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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卷   建立、巩固、守护民主 

 
建立、巩固、守护民主是一个更广法的任务，这里的内容仅限于以非暴力行动捍卫民

主，具体而言就是反政变。反政变是这套自我培训教材所强调的大战略或者说总战略的一
部分——终校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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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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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人权以及社会正义的支持者们有充分理由对政变保持警惕。在过去几十年里这

种突然攫取国家机器的事件频繁出现。它们推翻了既有的宪政民主政府体制、中断了民主

深化进程，进而强行建立了残酷的压迫性政权。政变是建立新独裁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

它还可能引发内战和国际危机。政变至今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防卫问题。 
 
政变 1是某个倚仗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的阴谋集团通过非法行动迅速攫取国家机器实体上

与政治上的控制权。前政府官员被迫下台。开始的时候，政变团体迅速占据指挥、决策与

行政中心，然后以他们自己所指定的人(军人或平民)来取代原来的最高执政者及顶层官员，

最终取得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控制。成功的政变通常完成迅速，最多不会超过四十八小时。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几乎遍及全球，包括泰国、缅甸、菲律宾、

巴西、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利比里亚、智利、斐济、希腊、利比亚、老挝、 危地马拉、

阿根廷、格林纳达、波兰及苏联。 
 
在后殖民时期独立的非洲国家中，政变非常普遍；其中第一次是 1966 年罢黜加纳总统夸

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军事政变；泰国在 1951 至 1976 年之间发生过五次政变，

以致民主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利比亚，1969 年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Khadaffi)通过

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政府在 1973 年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巴西

1964 年的军事政变产生了专制的军人政权，并统治多年；1982 年，危地马拉发生一场政

变之后，接着又发生了另一场政变，后者最终使退休的里奧斯·蒙特(Rios Montt)将军执掌

大权；为了镇压独立的“团结工会”，波兰在 1981 年宣布紧急状态，任命雅鲁泽尔斯基

(Jarulzelski)将军为总统；还有 1991 年 8 月苏联强硬派失败的政变；以上都是近几十年来

最著名的例子。政变与政变图谋不绝如缕。 
 
有些学者评论说政变—而不是选举—“成为政府更迭的最常见手段”，对后殖民时代的非

洲来说，“军事政变在实质上已经成为更换政府的制度化手段⋯⋯”2 

 

一般认为，现在政变的发生已不如以往那样频繁，但也认为这种衰减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而且一个国家即使已经多年避免了政变，但它也可能仍然很脆弱 3。 
 

—————————————————————————————————————————————————————————————————————————————— 

1. “政变”(coup d’état)和“篡权”(putsch)在本文中作为同义词使用。 

2. 参见： 



Rosemary H.T. O’Kane, The Likelihood of Coups (Aldershot, England etc.: Avebury, 1987), p. 1;  
Steven R. David, Defending Third World Regimes from Coups d’état (Lanham, Maryland et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 4;  
J. Craig Jenkins and Augustine J. Kposowa,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African Military Coups: Ethnic 
Competition, Military Central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Postcolonial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2), Vol. 36, pp. 271-272;  
Steven R. David, Third World Coups d’éta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  
Steven R. David, “The Superpower Competition fur Influence in the Third World” in Samuel P. Huntington, 
Editor,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New Policies For American Secur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1982), p. 236. 
引用语句来自于 O’Kane, The Likelihood of Coups, p. 1 和 Jenkins and Kposowa,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African Military Coups,” p. 271.  
3.David, Third World Coups d’éta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l53-154, 和 O’Kane,The Likelihood of 
Coups, p. 135 

 
 
 
 
人们通常会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来准备抵御外国的侵略。然而，尽管政变在世界政治中

仍旧屡见不鲜，各国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让社会准备好解决防御政变的问题。对反

政变防卫的认真思考姗姗来迟。 
 
 
 

政变如何运作 

 
夺取指挥与行政管理的现存政治机器，通常都是从攻击前政府高层官员、占领政府机关大

楼与办公室、军队与警察总部以及通讯与运输控制中心的行动开始。政变的发生通常都非

常迅速，往往是在几个小时内，因此事前的秘谋计划就很重要。 
 
政变常常由军队的要害部门发动，或单独行动或与政治团伙、情报组织(本国或外国的)或

警察部队合作。有时候，政变是行政官员的篡权：现任国家首领 (比如总统或总理)谎称紧

急状态，中止宪政政府，进而建立一个独裁政权 4。 
 
有时候，政变由某一个独裁政党所领导，它可能拥有准军事组织也可能没有。政变也可能

由得到其他团体支持的某部分统治精英所策动。政变要获得成功，重要的是，非政变参与

者的支持，或是逆来顺受，或者被置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政变因其少数人行动及阴谋诡计

的性质，与大众革命截然不同(虽然政变者可能将他们的行动称之为“革命”)。 
 
发动政变的集团通常打算利用已经被它所控制的国家部门 (或者是它在开始时预计能掌控

的部门) 的权力去攻击其他部门，以期达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这些部门经常拱手而降。

在面对支持政变的显而易见的压倒性势力时，他们就可能如此行事。他们投降也可能是因

为原本就不是那么支持现政府、或是因为实际上同情政变者、或是因为感到无可奈何，不

知所措。 



 
通常，篡权者都打算维护秩序并且保持官僚体系、公务员、军队、地方政府与警察原封不

动(至少暂时)，但同时要迫使他们唯命是从(政变所建立的新政府，其人员组成可能全是军

人，或者部分是军人，或者全是文官)。因此，如有需要，篡权者掌握的国家综合权力可

以被用来打击社会中的其他力量，以扩大和巩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何时可能发生政变？ 

 
在某些国家，内部政变乃不可思议之事，比如说挪威与瑞士。某些情境有利于防止政变。

在民主宪政程序存在且受到尊重，同时还有和平的制度化方式来解决内部冲突、更换政府、

对政府官员进行追责的情况下，政变发生的可能性将较低。假如某些有政变策动能力的团

体——例如军队——相信民主程序并且尊重对他们权力的限制，他们就不太可能企图发动

政变。相反，他们会保持自制，并且认为发动政变会铸成大错。 
 
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对于确定是否可能发生政变也有影响。当社会中公民的、非官方的

机构强大并且以民主方式所掌控，而军事机构与反民主的政党相形下较为弱势时，政变就

不大可能发生了。 
 
—————————————————————————————————————————————————————————————————————————————— 

4 行政人员随后迅速放弃特权并恢复正常宪法程序的真正的紧急行动并不构成政变 

 
团结合作、相对和谐的社会也不大可能发生政变。不过，这种情况很罕见，而且也不是预

防政变的必要条件。如果内部的问题不算太严重，而且可以用制度化的方式或其他和平的

程序去处理，政变也比较不可能发生。或者，即使社会已呈现出尖锐的冲突但它们以非暴

力而非内部暴力的方式来展开，那么，就不会给某个许诺结束内部暴力及恢复法律与秩序

的团体发动政变提供舞台。在政治人物寻求为社会服务并且避免腐败的时候，政变就失去

了一个“合理的辩护”。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存在，社会就比较容易遭遇政变。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

