⺠主政府下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好，而且也应该帮助解决⺠众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3. 

能够得心应手履行职责在危机中，没有什么比对⾃⼰的工作⼀无所知的领导者更瓦解士气并导致

失败的了。拙劣的决定造成不必要的⻛险和伤亡；信任消失了，恐惧则随之成为常态。人们期待

领导者知道如何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不管那是传统的战场，还是同样严酷的非暴力斗争环境。除

了具备作战技能和知识之外，领导者必须明白领导力的其他方面也会影响斗争结果。在全国层面

上，这可能意味着领导者有能力清楚地阐明为什么必须进行这场斗争，或者也许意味着他们能够

激励⺠众去参加战斗。领导者需要具备的能力还包括争取国际⽀持，管理运动资源，这些运动以

缜密的分析为基础，能够以最小的伤亡代价赢得胜利。 

 

在社区层面，领导者需要懂得如何评估形势，选择用以达成运动目标的非暴力方法，制定非暴力

行动计划，并培训参加者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方法。 

 

4. 主动承担责任 

 

逃避责任似乎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特征。很多时候，当我们与客服代表商谈从他们那里购买的产品

的问题时，公司最先做的就是尽力使我们默认，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不是他们的错。类似地，学

生挂科后的第⼀反应就是埋怨老师。政治领导人会辩解说，他或她是基于所能获得的最佳信息而

做出的决策，即使那个决策被证明⼀塌糊涂，也不能归咎于他或她。如果没有为⼀次重要会议做

好准备工作，那就归咎于缺乏准备时间，或有其他更优先事项待办，甚至说是由于孩子的事情（

疾病、演奏会、家⻓教师会议…）。当然，“天灾”或“不可抗力”这张王牌总是失败的绝佳借口。然

而非暴力斗争的领导者们不是芸芸众生，非暴力斗争也不是日常琐事。 

 

为了实现组织目标，⼀个卓有成效的领导者须为失败承担责任。如果某些事出错了，其他人不应

受到指责。领导者应该承认确实出错了，并承担责任，纠正错误，从中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进

。追随者们会欣赏领导者为⾃⼰的错误承担责任的做法。承认错误也为领导者对错误做出必要的

纠正提供了助力。“看，伙计们，出现这个错误责任在我个人。我没有及时地跟进监督和指导。但

我不想将来会因犯同样的错误而不得不接受指责。我们需要找到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的办法。“

 

把错误归咎于下属是扼杀主动性的最简捷方法。对待错误有效的方法是承认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



出现错误本在意料之中。任何人均非完美。然而，原谅并不适用于那些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重

蹈覆辙的人。 

 

5.赞赏他人对成功的贡献 

 

在谈论某个成功行动的场合，优秀的领导者总是避免使用“我”这个词。他使用“我们”、“他们”、“

他”、“她”或“他们”——

把功劳归于他（或她）的追随者。正是他们的贡献使成功成为可能。那个发出政府军正在逼近的

警告的孩子，那位向示威群众提供饮水的老年女士，那位设计传单的年轻女士，那位冒着生命危

险散发那些传单的男子，那些计划行动细节的社区领导以及那些将其付诸实施的人们——

他们才是因运动的成功而当之无愧获得赞誉的人。 

⼀位领导者或许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战略家或战术家——

但如果他的那些理念和行动设想没有其他人去付诸实施，他的才华就毫无意义。采取把功劳归于

他人的领导方法，其成效是每个人都相信他本人不可或缺，成功依赖于他的贡献，而且他的贡献

会得到高度赞赏。 

 

6. 忠诚 

 

在⺠主社会忠诚之事⼀言难尽。这是⼀条双向的道路，组织成员需要⽀持他们的领导人，而领导

人反过来也要尊重和关心⽀持者。忠诚并不意味唯唯诺诺, 

对老板所说的⼀切都绝对服从。事实上，那也许是⼀种不忠诚的行为，因为那种行为不去提醒领

导人正在制定的计划或许存在漏洞，而是任由他们做⼀些可能伤害⺠主运动的事情。忠诚要求，

当存在不同意⻅时应该提醒领导人注意它（虽然不必在下属面前），同时也应该告知那个不同意

⻅的理据并推荐解决问题的方案。领导者有对等的义务在组织内部建立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合理

的关切得到处理。比如有时候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忠诚的下属不了解有关更宏大的战略目

标的其他⼀些事实或计划的内情，或者不了解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以及预料中对方要采取的行

动。无论如何，在行动决定下达并开始行动之后，就应该⼀心⼀意⽀持这些决定。忠诚还要求，

领导人采取的决策程序应该使最有资格的人们能够在其中畅所欲言。 

 

7. 了解对手 

 

这意味着关于对手的每⼀点相关信息都要收集和分析。例如，对手如何思考，他通常会怎么做，

压力之下他会怎么做，他相信什么，什么对他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是

应该考察的因素。敌人到底是谁？关于那些将要指挥打压⺠主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都知道些什么

？通过了解对手，战略家可以预测他的反应。 

 



8. 从经验中学习 

 

最昂贵的学习方法是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相比之下，从他人的成败中学习则事半功倍。对

某些人来说，如果不能从⾃⼰的错误中汲取教训，那么直接经验绝非良师。近年来，已经发表了

若干可供研究与学习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详实文献资源，因而从他人经验中学习就可以实现了。

269此外，还有⼀些非政府组织愿意分享他们在战略性非暴力冲突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270为了

更为直接的应用，重要的是，在每次行动后都要做⼀个总结，写出⼀个“经验教训总结”，而且其

他人也能共享这些信息。当然，仅靠战略课程是无法使人成为战略家的。战略性思考来源于通过

亲身经历而获得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于阅读和探讨他人的经验。 

 
 
 

9. 挑战下属使其发挥最大潜能 

 

领导者需要知人善任。读过二战历史的人对巴顿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名字都耳熟能详。两人