可能太浅或可能遭受了侵蚀。政府可能被认为缺少合法性，对其表现可能存在普遍不满。

政府可能会被指控无能、腐败，或在处理危机时优柔寡断。对民主程序改变此种状况的能

力可能普遍缺乏信心，某些时候可能没有各方同意的政府更替程序。 
 
社会中的公民非政府机构——各种志愿机构、政党、独立的教育机构、宗教团体、工会和

许多其他类型的组织——可能弱小或近乎不存在。同时，一般民众缺乏对政治体制的深度

参与，结果导致没有任何团体与机构有能力去反对窃国之举。 
 
社会中可能存在与暴力相关的、非常严重的内部问题。严重的社会动荡，尖锐的经济问题、

剧烈的政治冲突或内部暴力与暗杀事件，可能使得社会主体愿意接受一个承诺采取行动

“恢复秩序”、结束危机的新的强势政府。 



 
糟糕的经济状况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使社会变得容易遭遇政变。而且，有人论证，

缺乏多元化的出口以及过度依赖于反复无常的国际市场，会造成易于发生政变的条件 5。 

 

有些时候，无论是个人、权势集团、独裁政党还是军中的一支派系都可能仅仅就是要满足

获得权力与统治地位的欲望，而不在乎是否打着崇高目标的幌子 6。 
 
不过，以上种种并不必然导致政变。即使在条件都有利于政变，而潜在的政变者本身也缺

乏自制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一定发动政变，因为政变依然可能会失败。这种失败的倾向可

能来自几个原因：军人、警察、公务员、以及中下层政府中的重要部门可能被认为对政变

不支持，并且很可能抵制这样的企图；社会的独立机构可能倾向于反对政变，并且强大到

足以采取强有力的反对行动。 
 
这些潜在的反对政变者所具备的可以强有力抵制政变的能力，对潜在政变策划者关于是否

发动政变的决策会有重大的影响。如果社会可能坚定地抵抗这类夺权企图，则政变就较少

可能发生。 
 
那些企图发动政变的人必须能够假设，一旦夺取政权，他们遭遇到的来自官僚体系和民众

的抵抗将是微不足道的。在民众已经在政治方面动员起来、参与进来，并且强大有力的社

会中，这种假设不能成立 7。 
 
—————————————————————————————————————————————————————————————————————————————— 

5 参见 O’Kane, The Likelihood of Coups, 以及持相反观点的 Jenkins 与 Kposowa 所合著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African Military Coups. 
6 有关第三世界国家 6 种军事政变类型的讨论，依照动机与结果分类，参见 Steven R. David, Third World Coups d’

éta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987),pp.。 
7  David, Defending Third World Regimes from Coups d’état, pp. 4-5. 

 
 

对政变的支持 

 
政变的基本前提是政变者们相信自己的组织与镇压力量要强于社会中其他的机构与力量。

简而言之，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弱于军队。确实，在许多国家，军队经过在近几十年的扩

张后已经变成整个社会最强大的机构。这些军队常被转而用来对付他们原本赖以存在并应

予以保护的社会与民众。当军人更效忠于他们的长官而非民主政府时，就更可能发生军事

政变。 
 
如果政变是行政篡权 (有时被称为“自我政变”8)，那么，联合起来的政府文官系统与协

助夺权的军队一定比社会民间机构更为强大。另一方面，政变也有可能由一个纪律严明的

政党借助属于他们自己的准军事力量发动。有时可能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通过所掌控的联

合政府的要害部门或者通过军队与警察的重要部门的支持来发动政变。要想成功的话，该

政党必须比那些可能反对夺权行动的其他社会部分更具行动力。在某些情况下，外国政府

的特工，可能协助国内政治团体或军事集团实施政变。 



 
在过往的政变中，政治自由的支持者时常保持沉默并且被动屈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变成

功之时一般民众就认同它了。在许多案例中，实际上民众可能是反对的，而只是不知所措。

与军队及其同伙打一场内战——一场民主派毫无胜算的战争——不曾鼓动起多少人，这是

可以理解的。宪政程序与社会正义的信仰者，通常都不知道还能如何挫败倚仗军队的政变。 
 
没有在反政变的防卫方面做认真准备，想要长久地维持民主体制，这在许多国家是很难的，

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发生过政变的国家。即使是对那些已经达到相对民主政治状态的国家来

说，反政变的措施仍然至关重要，而不管那些有能力发动政变的个人与团体公开表白自己

是多么得充满善意。 
 
 
 

预防政变的做法 

 
预防政变的发生显然要比发生政变后再来抵制它更好。因此，如何预防及阻止政变就成了

一项重要的课题。 
 
在许多宪政民主政体中，历来假设只要宪法与法律禁止军事政变，民主政体就会得以保全。

这种假设明显不成立，因为太多国家发现了这给它们带来的危险。宪法或法律有条文禁止

图谋以政变的方式来夺权的民主国家使它们自己成了政变的受害者。这些法律禁令应该存

在，只是许多时候它们并没能阻止政变。事实上，政变总是由那些非常愿意打破阻止他们

图谋之行动的宪法与法律障碍的团体所发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宪法与法律条款不过是一

纸具文，而是意味着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很明显，还需要有能强制执行这些条文的手段。 
 
那些为了让自己成为统治者而不惜罢黜或谋杀行政官员的个人和团体，根本不会感到毁坏

阻止他们行动的现行宪法与法律障碍是什么问题。决意要“拯救国家”或者要建立自己的

统治的军事集团，不会真的被法律障碍所阻止。纪律严明的政党视他们自己为人民的救星

和未来理想社会的创建者，因而为了执行他们的使命，可以无视任何阻止他们夺取政权的

障碍。 
 
—————————————————————————————————————————————————————————————————————————————— 

8 来源于西班牙文的「autogole」，用来描述 1990 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政变事例 

 
 
努力消除社会上合理的不满情绪也是必要的，但光这样也是不够的。这些不满情绪有可能

实实在在地激励潜在的武装政变者，或者也可能只是成为发动缺乏高尚理由的政变的借口。 
 
国际社会的谴责或制裁也不太可能吓阻死心塌地的武装政变者 9。期待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能够预防或者推翻国内所发生的篡权，是天真的想法。他们顶多只能够支持本土力量去阻

止谋划的政变。在其他时候，某些国际社会影响力可能支持政变，或者甚至可能是煽动政

变的主要力量，就如美国政府在几个案例中所做的那样。 
 



因此，显然还需要有某些东西作为阻挡政变的坚固屏障。本文主张通过未雨绸缪的反政变

防卫政策能够在国家内部建立这些屏障。这个政策不仅会拥有挫败政变的潜力，而且可以

成为根植于有效防卫能力的、对政变的潜在威慑。 
 
因为成功的政变司空见惯，所以民众时常认为不大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反政变屏障。民众从

没有参与过反政变的计划、准备与训练，这加剧了随着政变而产生的困惑与无力感。政变

通常有军队（它们本来应该是社会的捍卫者）做后盾，但却没有军事力量可以用来与之对

抗，这也增加了民众的痛苦与沮丧。 
 
 
 

被挫败的政变 

 
如何阻止军事政变的问题看来似乎无解，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有时，政变的确曾被挫

败。尽管时常处于不利条件之下，但有时候平民也能够阻止对国家权力的非法篡夺，这些

案例引人注目。 
 
有时候政变的失败是因为不合作与反抗打断了对政府设施的“物体”控制与对国家的“政

治”控制之间预期的连结。公务员、官僚、军事集团及其他的国家雇员有时候义无反顾地

拒绝与政变者合作，拒绝承认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政变陷入危机的原因还在于，对中

央国家机器之控制与对社会（包括独立的社会机构、地方政府与全体民众）之控制两者之

间的连结出现断裂。政变者常会狭隘地假定统治了国家机构就等于控制了政治与社会。然

而，缺乏社会上所有这些机构的顺服，政变领导者不可能组建一个持久的政府。 
 
1991 年 8 月，前苏联强硬派企图夺取政权的失败，就是较近时期大众以不合作的方式反

抗政变的例子。反政变保卫行动更早一些的著名案例包括，1920 年德国抵抗卡普(Kapp)

政变 (此政变威胁到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以及 1961 年法国抵制阿尔及尔“将军叛乱”

(此政变的目的是罢黜戴高乐-德勃雷政府以维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在这三个案例及

其他几个案例中，政变都是受到国内的不合作抵抗而被阻止。国际上威胁采取或采取外交

与经济行动的重要支持仅仅偶然出现过，像在 1991 年苏联政变时发生的那样。 
 
 
—————————————————————————————————————————————————————————————————————————————— 
9 这不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外国的介入干涉可以阻挡或者甚至推翻一场政变，特别是有绝对优势的军事介入的时候，就

像美国于 1983 年在格拉纳达(Granada)的行动。关键是，这些只是例外的个案，而且那些手段并不可靠。当它们被使用

的时候， 它们将当地民众对情况的控制也拿走了。  

美国或未来的任何超级大国在采取威胁或使用军事干预来阻止政变时所要面对的困难，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史蒂

文·R·大卫对此曾经指出：“与设计保护领导层免遭本土政变伤害的策略相比，保护政权不受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内在

困难就相形见绌了。”(David, “The Superpower Competition for Inflfluence in the Third World,” p. 242.)  

 
 
 
1920 年德国 10 

 



 
1920 年 3 月 12 日，在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博士与沃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er 

von Lüttwitz)中将组织的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政变中，退役士兵及平民所组成的非官方的

“自由兵团”(Freikorps)部队占领了柏林。政变之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专制的“专家”政权。

人数不多的德国正规军保持“中立”立场，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总统领

导的合法民主政府逃亡。虽然准备仓促，但是如果不是遭遇抵抗的话政变很可能就大功告

成了。 

合法政府宣称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只服从它，而且各州也要拒绝与卡普集团合作。在柏林爆

发工人罢工反抗政变之后，有人以艾伯特总统及社会民主党部长们的名义（虽然没有得到

他们的正式同意。）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举行一场总罢工。—— 

卡普集团成员很快面临公务员与保守政府官僚以及其他方面的大规模的不合作，有资历的

人物都拒绝接受新政权的部长任命。卡普集团的镇压是残酷的，有些罢工者遭到射杀。然

而，不合作运动的力量在增长，总罢工瘫痪了整个柏林。德意志帝国银行也拒绝给篡位者

提供资金。3 月 17 日，柏林安全警察要求卡普辞职。卡普当天就逃往瑞典，他的许多助

理身着便衣逃离柏林，吕特维茨也辞职了。“自由兵团”随后撤出柏林，沿途杀戮与伤害

抗议的平民。 
 
由于工人、公务员、官僚与普通民众的联合行动，拒绝提供篡权者所需要的公众和行政合

作，政变被挫败了。魏玛共和国逃过一劫，但却不得不面对其他严重的内部问题。反抗未

遂政变的财务成本并不昂贵，，据估计，有数百人被卡普集团屠杀，另有不少人受伤。 
 
 
 
 
1961 年法国 11 

 

 

4 月初，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表示他正在放弃维持阿尔及利亚法属地

位的努力。作为回应，4 月 21 到 22 日之交的夜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叛乱部队占据并

控制了首都阿尔及尔与附近的重要据点。不过，政变必须撤换掉巴黎的合法政府才能算是

成功。 
 
4 月 23 日，法国的各政党与各工会都举行了大型集会，号召举行一个小时的总罢工。戴

高乐当晚也通过广播，发表了在阿尔及利亚也能收听到的演说，敦促人民反抗与不服从叛

乱者，命令使用“一切手段”把他们赶下台。 “我禁止每一个法国人，尤其是每一个士兵，

去执行他们的任何命令。”总理德勃雷(Debré) 警告大家防备来自阿尔及尔的空降攻击。不

过，他并没有下令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呼吁普通民众行动起来：”一听到警报响起就赶到那

里（机场），走路去也好，开车去也行，去说服那些误入歧途的士兵们，让他们知道他们

已经铸成大错。” 
 
—————————————————————————————————————————————————————————————————————————————— 
10 这是依据 Wilfred Harris Crook, The General Strik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1), pp. 496-527; 
Donald Goodspeed, The Conspirators (New York: Viking, 1962), pp. 108-188;  



Erich Eyck,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vol. 1, pp. 129-160;  
Karl Raloff (pseudo.: Karl Ehrlich), “Den Ikkevoldelige Modatand: den Kvalte Kapp-Kupet,” in K. Ehrlich, N. Lindberg, and G. 
Jacobsen, editors, Kamp Uden Vaaben (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Einar Munksgaard, 1937), pp. 194-213;  
John 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3), pp. 63-82.  
另参见 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73), pp. 40-41 and 79-81.  

11 这里的资料是根据 Adam Roberts, “Civil Resistance to Military Coup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Oslo), vol. xii, no. 