在盟军的战事上展现了迥然不同的才能和个性。巴顿是⼀位杰出的战地指挥官，他指挥他的部队

驰骋战场，完成了大多数人会认为超出了耐力极限的壮举。他是⼀个既令人生畏又受人尊敬的领

导者。但由于他的傲慢和对某些盟军指挥官不加掩饰的蔑视，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位久经考验的

战地指挥官，他无疑早会被打发回家了。另⼀方面，艾森豪威尔将军，⼀位经验丰富、能力超群

的高级参谋军官，给人的印象是安静，随和，可以得到别人的⽀持和心甘情愿的合作。所以他最

终被授予了欧洲战区的指挥权，负责进攻欧洲。他能够召集所有盟国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他们的

全力⽀持与配合，成功地策划和发动了历史上最复杂的军事行动诺曼底登陆。这里想说明的是，

领导者应该了解下属的优势和才能，从而做到人尽其才。 

 
 

领导⻛格 

 

领导⻛格沿着⼀个连续统⼀体（从极端的专制⻛格到 “平等者中的第⼀人” 

式的⺠主⻛格）而变化。形势将影响所采取的领导⻛格。 

决定领导⻛格的另⼀个因素是必须采取与⾃⼰个性相⼀致的⻛格。⼀般来说，专制领导⻛格的主

要优势包括以下事实： 

• 它最适合于必须刻不容缓采取行动的危机时期； 

• 它适合于领导者不为追随者所熟知且正在建立个人权威的时候； 

 
269 有关书籍包括 Bertil Lintner, Outrage: 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and Bangkok: White Lotus, 

1990); Howard Clark, Civil Resistance in Kosovo,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270 有些 NGO 机构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如：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www.aeinstein.org)，以及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www.nonviolent-conflict.org) 



• 在团体遭遇失败而需要相信领导者胸有成竹的情况下，它是有效益的。 

 

“⼀般”的表述总意味着存在例外。危机时刻，或许没有时间征求他人意⻅或讨论选项。但是，如

果已经预⻅到突发情况并制定了应急方案，则可以迅速决定实施这些方案。在危机情况下，应将

制定战术决策的层级推到最低层，因为那里获取的信息最新而且决策要在那里执行。 

 

专制领导模式也有劣势。与法律强制服从的军事环境中不同，人们⽀持并冒着⻛险参加非暴力运

动只是因为他们愿意，因此他们不能被强迫去做任何事情。仅仅依靠权威也会扼杀主动性，追随

者可能变得没有上级指导就无所作为。相反，如果人们相信他们是决策过程的⼀部分，那么他们

将会押上⾃⼰的声誉，将会在⻅证“他们的”计划合情合理而且得到有效执行的时候更加热情洋溢。 

 

⺠主式领导⻛格的优势在于： 

• 它提高追随者⽀持非暴力斗争的意愿，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参与或能够参与决策过程； 

• 

它鼓励创新，因为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领导者可以征询大家对解决问题的建议（如头脑⻛暴会

议）； 

• 它使每个人都知道决策是为何及如何做出的，从而培养信任和信心； 

• 它为成员们提供将来在⺠主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宝贵经验。 

 

采用⺠主式领导⻛格也可能出现某些劣势。首先，如果领导者缺乏必要的领导素质，这种缺陷⻢

上就会暴露出来。此外，在不同观点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可能会旷日持久。 

 

不管个人采用何种领导⻛格，领导者都有培训下属的义务。这意味着，领导者周围的人接触了决

策过程，了解到为什么某些信息比其他信息更为重要，而且还被要求提供建议。而那些建议需要

得到点评。换句话说，有能力的领导者应该是他周围人的导师。随着他们知识和技能的增⻓，领

导者应该委托给他们更多的责任。在运动的每个层面，对下属进行指导都能够增强信任、信心和

献身精神。此外，如果领导者不培养在其去世、患病或被捕的情况下可以接任的继承人，那么他

就是⼀个糟糕的领导者。 

 

小结 

 

成功的领导者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并不是只有具备上述所有特质，领导者才能成功，但所有成功

的领导者都会具备其中的某些特质。怎样领导经常由环境所决定——

即有时更需要某⼀种而不是另⼀种特质或领导⻛格。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能力比采取什么领导⻛

格更为重要。 

 
 



 
 
 
 
 
 
 
 
 
 
 
 
 
 
 
 
 
 
 
 
 
 
 
 
 
 
 

3、污染物 
 

污染物，名词，⼀种会污染另⼀种物质的物质； 

污染，动词，经由接触使得不洁、不净或腐坏。 

—— ⻙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完整版，1975 

 

正如水会污染我们的汽⻋所使用的燃料——

⼀点水就会引起发动机熄火和溅射，再多点水则会造成发动机完全停止运转——

非暴力运动也可能含有污染物，使其效率低下，甚至毁坏整个抗争运动。在本章中，将讨论对非

暴力抗争组织的最严重的污染。 

 

暴力是⼀种污染物 



 

反对派对政府或其⽀持者所采取的暴力，无论是否得到授权，对于非暴力斗争的成功都可以是⼀

种严重污染物。仅仅⼀次暴力行动就可能给政府提供现成的借口，从而残酷地报复反对派运动中

的任何⼀个或多个目标，因为它可以宣称反对派运动必须对那些目标承担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反

对派暴力还可能造成破坏公众信心和参与的意外后果，因为非暴力运动本身的宗旨就是通过非暴

力的战略和战术来达到目标。 

 

暴力激起暴力报复的极端例证，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他们在第二

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期对以色列公⺠进行的⾃杀式炸弹袭击。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有积极主

动与这些恐怖主义行为撇清关系，以色列公众对通过谈判归还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持就烟消云散

了，国际社会也开始放弃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以及对约旦河⻄岸的武装占领实行限制措施。此

外，除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实行重大改组，否则它将始终被拒绝承认是未来讨论结束冲突