1(1975), pp. 19-36.所有的引言都来源于此。 

 
戴高乐的演说被在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与忠诚的法国士兵们复制并广泛传播。戴高乐后来宣

称：“从那时候起，叛乱当场就遇到了消极的抵抗，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直截了

当。” 
 
4 月 24 日，一千万工人参与了象征性的总罢工。在机场，人民将车辆排在跑道上以阻止

飞机降落。阿尔及利亚遭到金融与运输封锁。 
 
在阿尔及利亚，忠诚的法国部队不断打击叛乱者。三分之二的运输机与许多战斗机飞离了

阿尔及利亚，同时其他的飞行员阻塞了跑道或者假称出现了机械故障。陆军士兵则干脆就

待在营房里。故意拖沓怠惰、命令和文件“被遗失”以及通讯与运输被拖延等案例屡见不

鲜。还有公务员将公文藏匿、撤销。 
 
4 月 25 日，戴高乐通过广播命令忠于国家的部队向叛军开火，但是已经大可不必。这场

政变已经受到致命性的破坏。叛军首领决定放弃这场未遂政变，在 4 月 25 到 26 日的晚间，

原本占领阿尔及尔的伞兵团便撤离了。 
 
伤亡很少，在阿尔及利亚和巴黎可能共有三人死亡以及若干人受伤。对戴高乐政府的攻击

被各种反抗与消解行为所挫败。 
 
 
 
1991 年苏联 12 

 
 
1991 年 8 月 18 日，为了阻止苏联激进的去集权化，一群强硬派苏联官员拘押了苏联总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并要求他将所有行政权移交给副总统。戈尔巴

乔夫断然拒绝。 
 
这个自封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维埃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和

内政部长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组成——宣布实行为期六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反对派的

报纸被禁，所有政党活动被中止(除了共产党)，示威游行被禁止。军政府第一个法令即宣

称苏维埃宪法高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并且强行要求必须服从紧急委员会的所有命令。 
 
军政府似乎掌控着苏联的全部军事力量。整个莫斯科都部署了装甲部队与伞兵部队。在波

罗的海三国，支持政变的军队占据了电话、广播与电视设施并且封锁了重要港口。驻防在

列宁格勒外面的装甲攻击部队开始进入城市。 



 
在莫斯科，成千上万的人自发聚集街头谴责政变。在戏剧性的反抗中，俄罗斯邦联总统鲍

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 爬上了敌方坦克，谴责政变者的行动是一场“右倾、反动、违

宪的政变”，他宣布“这个委员会所有的决定与指令都是非法的。”同时呼吁市民抗拒政变

者，并呼吁军人不要参加政变，叶尔钦最后还呼吁“无限期的全面罢工。”当天稍晚，叶

尔钦又命令在俄罗斯共和国内的军队与克格勃人员服从他的命令，而不是政变者的命令。 
 
—————————————————————————————————————————————————————————————————————————————— 
12 1991 年 8 月苏联政变的记载由布鲁斯·詹金斯撰写, 之前载于布鲁斯·詹金斯协助吉恩·夏普出版的 Self-Reliant 
Defense Without Bankruptcy or War (Cambridge, Mass.: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1992), pp. 16-19.  
它是从以下来源编译的: The Boston Globe, 20-23 August 1991; The Economist, 24-30 August 1991; Stuart H. Loory and Ann 
Imse, Sev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CNN Reports,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Inc.: 1991); Newsweek, 2 September 1991; 
The New Yorker, 4 November 1991; The New York Times, 20-25 August 1991;Time, 2 September1991; The Washington Post, 
21 August 1991.  

 
数千人聚集在俄罗斯的“白宫”(国会大厦)前，以保卫它免受攻击。人们建起路障，并用

无轨电车和其他车辆堵塞了街道。虽然总罢工的呼吁没有得广泛响应，但在库兹巴斯 

(Kuzbass)及斯佛洛斯克(Sverdlosk)附近的煤田区，矿工们还是举行了罢工。 
 
政变者颁布政令：鉴于“集会、街道游行、示威以及煽动暴乱的事件，在莫斯科实行特殊

的紧急状态。”政变的第二天晚上，抵抗的组织者在城内各个地铁站张贴传单，号召次日

在“白宫”广场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在列宁格勒，多达二十万人参加集会，响应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对政

变展开“最广泛的宪法抵抗”的号召。在摩尔多瓦 (Moldavia) ，数万民众封锁了街道以阻

止苏联军队迫近。乌克兰与哈萨克斯坦的领导者谴责政变。明斯克(Minsk，白俄罗斯首都)

举行的大型集会呼吁发动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立陶宛总统兰茨贝尔吉斯

(Landsbergis)呼吁公民包围维尔纽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的国会大厦以防它遭到攻击。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议会紧急会议宣布从苏联完全独立出来。 
 
在莫斯科，被禁止出版的反对派报纸秘密发行《日常报》(The Common Paper)，呼吁公民

起来反抗。一台捐赠的无线电发射器使得俄罗斯政府能够通过各地中继站在全国范围内广

播抵抗信息。被禁的独立电台“莫斯科之声”继续播放俄罗斯议会紧急会议的实况演说。

虽然被禁播，俄罗斯电视台的技术人员仍将他们的新闻节目制作成录像带，发送到全苏联

的二十个城市。 
 
国有媒体的官员拒绝与政变者合作。叶利钦与索布恰克的抵抗演说通过每日夜间新闻播出，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克格勃审查员选择了不予阻止。之后，苏联电视台的第一副主席瓦伦

丁·拉祖特金(Valentin Lazutkin)，收到了来自内政部长普戈(Pugo)的警告：“你已经两次违

抗命令 ⋯⋯你已经指导了人民向何处去以及采取什么行动，你将为此负责。”当晚，抗议

群众涌入白宫前方广场以保卫俄罗斯政府。 
 
 
人们协调一致，努力削弱政变军队的忠诚度。给士兵分发传单与食物。市民们请求坦克车



里的军人弃暗投明。叶尔钦则敦促遵守纪律：“不要挑衅军队。军队已成为政变者手中的

武器。因此我们在与他们接触时，也应该要支持他们，并且维持秩序与纪律。” 

在几个案例中，成建制的军事单位抛弃了政变者。“白宫”前的十辆坦克转开了瞄准着国

会大厦的炮塔，并誓言帮忙抵御进攻。列宁格勒海军基地与伞兵训练学校， 也传出了官

兵倒戈反对政变的消息。驻防远东地区的军事单位拒绝支持军政府。在俄罗斯共和国，地

方内政部警察与克格勃单位宣布效忠叶利钦。国防部长亚佐夫(Yasov)命令图拉(Tula)的师

团从“白宫”附近的位置撤退，因为无法确定那支部队到底忠诚于哪一边。内政部长普戈

(Pugo)由于害怕莫斯科警察对政变者怀有二心而将它给解散了。 
 
在政变第二天的下午，政变者试图集结一支新的突击队来攻击俄罗斯的“白宫”。企图以

陆军伞兵部队与内政部武装部队集结包围“白宫”，清出路线以供克格勃精英阿尔法

(Alpha)部队发动攻击。然而，陆军伞兵部队指挥官与苏联空军指挥官却拒绝参与这次攻

击行动。在预定攻击的几个钟头之前，克格勃阿尔法部队指挥官声明他的部队不会参与攻

击行动：“不会有攻击行动，我不会攻击人民。” 
 