的⼀个实体。如果这些恐怖主义袭击的目的是结束以色列占领，那么人们必须质疑对抗以色列最

强的方面（即军事力量）的做法是否明智。 

 

在任何政治斗争中，包括最暴力的那些，年轻人的能量、热情和理想主义对斗争成功的重要性怎

么高度评估都不过分。但是，非暴力战略最突出的⼀个有利之处在于它的队伍和领导层因完全不

必受到年龄或性别的限制而获益无数，但在使用暴力的时候就无法总是享有这个有利条件。另⼀

方面，可以言之成理地预期，暴力活动会阻碍身体不够强健但却同样宝贵的⽀持者参与运动。成

为非暴力运动的成员与和平主义和宗教信仰并行不悖。暴力行动可以导致丧失某些本来能够增强

⺠主运动的道德权威的个人或团体的⽀持。⼀项事业无论多么有价值和多么正当，如果它看起来

是赞成采取暴力行动反对政府的，不管是由于其本身的暴力行为，还是由于对手开展的巧妙宣传

以及它派遣的密探的挑衅煽动，那么国际社会很难证明对这项事业的⽀持是正当的。 

 

不团结的表现是⼀种污染物 

 

“人⺠运动”的力量来⾃于“人⺠”的积极参与。被压迫人⺠被吸引到变革运动之中，是因为他们认

为运动反映了人⺠的愿望，并且认为领导层有能力指导运动走向胜利。某些较为极端的宗教狂热

分子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而不寄希望于尘世的胜利，与这些人不同，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我



们不会乘坐⼀架明知没有导航设备的⻜机。如果⼀个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缺乏清晰的目标以及夺

取胜利的战略，那么理性的人们是绝不会冒着失去生命和生计的危险去参加这个运动的。 

 

⺠主运动内部各派别之间的不团结，会造成人们对该运动实现政治变革的能力失去信任和信心。

信任的丧失又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并进而增强了无力感和失败主义。专制政权通过取代或渗透

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组织来推进社会的原子化。这些组织通常会消耗⼀个人的部分时间和忠诚度

，但政府密探渗透之后，人们对现实生活和政治发表意⻅的能力就受到了抑制。（参⻅图 

5，忠诚度饼图）。领导人之间的不团结也会抑制人们克服恐惧感的能力。最终，不管是各⺠主派

团体领导人未能促进运动内部的团结，还是政府密探挑拨离间造成分裂，两者殊途同归。 

 

某些运动从⼀开始就缺乏生命力，部分原因是领导层内部的不团结使得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很困

难，甚至不可能。另外⼀些运动，曾经强大，但当公众⻅证了组织内斗的恶果之时，它们也失去

了效能与吸引力。如果号召举行⼀次群众运动而有些团体却拒绝参加，或者各团体无法经过协调

拿出⼀个战略以⽀持公众对政治变革的要求，那么，不团结的现象就昭然若揭了。 

 

在运动中促进和维护团结的最有效方法之⼀就是将斗争目标保持在最低限度。同时必须让所有人

清楚看到，实现这些目标将使所有社会成员受益，包括现在⽀持对手的许多人。 

 

排他观念 

 

那些或许被认定旨在限制参加政治斗争的政策或声明，会导致那些被排斥的群体产生敌意或冷漠

。例如，和平主义者可能会努力保持非暴力运动的“纯粹和原则性”，而无视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他

们的理想主义这个现实。在委内瑞拉，反对乌戈·查⻙斯总统之政府的非暴力运动被政府及其⽀持

者巧妙地描绘成是⼀场以种族和经济地位划线而开展的运动，穷人和有色人种⽀持总统，富人、

中产阶级和白人则⽀持反对派。于是腐败、无能和滑向独裁这些真正的议题就被种族和阶级的分

裂言论逐渐淹没了。 

 

 



外国人参与⺠主运动 

 

反对派不应让⼀个政治斗争的国内组成部分有外国人参与的问题成为⼀个公共话题。运动应该坦

然承认得到了外国援助，甚至应该承认这是运动的事实特征，因为反对派所要求的技术援助既不

存在直接授权也不存在严格的问责机制。及时而公开地承认接受外国人援助是有充分理由的。首

先，也是最重要的，应该让战略性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成员们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使他们能够

理性地判断其领导人是否称职，以及判断领导人的外国技术顾问是否称职或是否有潜在的特殊利

益。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外国顾问或援助以不能公开这些顾问或援助为条件，但反对派领导人⼀定

要在期望得到的利益与暴露后可能产生的危害两者之间仔细权衡。 

 

其次，对外国人参加战略性非暴力运动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可以使政府提出的反对派取得的任

何成就都依赖于外国人的决策的论调不堪⼀击。不仅政府提出的指控状将被强烈质疑，而且反对

派的回应可以简单而直接： 

“正如我们多次表明的那样，我们运动的领导层从来⾃世界各地的大量合格人士中谨慎筛选顾问，

他们来⾃各行各业，来⾃所有热爱⾃由的国家。⼀旦有所请求，他们所提供的建议，对于我们领

导层达成共识性的决定经常是很有帮助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 

 

有些外国人拥有也许可应用于⺠主运动的丰富知识和高超技能，他们已经参与或正在考虑接受战

略性非暴力斗争。应该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要跟他们达成互相谅解，培训师

和顾问是被排除于决策圈之外的。 

 

军方积极介入政治斗争 

 

鼓励国家的军事机构政治化是错误的。军方难免卷入国内政治斗争，特别是在政府领导被认为是

通过选举产生因而具有合法性，而那个领导又援引宪法动用军队对付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更是

如此。应该预⻅到，随着运动变得愈来愈强大，政府出动武装力量镇压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可能性

至少应该予以考虑。因此，反对派应该尽早做出努力，防止武装部队卷入针对本国公⺠的战争。 

 



⼀旦军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选边站队，即使是选择了⽀持⺠主事业这⼀方，它介入武装冲突并被

用来对付人口中⼀部分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同时，内战或政变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种情况既

不会有利于人⺠，也不会加强非暴力运动。如果军方以过渡时期的名义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除

非它立即受到打击，否则这种过渡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271。因此，如果某些高级军官个人

觉得有必要选边站，那么他们就应该辞去军职，加入某个适合于他们的政治派别以个人名义去追

求⾃⼰的政治理想。 

 

 

 

不适合非暴力冲突的组织结构 

 

无助于将战略性非暴力抗争的注意力集中在核心目标的组织结构会招致污染。在任何战争中，由

委员会来决策都是不合适的。在战略层面，理想的情况是有人负责决定何时何地进行战役，而其

他人则负责发动这些战斗和战役。在运动的每个层面，分配任务时都必须清楚地确定负责执行任

务的是谁。责任方从来不是“我们”，而是“我”。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很多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议，或

者说这些建议不会被认真地考虑，只是说决策及其实施都应该有专⻔承担责任的个人。 

 

对各个政党来说，影响决策以便在冲突结束后获得更好的位置总是⼀个诱惑。有时候，这些行为

可能压倒争取进入“冲突后”时期的目标而占据优先位置。运动内部应该建立某种机制，确保任何

计划都要基于客观的分析，直接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并且被分配给运动中最有能力取得成功的组

织。理想情况下，这种机制应该是⼀个靠得住并能顶得住压力的计划团队，在制定计划时只根据

目标和能力，不会偏向某个团体而歧视另⼀个团体。⼀个组织要寻求运动中更好的位置，只须拥

有训练有素并领导有方的队伍。 

 

运动应该有⼀个跟进机制，以确保组织的承诺得到履行。⼀旦就目标和战略达成⼀致意⻅，就可

以预期运动中的所有组织都将全力⽀持。战略中的各项计划⼀旦被成员组织接受，就不应该视为“

可选的”。如果某个团体被分配的任务明显超出了它在战略评估中得到确认的能力，那么这个错误

应该立即提请计划制定者注意，以便进行调整。可能有必要向某个组织提供更多的能力，或者，

 
271 在智利，用了 17 年皮诺切特才被赶下台；仰光的独裁统治已经延续了四十多年。 



作为最后的办法，将任务重新分配给另⼀个组织。在评估组织的承诺以及目标的完成程度时，准

备“经验教训总结”会很有价值。 

 

 

密探 

 

关于政府线人会渗透到非暴力运动中报告运动的能力和意图的假设，并不是运动可以预期到的政

府仅有的干预行为。比线人更为阴险的是密探，他们会想方设法挑起暴力，挑拨运动内部的纷争

，并将运动的注意力从政府的薄弱处转移开。对这些威胁的反应不应该是变得疑神疑鬼，而应该

是对在讨论未来选择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模式转变的迹象保持警惕，也许需要对这些迹象做更为仔

细的考察。 

 

 

小结 

 

虽然无法完全清除非暴力运动中的污染物，但通过保持警惕、采取预防措施并在问题出现时迅速

采取行动，运动就可以限制污染物对组织及联盟成员的有害影响。对污染组织的最重要的遏制力

量是强大而卓有成效的领导。 

 

 

 

 

 

 

 

 

 

 



 

 

 

 

 

 

 

 

 

 

 

 

 

 

 

 

4、 影响外部受众 
 
 
 

宣传者是推销态度和观点的专家。 

—— 汉斯·斯皮尔（Hans Speier,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尽管任何争取政治变革的非暴力斗争的重心始终应该在国内，但国际社会的⽀持也是⼀个重要组

成部分。外交⽀持和其他多种多样的外部⽀持可以扩大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战场”，增强抵抗组

织的力量。但另⼀方面，与外国政府和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也可能带来显性和隐性的成本。本章目

的是对关于影响外部受众的思考提供⼀个宽泛的分析框架及⼀些建议。 

 

政府 

 

⼀般说，政府均体现了“国家没有朋友，只有利益”的说法，据传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世的至

理名言。有些时候，这些利益可以与安全，经济或政治相关。而更常⻅的是，利益是相当实用主

义的，外表用理想主义包装，以便让受这些利益影响的公众更认同它们。在19和20世纪，⺠族主



义是战争动员中非常行之有效的战争包装手段。为殖⺠主义辩解的“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的说法不过是掩盖利益驱动的真实意图的⼀块遮羞布。如果国家利益不管由于什么原因

而发生变化，政策也会随之变化，有时变化会突如其来。国家联盟也会发生变化（1936年的时候

谁能料到苏联会在1941年成为⻄方⺠主国家的盟国呢），甚至达到在战争进行中抛弃某些盟国的

程度。 

 

因此，重要的是，那些负责争取国际社会⽀持的人，应该理解有必要从互利的角度向可能提供捐

助的外国政府解释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非暴力斗争。如果争取到⼀个执政的⺠主政府在多变和双

边关系中⽀持这些价值，那么这就是⺠主政府⽀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加上

未来的投资机会以及现有投资将受到保护等条件，商业游说团体也许会有⽀持⺠主事业的动力。

从潜在外国⽀持者的安全利益的角度来说，⼀个友好的政府在危机时期可能非常重要，例如，允

许军用⻜机⻜越，安排情报交流，甚至在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可能为外国军队提供集结地。 

 

外国政府行政部⻔的⽀持和理解至关重要。政府首脑只须提及⺠主斗争就能够立即引起全国范围

的关注并能够赋予这个事业以合法性。这种承认会引发媒体更多的关注，提供背景知识，讲述扣

人心弦、悲欢离合的故事，以及撰写关于冲突的社评。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在为争取⺠主而进行

的非暴力斗争都会占领道德高地，使对手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守势。 

 

每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都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行政部⻔。例如，美国国会听

证会是让⺠主变革斗争得到关注的⼀种有效手段，随后会有国会议员发表演讲，以及通过相关决

议和有利的立法等。 

 
 

非政府组织 

 