次日早上，苏联国防委员会开会决议从莫斯科撤出部队，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随后便被

逮捕(有一人自裁)，戈尔巴乔夫总统重掌政权。此次政变伤亡轻微，据报有五人在政变中

丧生。这次政变被击败了。民众的抵制和军队中的不服从，挫败了强硬派重返专制统治的

企图。 
 
1920 年的德国、1961 年的法国及 1991 年的俄罗斯，这三个成功抵制政变的案例证明了成

功防御政变是可能的。当然，也有其他类似的抵抗以失败告终，但这些成功案例的存在证

实，至少在某些条件下，政变是可以被挫败的。 
 
 
 

反政变的防卫 

 
检视政变如何运作及它们如何能被击败使我们受益匪浅。两者一起展示，在面临反对自由

与正义的攻击时，无须感到被动与无助。防卫是可以由遭到攻击的社会本身来发动的。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一个对抗政变的防卫政策是可能的。这样的防御政策本质上分为两层：

(1)对于那些攻击宪政制度并企图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政权来取代民选政府的那些人，必须

否定他们具有任何合法性——他们没有任何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权利组建政府；(2)必须拒

绝与他们进行任何合作，无论在政府还是在民间，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协助或服从

他们。 
 
在一场政变中，占领政府建筑、运输与通讯枢纽及关键地理位置，其本身并非目的。相反，

占领它们的目的是控制国家机器，进而控制整个国家。政变若要得逞，政变者必须确保那

种广泛的控制。 
 
但是，占据这些要地，其本身并没有使政变者获得他们图谋得到的对政府与社会的整体控



制。他们在一开始时并不能控制大众、政治、经济或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甚至不能控制

全部军队及警察。政变者也无法立即达成任何可能的意识形态目标。在军事或准军事力量

占据了政府建筑及通讯与运输的枢纽之后，关键时期必将随之而至，在此时期政变者必须

建立与巩固他们的控制。即使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要达成这样的控制也需要时间以及付

出相当的努力。由于需要巩固控制，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定时间，所以社会就有了展开

有效防卫的机会。 
 
 
 

政变者的需求 

 
在政变发动之后，政变者马上就需要合法性，即: 人民承认他们拥有实行统治的道义的和

政治的权利，或实行统治的权威。道德与宗教领袖、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在某些情况下，

皇室成员或卸任官员为其背书，能帮助他们得到承认。 
 
政变者需要，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为那些道义上的和合法的政治权威寓于其中的个人及

机构所承认，无论他们是民选官员，还是非官方的道德领袖或是皇室成员。因此，反政变

防卫的首要基本原则便是否认政变者的合法性。 
 
政变者还需要，公民领袖与民众对其表示支持，需要他们无所适从或干脆无所作为。此外，

为了巩固他们对社会的控制，政变者还需要专业人才与顾问、政府官员与公务员、 行政

管理人员与法官的合作。需要记者与主播、出版机构与技术人员等按照政变者所说的去做。

需要警察、狱吏及士兵奉命逮捕、监禁抗议者以及奉命执行处决。政变者还需要大量运行

政治系统、社会机构与经济的人员逆来顺受，行使依照政变者的命令与政策修改过的常规

功能。 
 
简而言之，为了巩固他们的控制，政变者不但需要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而且还需要来自他

们想要统治的社会的合作。 
 
然而，这些被需要的顺从、合作以及协助可能少之又少，甚至完全没有。政变者可能因遭

到拒绝、不合作和反抗而岌岌可危。所需的合法性和基本的合作不堪一击。所有团体与一

般民众都有可能拒绝奉命行事。政变者所宣称的合法性可以被否定。必不可少的合作、服

从和支持可以被拒绝。政变者巩固统治的努力因而受到阻止。 
 
即使温和的反对行动都可能迫使攻击者不得不为了确保必要的承认、合作与支持付出相当

的努力。在强有力的反政变防卫中，人民会采取大规模而选择性的不合作行动去阻止攻击

者对国家机器与整个国家的控制；与此同时继续他们对合法政府的支持，并响应号召进行

抵抗。来自社会的强大有力、坚定不移而且范围广阔的拒绝、不合作以及反抗，能够阻止

政变者达成目的并挫败政变。 
 
反政变防卫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以不合作及反抗的方式来抵制政变者。 
 



如果合法性与合作都被拒绝，政变或将死于政治饥饿。 
 
 
 
 

社会的直接防卫 

 
因此，反政变政策要将焦点放在社会对社会自身的防卫，而不是防卫某些地理位置，甚至

不是防卫政府建筑。对政变领导者来说，只有当人的支援也随占领而来之时，占领地理位

置与建筑物才会变得极其重要。例如，即使占据了学校建筑物，但如果没有一所学校能正

常运转，其中包括采取合作态度的学生、教师及行政人员，那么，对一个想要控制教育的

人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如果铁路工人与管理者不愿根据命令去运营火车，那么，仅仅占

据铁路站场仍然无法掌控这个部门的运输。控制了国会大厦本身，并不代表控制了国会议

员本人或者相信议会制政府的民众整体。 
 
不必试图通过争夺建筑物与地理位置来捍卫宪政，人民可以直接积极地捍卫他们的机构、

社会和自由。在这方面，行动的优先排序至关重要。比如，对民主来说，坚持遵守宪法程

序或者维护新闻自由比占据十字路口或建筑物具有更为直接的重要性。 
 
有时候某些特定场所与建筑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因而格外重要，这当然毋庸置疑。此时，平

民捍卫者可能会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挡在这些建筑物与攻击者之间来阻止它们被占领。例如，

1991 年立陶宛的国会大厦与俄罗斯的“白宫”就是这样得到了人民力量的保护。然而，

不应从这两个案例推出过于宽泛的一般结论。首先应该注意到人体路障并非总是切实可行

的。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特别是严寒时，一道由同一群人所组成的人体路障是完全

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切记，反政变防卫是对社会的防卫，而对非地理位置与建筑的防卫。

只要政变者愿意屠杀足够多的人，他们就可以占领这些地方。 
 
如果政变者对他们自己的意图与方法不够确定，或是他们的部队不愿意去杀害很多防卫者，

那么人体路障的方法也许会成功。不过，试图用人体路障来保卫关键建筑或场所存在着严

重危险。如果防卫者尽了全力， 建筑还是被政变者成功占领的话，那么这些防卫者与普

通民众可能会毫无道理地变得士气低落。防卫者可能会相信不只是议会大厦被攻陷了，而

且议会本身也被摧毁 了。防卫者与一般民众可能会认为，政变者单单占领前政府总部就

已经控制了整个局势。 
 
因此，拟定保卫这些建筑物的战略与战术时，须极其谨慎。要让防卫者与民众把重点放在

防卫宪政体制与社会机构本身上，确保它们能运行下去，而无论建筑物的命运如何。如果

民众不屈服、不合作，政变首领是无法控制社会的民众、机构、组织以及政府的。 
 
 
 