将话题转化成议题，再转化成外国政府的⼀项国家利益，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涉及多

种技能、专业知识和经验，而且，在每个国家具体程序又不尽相同。幸运的是，在很多⺠主国家

里都有帮助⺠主运动为人所知，进而获得⽀持的组织。在非政府组织 (NGO) 

社区中，有些组织在如何影响政府这个高深莫测的领域游刃有余。另外有些团体则专注于争取工

人权利，反对侵犯人权，为酷刑受害者大声疾呼，⽀持⾃由与公平的选举，在国外推广⺠主价值

观，以及促进和解与调停冲突等。如果某个或某些NGO组织觉得某个运动值得优先关注，他们会

协助制定和实施⼀个战略，引领人们应对在局外人看来宛如永无尽头的办公室和会议迷宫的错综

复杂情况。 

 

与政府⼀样，非政府组织也有利益。在向他们寻求帮助之前，最好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他们的利

益和运作模式的信息。重要的是，如果某个非政府组织可能会造成运动内部的冲突或者可能不符



合人⺠的最佳利益，那么，运动就不要背上它这个包袱。下面可能是⼀个犯这种错误的极端例子

。某个非暴力抗争运动向某个反对所有节育措施的非政府组织寻求帮助，但该运动所代表的却是

⼀个正在遭受HIV/AIDS高发、人口过剩以及贫困之苦的社会。 

 

为了提高效率，NGO组织与⺠主运动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利益兼容、相互尊重和坦诚相⻅的基

础上。在请求援助的组织这⼀方，相互尊重包括要认识到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时间是非常宝贵

的资源。为会议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为会议各项议程提供书面讨论文件，及时回应对方提供更多

信息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专业精神和尊重。坦诚相⻅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个运动声称

是非暴力的但同时却保有武装力量，而在该运动与 

NGO组织建立关系后却被发现存在着那⽀武装力量，这就令NGO组织感到尴尬了。 

 

应鼓励运动内部的组织寻求与这样⼀些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后者的利益与前者的特定目标相辅

相成。例如，妇女团体，工会，政党，记者协会以及其他专业组织，可以通过与国外类似团体的

联系变得更强大、更有效。运动的力量是通过其成员组织来展现的。运动领导层直接介入上述与

潜在援助方建立组织联系的工作可能既无益处也无必要，只需要了解其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表示

⽀持即可。 

 

援助者面临的⼀个问题是，在测量援助的有效程度时经常发现资助的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

差距。在极端贫困地区，⼀部分资助会转用于活动人士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房和日常交通

费用等，这可以理解，但是，组织应该明白，这些形式的⽀持不像慈善⼀样不求回报。接受援助

的组织应该把所批准的资助项目当成⼀种合同。而合同就意味着，作为对援助者资助的回报，接

受援助方有义务提供“可以完成的成果”，如成员人数增加，专递系统的建立，培训项目，印刷材

料的生产和分发，或任何与实现援助目标有关的方面。达到或超过合同的义务使组织得以续签资

助，未能履行义务时援助方有责任终止关系。在NGO组织社区里，对⽀持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可用

的资源。继续资助失败方并不是非政府组织能够承受的奢侈。 

 
 

媒体 

 

除了在外国政府和NGO社区培育⽀持力量之外，如果没有外国媒体，也不太可能获得广大公众的

⽀持。而公众对⺠主斗争的广泛了解和⽀持，为其他争取国际⽀持的努力提供了动力和帮助。 

 

媒体关系也是⼀个需要专家建议的领域，以便制定高效的媒体战略，并了解如何与各类媒体人士

打交道，例如记者，编辑，以及新闻、电视和电台广播中的其他关键传播者等。还需要了解各个

新闻机构的主要受众是什么。 



例如，《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主要受众不同，而《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

也不同。 

 

对那些也许正在设法获取关于⺠主斗争详细情况的记者有所了解，也会有所帮助。许多国家都有

外国记者俱乐部，其成员可能与主要新闻机构、⾃由撰稿人或各类出版物的“特约记者”有联系。

获取他们的姓名并查询他们的专业资格（如通过互联网搜索），可以找到⼀些值得与其发展密切

专业合作关系的人。 

 

记者对新闻感兴趣，最好是独家新闻。为了使新闻“具有新闻价值”，他/她需要⼀些背景信息，也

需要记者会上发布的新闻稿来引用。重要的⼀点是，记者喜欢在事件前得到提醒。为此需要存在

相互信任的关系。发展这种关系的责任在于抗争运动或组织的公共关系部⻔。老练的记者通常不

轻信他人，会假设别人企图利用他们来达到⾃⼰的目的。当然被利用本身并不构成拒绝接触的理

由，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机会让记者成为报道斗争的合作伙伴，那么记者也许就不情愿在转述已经

发布的新闻通稿之外再花费时间。 

 

公众现在越来越多地依赖电视获取新闻，因此照片/视频新闻越来越重要。⼀位经验丰富的电视新

闻制作人272向那些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子媒体潜力的人们提供了若干睿智的建议： 

 

规则#1. 

虽然不应忽视或无视任何新闻输出者，但需要努力确定⼀两个特别思虑周全、感觉敏锐，或平易

近人的记者/制作人，与他们建立⻓期关系。给他们买杯啤酒或咖啡，或者让他们带你⼀起去吃个

午饭。 

 

规则#2. 

向你选择的这⼀两个人提供⼀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以取得对方好感，即使这个信息不会直接推进

你⾃⼰的议程。目的是为了建立你的信用，展示你⾃⼰的“新闻判断力”，证明你关心他们的利益

，而且还表示你人脉熟络。与他们保持定期联系，但不要纠缠，除非你可以透露⼀些新的或有趣

的东⻄。 

 

规则#3. 

使⾃⼰随时能被找到。鼓励媒体与你联系；给他们你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并及时回复他

们的电话。如果你遵循了上述#2规则，你可能会开始接到媒体的电话，询问你对某事的了解，或

者只是听听你的建议。当然，你必须对你披露的内容保持谨慎。但当媒体主动找你时，你就会有

机会影响报道了。 

 
272 提供建议的该制作人希望匿名。 



 

规则#4. 

不要制造媒体事件。除非你有⼀些真实的深层新闻，否则不要召集媒体。⼀旦符合这个条件，你

在安排和主办发布会的时候，要使其中的视觉和情感内容最大化，而且每时每地都能够使新闻制

作人轻松地制定⼀个最后期限。 

 

规则#5. 

当你⾃⼰的运动要发起任何行动或事件，而且你确信这些事件或行动将具有重要意义和新闻价值

的时候，请尽可能早地提前通知媒体。不要夸大期望。不要依赖书面通知；如果力所能及，尽可

能打电话直接联系个人。对将要发生的事件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原

因、涉事人等。不要忘记提供看似平凡的后勤或器械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至关重要，尤其

对于电视摄制组而言。如果合适，提供⼀些指导、背景介绍和对关键人物的采访。 

 

规则#6. 

请记住，不仅媒体关注你们的抗争能够促进你们的事业，媒体关注你们的对手正在做什么也能促

进你们的事业。你们的运动很可能知道政府方面正在做或计划做的某些事情，媒体会对此感兴趣

，你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们分享信息，同时要注意保护你们⾃⼰的安全，而且不透露消息

来源的姓名。 

 

规则#7. 

请记住，记者和制片人必须将他们的故事“推销”给他们的上司，在这方面你应该尽量帮助他们，

给他们讲解那些他们可能不了解，但能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的因素，如背景，关系，或者事件可

能产生的后果等。你或许了解重要人物的详细生平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在财务和商业

方面的往来等等，这些都会使某些事情更有意义。尽可能提供⼀些摄像资料，让故事更加真实可

信。 

 

规则 #8. 

注意不要错误地描述你向记者提供的任何录像带。你提供的音像资料⼀定要有详细、准确和完整

的细节，包括日期、地点和画面内容等。确保你有提供这些材料的合法权利，确保在电视上播放

的录像带内容不会危及镜头中出现的任何人，也不会让你遭受法律索赔。 

 

规则#9. 

永远不要采用欺骗手段，不要向记者提供虚假的或误导性的信息。它可能使你短期内受益，但⻓

远来看，必定受损，因此不值得如此行事。 

 



规则#10. 

请记住，不同的新闻网络、媒体公司和新闻机构面向不同的受众，具有不同的新闻周期、⻛格和

技术要求。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因素，除非在最不寻常或最紧急的情况下。为电视

做即时短新闻的记者显然与撰写⼀个1,500字报道的纸质媒体记者有不同的需求。 

 

小结 

 

不管是借助NGO组织的⽀持，还是借助熟练地使用媒体来影响国外受众，对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都至关重要。与这些外部力量建立伙伴关系可以为非暴力运动提供合法性、力量、资源以及新闻

报道的关注。但在这些伙伴关系中，必须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 

 
 

 

 

 

 

 

 

 

 

 

 

 

 

 

 

 

5、  咨询与训练 
 

 



⼀个不幸的现实是，有兴趣以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来取代武装斗争，最为经常地出现在武装斗争⼀

败涂地之后，或者是在经过大量考察而发现武装斗争不是取得胜利的可行选择之后。投入到武装

斗争的几个月，几年，或者几十年，是巨大的沉没成本。人们不愿意承认暴力斗争不是——

或从来就不是⼀个可行的选择，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失败可能不是参与者的过错，他们可能很

有能力，只是因为更大的力量超出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如今，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暴政而以失败告终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冷战结束以后，大国不再需要“

客户”国来打代理人战争，以对抗敌对国家集团而确保⾃⼰的利益。各国现在更加关注经济利益，

而经济利益只有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更有效地追求。 

 

政府权力的日益集中，加上更有效控制和镇压反对派团体的技术手段的提高（如在通信、人群控

制、情报收集和其他强制措施等方面），使得武装团体的训练、调动和使用变得极其困难。即使

在⺠主社会，“反恐战争”的⼀个结果就是，人们不得不接受了对个人前所未有的控制和监视——

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专制政权，进行反恐战争为更加残酷的镇压打开了方便之⻔。

争取⺠主的反对派团体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进而遭到国家恐怖的镇压，对此⺠主国家只得三缄

其口。 

 

这些因素使得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主变革变得几乎不可能，同时，它们也改变了非暴力运动在如

何实施其战略方面所需要的思考方式。⼀个例子是电话的使用。今天，可以随时监控所有通话，

手机唯⼀安全的情况是在取出电池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电脑，只有⼀种方法可以完全删

除硬盘驱动器上的数据，那就是烧毁它或将其暴露于强电磁场下。用大锤砸它并不能保证电脑专

家无法提取某些信息。点击删除键只能让操作者看不⻅，而不是政府的情报机构。禁用“缓存文件

cookies”只会引起将它们放入电脑的人的注意。使用加密程序，即使不能被及时破解，也会引起监

控人员对使用者的特别注意。 

 

关于战略性非暴力抗争，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这些书籍以及有关的视频、文章和小册子对于探

索非暴力抗争的应用的人们或对于已经卷入这种形式的抗争的人们都是宝贵的资源，但光这些本

身可能还不足够。当时间紧迫，需要快速学习有关知识和技能时，应该延请顾问和经验丰富的培

训者。而接受这样的请求，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最大化使用培训资源 

 

电影《⼀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对战略性非暴力行动领域的诸多贡献之⼀，是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有机会观看和聆

听多年来⼀直在宣扬的⼀个明确信息：在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除了人们通常认定的不是诉诸

暴力就是投降屈服这两种有限选择之外，还存在⼀种行之有效的替代选择。 

 

随着公众对非暴力冲突的⼀般情况的兴趣不断增加，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提供使用非暴