准备的必要性 

 



前面所举的三个案例中，防卫都是临时发生，没有预先规划与准备的优势。令人惊讶的是，

临时起意的社会行动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过，像这类没有充分准备的抵抗运动，不

可避免地会比以精心规划为基础的反政变攻击的防卫行动来得弱小。困惑慌乱、不知所措、

徒劳无功或者适得其反的抗议、未能当机立断而造成高昂代价的延迟，所有这些都有可能

通过事先的准备避免或者显著减少。与之相对应的，通过具体的准备与指导原则的制定能

够大大加强自信公民的反政变防卫行动。这些指导原则的目的就是让公民群体与社会机构

做好准备，抵抗任何政变。这些准备需要既包括防卫的一般指导原则，也包括为特定群体

和机构的成员指出责任，诸如公务员、宗教领袖、警察、记者、运输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等

等。 
 
这种反政变防卫的计划与准备是可能的。社会上独立机构或是政府 (在非政府机构与组织

的配合之下)能否启动并实施反政变防卫，很大程度上要由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势与这个社

会的力量与活力程度来决定。 
 
 
 

公民防卫者的目标 

 
在反政变的政策下，抵抗者的目标是： 
 

  拒绝承认政变者具有任何合法性，因而没有任何正当权利组建政府；  

  促使遭受攻击的社会不能任由攻击者去统治；   

  阻止由政变者所强行成立的政府；  

  维持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控制与自治； 

  使各种社会机构成为无处不在的抵抗政变的组织；   

  拒绝政变者任何追加的目标；  

  将政变攻击及试图统治的成本提高到无法忍受；  

  削弱支持政变者的部队及官员的可靠性与忠诚度，诱导他们抛弃参与哗变的长官；   

  鼓动政变支持者之间的分歧与对立；  

  通过对攻击者施加外交、经济以及舆论等方面的压力，激励国际社会反对这场政

变；以及   

  争取在通讯、资金、食品、外交以及其他资源方面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抵抗运动：普通的与有组织的 

 
反政变防卫的战略一开始可以先分为两大类，即 “普通的”与“有组织的”。13 

 

—————————————————————————————————————————————————————————————————————————————— 



13 这个分类由已逝之拉尔斯·波尔肖特(Lars Porsholt)所提出。参阅 Lars Porholt, “On the Conduct of Civilian Defence” in T. 

K. Mahadevan, Adam Roberts, and Gene Sharp, editors, Civilian Def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Delhi: Gandhi Peace 
Foundation, and Bombay: Baratiya Vidya Bhavan, 1967), pp. 145-149.  

 
 
早在政变攻击之前，就需要给普通民众挑选和确认一些关键要点，如此才能在事发时即便

没有领导团体的具体指示，民众也知道应该要抵抗的重点所在。这类抵抗被称为“普通的

抵 抗”。例如，这些重点包括在下述方面的抵抗：宣扬政变者政权的合法性的努力；改组

或废除民选立法机构的尝试；重组法院或实施新宪法的措施；限制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以

及试图控制社会独立机构。 
 
攻击者对上述任何一点的涉及，都应是民众发起抵抗的信号。如果事先为普通抵抗提供指

导方针，那么，即使合法官员或起初的防卫领导者遭到逮捕或处决，人们也有可能开展明

智的抵抗。即使在防卫领导者与民众的通讯被阻断时，普通的抵抗还是可以照样实行。 
 
“有组织的抵抗”不同于普通抵抗的地方在于，防卫者根据反政变防卫领导团体的号召与

指示而采取行动。这个团体可能由合法政府成员、反政变防卫规划组织的官员或其他方式

所遴选出的人员所组成。比如说，这个领导团体可能由志愿组织(如教育、公民、劳工、

宗教、政治与其他方面的)的代表所组成，这些代表在社会上一直得到非正式的认可，而

无论他们的个人身份是否为公众所知晓。 
 
有组织的抵抗会补强普通抵抗，而非替代后者。有组织的抵抗会将行动重点放在一个特定

事件上，或是在某一特定场所或在某一指定时间发生。这种抵抗会采用象征性抗议或抵抗

等具体行动的形式，有数十种可能的形式。范例包括示威、短期罢工、抗议游行、抗议性

停电、敲响教堂钟声、悬挂国旗表达反抗立场（也许是降半旗）、有组织的写信运动、在

宗教仪式上同步宣读宗教领袖的官方声明、有组织的绝食、地下电台广播以及表达哀悼

(要么是因为政变者的残暴要么是因为己方人员的恐怖主义行为)。 
 
在对政变的防卫斗争中，普通的抵抗与有组织的抵抗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两者所起作用

的比例会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 
 

 
 
战略的重要性 

 
 
反政变防卫最有成效的一般技术始终是非暴力斗争。这个技术可以避免与政变者使用军事

武器作战，而在使用军事武器上通常都是篡位者占有优势。非暴力的技术还可以将防卫者

的力量最大化，极大地增加抵抗者的可能数量，远超有能力且有意愿使用暴力的抵抗者数

量，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有助于打击政变者士兵的士气，削弱他们的可靠性。 
 
非暴力抗争的武器或方法，诸如罢工、杯葛、各种形式的政治不合作、士兵倒戈等不应被



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方法的选择不应该根据个人心血来潮的想法，也不应该作为对无足

轻重事件的反应。同时不应该以一种混乱不堪、兴之所至或跟随直觉的方式来应用这些方

法。只有将这些方法当做全面、慎重选择的反政变防卫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应用，才会

非常有效。 
 
力图防卫却不制定斗争战略属于有勇无谋。这样做后患无穷。过往一些非暴力抗争的失败，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选择了拙劣的战略或经常完全忽略了拟定任何战略。战略在非暴力抗

争中与在军事战争中同等重要。 
 
必须要有一个全盘计划来指导整个冲突，谓之“大战略”(grand strategy)。在这个大战略

之中，还需要制定各种个别的战略以完成冲突中的主要目标或用于斗争的各大阶段。在选

定的大战略框架之下，“战略”是关于如何最有成效地采取行动以在冲突的某个主要阶段

达成自己的各项目标的一种构想或总体规划。其目的是最大化利用自己的资源从而以最小

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标。选定的战略决定是否、何时与如何进行战斗。 
 
战略中的具体战术——有限行动的计划——与个别的方法——具体行动形式——都是用来

执行该战略的。为了完成预定的有限目标，这些行动更受时间、规模或特定问题的限制。 
 
反政变防卫战略的规划必须经过深思熟虑。这些战略必须利用关于战略原则的最佳可用资

源。它们也必须基于非暴力抗争、政变动力机制、特定的冲突情势以及防卫民众与政变者

双方之强弱项等方面的知识。 
 
 
战略问题比这里所指出的更加变化多端、错综复杂，因此强烈建议面临战略决策的读者在

其他地方查询更多的相关讨论。14 
 
 
 