力斗争来反抗压迫性政权方面的信息或培训。没有⼀个组织有能力在非暴力斗争的每个方面都提

供培训。有些组织在处理全国性运动的战略要求方面技能精湛；另外⼀些则专注于战术技能和技

巧；还有⼀些在动员基层开展非暴力行动方面发展出特有的能力，他们可以帮助那些代表性不足

的群体在政治过程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所有这些倡导使用非暴力的团体，都有可能被邀请提供

有关的培训项目、研讨班或专题讲座。 

 

将核心知识标准化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将构成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及其应用的核心知识与

技能的内容以某种方式标准化？例如，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计划罢工以提高工资，抗议侵犯人权

，还是策划⼀次促进政治变革的全国性非暴力运动，非暴力行动的某些概念或原则都是可以应用

的。我们也知道，这些概念和原则的应用性是超越文化和国家界限的，正如战争的军事原则是世

界通用的⼀样。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实践当然受到冲突环境中某些具体条件的影响，但理论依

然是有效的。或许⼀个“核心知识和技能包”有助于建立⼀个标准的认知框架，将大部分（如果不

是全部）与非暴力冲突相关的题目包括进去。 

 

这样⼀个核心知识和技能包应该包括以下题目： 

 



1.选择斗争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的重要性。设定明确目标，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有助于

确定优先事项，以及不仅为公众提供⽀持和参与的理由，而且还提供⼀种在斗争展开的过程中测

量领导有效程度的方法。 

 

2.权力的多元性质、它的来源以及权力怎样在被称为“权力⽀柱”的机构和组织中体现出来。如果

不能清楚地理解权力的多元并存模型，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如何通过“权力⽀柱”体现，那么人

们就会认为对非暴力冲突做战略思考无异缘木求⻥。如何快速把握权力权力⽀柱的优势和弱点的

具体技术，或者对行动计划更为详细的分析，可以在后续课程或讨论里看到。请参阅第⼀章和第

二章。 

 

3.了解非暴力工具和方法的大型武库。这不仅为斗争团体提供了诸多可选项，还让成员们认识到

非暴力行动绝非仅限于⼀些示威活动。 请参阅第四章，方法和机制。 

 

4.恐惧及克服其效应的技术。恐吓公众是独裁者维持权力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它麻痹社会，恫吓

社会，并使社会原子化。经验表明，⼀些技术有助于消除恐惧效应。但目标不是让人们无所畏惧

，而是帮助他们在感到恐惧时仍能发挥作用。⻅第十章，恐惧。 

 

5.认识宣传的基本原则。确认信息、目标、信使及反馈等概念为思考这个重要主题提供了⼀个框

架。参阅第八章，心理战操作。 

 

6.非暴力运动中的污染物。非暴力运动面临的⼀大威胁就是那些可以归咎于它的暴力行为。孤立

的暴力行为本就糟糕。当暴力行为是在领导层知情的情况下计划并实施的时候，那将是毁灭性的

。在建立⼀个“群众运动”时，为了获得社会不同界别的⽀持，总是面临着往运动中添加目的和目

标的压力。但是，⼀个运动能够肩负的责任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战略目标应该有所限制，而不

是不断地增加。当然，总有“外国之手”的威胁。派别之间的内斗消耗运动的能量，并有利于现政

权对运动分而治之。运动失败的其中⼀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领导人汲汲于权力将如何分配，甚

至远在他们有权力可以分配之前。另⼀种污染是⼀种错误认识：争取⺠主的斗争必须采取⺠主的

组织结构来开展之。非暴力战争虽然是非暴力的，但它仍然是⼀种战争，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纪



律。它不是⼀场“即兴演出”，而是⼀个经过精心计划并被付诸实施以摧毁独裁政权的战略。请参

阅第十二章，非暴力抗争中的污染。 

 

知识和技能的来源要多样化 

 

应该鼓励已经参加或考虑参加非暴力冲突的人，使向他们提供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者多样化。例如

，当需要动员工人们去⽀持已经计划好的各种行动的时候，战略策划人可能发现经验丰富的工会

组织者最适合做培训人员。就此而言，这些工会组织者应该来⾃于上述那些需要被组织起来的特

定行业，如农业、工业、服务业或其他行业。 

 

还有，由于宣传（或者用较委婉的说法，信息和媒体）在非暴力冲突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因此应该向经验丰富、成就斐然的公共关系咨询专家征求意⻅。 

 

妇女约占非暴力运动可招募的人力资源的⼀半。在某些社会中，他们并不构成⼀般劳动力的主体

。也许可能邀请到来⾃文化规范类似的国家并具有非暴力斗争经验的人，来介绍他们关于动员妇

女和确立妇女在斗争中角色的⼀些想法。 

 

青年人必须给予特别关注。在非暴力冲突中，就像在军事冲突中⼀样，站在前线的是年轻人。他

们是社会变革运动的先锋，这实至名归。不过，他们尚需要了解很多事情，而且需要在运动的早

期就了解。所以应该向他们提供有关战术和领导力的书籍，让他们参加相关的研讨会，还应该让

他们有机会与来⾃其他斗争的青年团体的老手们交流，了解他们成败的经历。亲身经历是良师，

但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肯定成本较低。 

 

最应优先考虑的是，根据需求者所要求得到技术和知识为他提供最有资质培训资源。这并不总是

意味着，那些非暴力冲突的老兵们最有资格提供培训或咨询。 

 

好的顾问和培训师应该具备什么？ 

 



即使我们拥有知识和技能去回应对于咨询与培训的求助，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我们的培训师应该

具备哪些素质和技能，以确保将所要求获取的知识和技能有效地传授给学员。培训师应该具备的

⼀些素质和技能包括： 

 

1.做⼀个好的倾听者和观察者。通过重视接收信息而不仅仅是提供信息，通过评估学员们已经掌

握的知识，理解他们的期望，获取反馈，从而判断正在讲述的题目是否已被成功传授，这样就能

节省宝⻉的时间。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和顾问懂得观察听众的肢体语言和眼神交流的重要性。在

课间休息时，可以让助手从学员中收集意⻅，以调整讲课⻛格，或重新讨论尚未完全理解的内容

，或直接转到学员们当下感兴趣的主题。顾问或培训师不必滔滔不绝，沉默片刻能让其他人有发

言的机会，而且他们所说的可能与顾问或培训师所要说的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 

 

关于评估学员们已有知识，应该提到吉恩·夏普博士的下述经历。他在1992年底访问了位于缅甸⻢

纳普洛（Manerplaw）的某个缅甸反对派团体的丛林总部。在那时之前，该团体接触了战略性非

暴力抗争的理念。有人向夏普博士介绍了⼀位从前是大学教授的学员。该教授没有寒暄，而是直

接就夏普博士的三卷本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中的具体观点展开了讨论。这位教授⼀年多以

前已经通读过这几卷书。 

 

在决定请顾问到顾问开始提供咨询之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因此，第⼀项议程应该是，被安排征

求咨询的⼀个或多个团体就局势提供⼀个总体评估。原先的咨询重点可能已经由新的事件所掩盖

，而且新的优先事项也许已经确定。在审视了这些主题并确定了顾问能够胜任讲授哪些新内容之

后，对培训课程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原先请求讲述的主题相关的讲义可以留给征求咨询的团

体。如果新内容需要另外请顾问，可以向他们建议在哪里能够找到，但也仅此而已。 

 

2.对跨文化交流具有敏感性。有⼀些基础知识，所有培训师都必须重视。学生会依据⾃⼰的经历

和环境来处理讲授给他们的信息。如果使用与他们的背景相契合的示例，培训师就可以提高培训

效果。通常，所使用的口译员对培训主题几乎⼀窍不通，因而需要制定严格的规定，防止口译员“

强作解人”。有⼀次，⼀位略通他的学员的语言的培训师故意不告诉他的译员他的这个语言技能。

而那位口译员对那个培训题目显然⾃我感觉良好，于是开始讲述他⾃⼰的观点，而不是培训师的

观点。结果他很快就被换掉了！ 



 

3.储备超出课程之外的知识。这⼀点在培训师回答问题和强化教学目标时很重要。这也是“培训培

训师”计划中存在的严重缺陷。经验表明，在两三次重复授课之后，培训师仍然经常不能令人满意

地回答超出其课程计划内容的问题。因此，培训师应该能够接触到经过专业翻译的原始材料，而

且应该就这些材料对他们进行考试。同时，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有⼀个标志，那就是坦言：“我

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容我就此思考，之后我会给你回复。” 

 

4.了解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人经过阅读、听讲或动手做（或两者或三者组合）等方式接收到的信

息是怎样被人脑记住的？虽然具体数据无法验证，但常识表明，⼀个人参与的任何事情都会加强

他在书籍和讲座中所获得的知识。因此，培训师需要用视觉来强化他所讲的内容，并尽可能做⼀

些实际练习。旧时陆军训练教官有⼀句很好的教学格言，适用于所有教官：“告诉他们你将要告诉

他们什么，之后告诉他们这些东⻄，然后告诉他们你刚才告诉了他们什么。” 

顾问不仅要了解请求咨询的团体，还应该了解该团体在运动中的位置。换句话说，针对的是小派

别团体，还是主流团体？能得到运动高层领导的认可和⽀持要好得多。如果有机会与高层领导会

面，该名顾问可以概括性地介绍⼀下战略性非暴力抗争理论，并举⼀些其他地区的应用事例。如

果对非暴力斗争的可行性仍有疑问，可以建议⼀个“试点项目”，让那些判断力得到运动领导人认

可的人进行评估。因为很简单，如果领导人没有被说服接受非暴力斗争应该是不二法⻔的观点，

那么运动也就不会从外界得到实现非暴力斗争目标所需要的资金和优质人才方面的援助。 

 

独裁政权比反对派领导人更早认识到非暴力斗争所构成的严重威胁的情况并不少⻅。所以，为谨

慎记，初期的干部培训最好不要公开。培训师也不必知道接受培训的人员的姓名。事实上，在某

些情况下，明智的做法是在学员初来报道参加培训时，坚持让学生使用化名作⾃我介绍，真实姓

名培训师和其他学员都不必知道。
273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培训师和顾问应安排与学员们⼀起生活，因而课外时间可以有社交活动。

换句话说，培训师应该随时可以找到。在这些“下班”时间，知识传授经常可以相当有效。 

 
273 本书作者曾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上课，学生的名字叫“奥赛罗”、“光明”、“祖鲁”、“罗密欧”和

“约翰肯尼迪”。 



 

最后一点思考 
 

我们在思考如何进行战略性非暴力抗争，以及理解背后的社会权力逻辑的时候，不要把它们当成

多么深奥难懂的东⻄。相反，寻求摆脱专制政府压迫枷锁的人，应该把战略性非暴力抗争当成⼀

个完全可以把握，完全可以应用的工具。人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手里掌握着暴君用来

压迫他们的权力来源，而且还要认识到，通过集体行动，人们能够拒绝将这些权力来源交给统治

者，进而有可能获得解放。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介绍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基本原理，并简要讨论它们的实际应用。本书

绝非不刊之典，而是关于如何利用人⺠的巨大力量来战胜压迫的⼀个思路。本书描述了武装冲突

和非武装冲突之间的诸多类似之处，但着意强调了也许是最被人忽视的⼀个相似之处，即采用系

统的决策和规划方法的重要性。好的战略为实现运动目标设计了方向和重点，并允许根据新情况

和新机遇灵活地调整计划。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原计划的制定所依据的形势因素发生变化（这类

变化是常态）之后却仍然执行该计划。但是，凭借可靠的战略，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及强有力的

领导，非暴力运动可以及时地进行调整，继续挑选战场，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应战——

这样的战略和领导将对非暴力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