 
反政变的武器 

 
选择最合适的行动方法至关重要。开始时的反政变战略可能会使用下列一些非暴力的武器：

每个人都居家不出；瘫痪政变者在政治系统中企图占据的每个部门；按照攻击之前的政策

与法律(不予理睬政变者的命令与政策)，坚持运行政治系统中未被控制的部门；示威者万

人空巷；相反相成地，让街道阒无一人；大量策反攻击者的部队与职能人员；公开抗命出

版报纸、电台及电视广播报道有关政变攻击与抵抗的新闻；总罢工；经济停摆(员工与管

理者一起做)。 
 
重要的是，将防卫斗争的重任托付给那些直接反击政变者最初目标的方法。这些目标主要

是要完成及巩固对政治系统的控制和削弱反政变力量。经济目的不太可能是政变者最初的

目标(在某些案例中经济目标可能是较长期的目的，比如将经济体系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

现有精英手中，或者利用国家来接管经济体系的控制权或所有权。) 



 
控制经济体系极少是——如果有的话——政变者的早期目标。因此在反政变行动中，总罢

工或经济停摆很少是最有的放矢和最富有成效的实质性抵抗方法。不过应用在短期突破中，

它们可以展现坚定的抵抗意志。然而，如果长时间应用，这些经济武器可能会破坏这个受

到攻击的社会在自我防卫中存活下来的能力。举例来说，总罢工通常会用在反政变防卫的

初期，以展现社 
 
 
14 有关一般非暴力抗争之策略性原则的讨论，参阅 Peter Ackerman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 1994). 
另参阅 Gene Sharp.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 出版中。  

有关公民防卫策略更详细的讨论，参阅 Gene Sharp, Civilian-Based Defense: A Post-Military Weapons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9-l11; Gene Sharp,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The Potential of Civilian-bas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Books,1986), pp. 88-118,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85), pp. 113-151; 
and Adam Roberts, “Civilian Defense Strategy” in Adam Roberts, editor, The Strategy of Civilian Defens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7); U. S. edition: Civilian Resistance as a National Defense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68) pp. 215-251. 
其他来源于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Ballinger edition), pp. 160-161, n. 1.  
 

会抵抗政变攻击的决心，或者在后期为某些具体而有限的目标而斗争，比如抗议极端的暴

行。当人们认为大规模且戏剧性地表达抵抗可能会对政变形成致命一击时，总罢工或经济

停摆也可能会被使用。 
 
初期更重要的是那些直接针对政变者最初目标的特定方法。这些方法是： 

(1) 展现对政变者所宣称的合法性的拒绝； 

(2) 阻止他们对国家政治机器的控制(如公务员、警察、军队、地方政府等等的不合作)； 

(3) 展现民众对政变的排斥还有对政变者的不合作、不服从态度； 

(4) 抵制政变者控制通讯工具的企图，而且通过包括印刷媒体和电台等多种方式维持这种

抵制； 

(5) 抵制政变者使社会独立机构中立或控制它们的企图。 
 
如果能广泛并有效地应用上述这些防卫手段去完成目标，那么政变就只能崩溃了。 
 
 
 

普通抵抗之指导原则 

 
  
对于政变的普通抵抗，其指导原则可以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政变之前就加以拟定。这些指导

原则将构成有效的反政变战略的基本要素，指导民众如何抵抗。这些原则包含以下内容：  
 

 否定政变并谴责其领导者是非法的，其政府只能被拒绝。对政变者非法性的谴责应

当得到道德、 政治与宗教领袖们、所有社会机构 (包含教育、媒体与通讯等)的官

员与成员、全国性、地方性、区域性及省级政府和官员(包括国家行政首长与皇室)

的支持。 拒绝以任何方式给予政变者任何合法性，包括在政变者与合法政治领袖

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尝试。  



 
 将政变者颁布的所有与既存法律有所抵牾的法令与命令均视为非法，并拒绝服从之。   

 
 使所有的抵抗运动都严格保持非暴力，以使反政变防卫有可能取得最大成效。不让

自己被激怒从而采取暴力或其他鲁莽的行动。  
 

 拒绝并且反抗政变者想要建立与扩大对政府机关及社会的控制的企图。  
 

 采用所有方式与政变者不合作，这适用于一般民众、所有专家与技术人员、所有前

政府与政党的领导者、所有中央或联邦政府的分支机构、州级、 区域的与地方的

政府，包括他们的公务员及官员、重要的职业与专业团体、媒体及通讯行业的所有

从业人员、运输系统的所有从业人员、警察、军队的单位与成员、司法系统的所有

法官与雇员、政府与私营的金融机构的所有从业人员，还有社会上所有其他机构的

管理人员与成员。  
 

 遵守政变攻击之前的宪法、法律以及合法政府与社会独立机构的各项政策，坚定维

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这要一直维持到人们从原来的工作岗位、办公室与活动中心被

赶走为止。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要竭尽所能在别的地点维持这些正常运转。这特

别适用于各级政府、政府的所有分支机构、部门的官员与员工。  
 

 维持合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运作。建立后备的组织，以便在受到政变者的攻击或者

被其关闭后还能继续发挥这些组织的功能。  
 

 拒绝为政变者及其帮凶提供重要信息。比如说，在有所帮助的情况下，移除路标、

街名、交通标志、门牌号码等等，阻碍政变者的行动及保护人民免于被逮捕。   
 

 拒绝为政变者提供必需的物资与装备，适当的时候可以将这些东西隐藏起来。 
 

 在继续抵抗的同时，可与为政变者服务的机关与部队进行友好的“创造性沟通”，

向他们解释防卫抗争的原因，向他们保证没有用暴力反对他们的意图，想办法削弱

他们的可靠性，并诱导他们帮助防卫者。这种帮助可能表现为在镇压时消极怠工、

给防卫者通风报信，极端的情况是，临阵逃脱，有士兵加入防卫者争取自由的非暴

力抗争。努力说服士兵与工作人员应该坚守宪法与法律程序。  
 

 拒绝协助政变者散布他们的宣传。 
 

 将政变者的行动与镇压用文字、声音、影像等方式纪录下来，保存这些资料并将它

们广泛地分发给防卫者、国际社会甚至政变的支持者。 
 
 

 



对待政变者的部队及工作人员的方式 

 
 
在政变的早期，防卫者应该努力想办法与政变者、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部队沟通并提

出警告：民众对政变攻击抱持反对态度。应该使用文字与象征性的行动来表明抵抗的意志、

展现将要发动的防卫的类型，并敦促政变者撤退。 
 
在政变的所有阶段都要努力削弱政变者的士兵与工作人员个人的忠诚度。这种方式用在反

政变抵抗中会比用在外敌入侵时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士兵与工作人员通常和抵抗者使用相

同的语言或者至少是双方都能理解的某种共同语言。即使不是这样，通过其他方式沟通仍

是可能的，例如使用经过翻译的传单与口号、使用有相关语言技能的抵抗者，或通过防卫

者的行为及符号来表达。 
 
要让政变者的士兵一开始就知道将会有抵抗，但这个抵抗将会是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这

个抵抗中，防卫确实会直接反抗企图夺取控制权的政变但不会针对士兵个人进行伤害。如

果这个讯息能被有效地传达，相比起部队时时担心会被狙击手或炸弹杀害，士兵们可能在

某些小地方上会较愿意去帮助防卫的民众，较为可能避免残暴行为，而且较为可能在关键

的时刻兵变倒戈。 
 
反复表现出没有任何针对士兵个人的暴力意图或伤害，再加上立场鲜明的抵抗，这两者的

结合非常重要。这样的结合最有可能增加反政变防卫的成效。不针对个人的威胁或暴力的

强力抵抗，至少在士兵中间可能造成或加剧士气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表现为对政变者忠诚

的不确定，在对非暴力人民施加镇压的同时面临如何保持自尊的问题，以及问题达到极致

时的不满和兵变。 
 
不过，无法保证政变者的部队会被非暴力纪律所感动，特别是在短期内。他们仍然可能暴

戾恣睢，杀害非暴力的抵抗者。但是，这样的悲剧并不意味着抵抗的失败。相反，只要坚

守纪律的抵抗继续下去，暴虐会削弱政变者的力量、让防卫抗争更强大，就如以下小节所

讨论的那样。 
 

面对攻击：阻断与沟通 

 
 
虽然这种反政变防卫不是靠武力攻击政变者的部队而奏效，但在政变攻击的初始阶段仍然

可以采取一些有限行动以干扰叛军。如果能及时发现，可以将政变者部队的调动暂时阻断

在公路、街道、 机场、铁路及其他类似的地方；还可以通过拒绝运营铁路、用大量废弃

汽车阻塞高速公路和机场以及有时在大街小巷用组建人墙等方式延误其部队的进入或移动。 
 
尽管这种阻碍军队部署的行动只在短时间内有效，但这些行为无疑可以清楚地让士兵个人

知道，无论别人跟他们说过些什么，他们作为政变军队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们同时还要劝

谕士兵不要相信政变领导者的宣传。 
 



作为其他象征性的行动，人们可以戴起哀悼带、发起“居家不出”活动、进行有限的总罢

工或无视宵禁。这些行动有两个目的，它们可以昭告朋友与敌人：政变会受到坚决的抵抗；

同时，这样的行动有助于鼓起人们的士气，打消想要向政变者屈服和与之合作的念头。但

是，这些行动只是为日后的实质性抵抗揭开象征性的序幕。 
 
可以使用以下这些象征性的方法将民众的抵抗意志传递给政变者及其势力：传单、信件、

电台与电视广播、私人对话、报纸、海报、横幅、外交讯息、在地区性和联合国会议上的

声明、第三方的协助、彩绘信息与标语以及各种特殊形式的示威。这种沟通与警告的方法

可以针对政变攻击者的部队、领导者及政变当下与潜在的支持者。 
 
 

面对攻击：否定与拒绝 

 
在政变发生后最初的几个小时、几天、几周的时间里，极端重要的就是采取快速而坚定的

行动阻止政变者被接受，以及阻止他们对国家机构与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控制。为了快速地

击退政变，必须马上有一个否定和拒绝政变者及其政变攻击行为的战略。这个战略将否定

政变者宣称的合法性以及拒绝与其合作两者结合起来，包括采取跟政变者全面或几乎全面

的不合作。早早将政变击败，日后就可以不必与已经牢固确立因而更强大的压迫性政权做

长期抗争。 
 
因为通常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与几天里政变阴谋是最脆弱的，所以反政变防卫者当机立断坚

决反抗攻击者是至关重要的。防卫必须在社会中足够广泛、足够深入，才能形成对政变者

的坚决否定。对进攻者所谓“全民团结”的号召（意思是支持他们）以及给他们时间来证

明他们的善意这种恳求，必须予以驳斥。 
 
 

阻止政变者的控制 

 
 
政治人物、公务员与法官可通过不予理睬或违抗攻击者的非法命令的方式而使政府的正常

机关与法院免受政变者的控制，就像 1920 年德国对卡普政变的抵抗那样。 
 
立法机关既不要接受政变者本身也不要遵守任何来自政变者的命令或要求。相反，立法机

关应继续开会，在原有的宪政机制下运作，除非或者直到其成员本人被政变者所移除为止。

或者，立法机关可以在发布要求政府与民众抵抗政变的号召之后自行解散。之后，立法机

关成员可以加入民众，在其他方面进行防卫抗争。 

不论是政府国库还是私人银行都不要给政变者提供资金或信贷。例如，1920 年德国的德

意志中央银行便拒绝给政变者提供资金。银行宣称，政变主要领导者卡普博士的名字，并

不在有权批准提取国家基金的签字名单上。 
 
司法部门须声明政变者及其仆从是非法与违宪的团伙，法院则要继续基于入侵前的法律与

宪法来运作。他们要拒绝给攻击者提供道德、法律与镇压措施方面的协助，即便他们不得



不关闭法院。秩序将由社会压力、团结、非暴力制裁来维系，可以使用地下法庭与独立仲

裁者。 
 
政府官僚机构与公务员应该全面地拒绝政变者的指令，就像在卡普政变中发生的抵抗一样。

或者，政府官僚机构与公务人员可以只是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对政变者的命令置之不理，

并破坏新政策的实施。 
 
当警察公然蔑视政变者，继续履行其正常职责，同时拒绝执行政变者非法指令的时候，他

们干得最有成效。在极端胁迫下，他们可以假装遵守政变者的命令——但推三阻四、阳奉

阴违、消极怠工，实际上根本就没执行这些命令。 
 
记者与出版业者拒绝屈服于政变者的审查制度，应该发行被禁的报纸、新闻快报以及其他

出版物，无论是以大版本还是以小版本。广播员与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地下电台、或者从未

沦陷区甚至从境外来播放抵抗运动的广播节目。例如，戴高乐总统与德勃雷(Debré)总理

从巴黎通过广播，锁定在阿尔及利亚参与政变的法国士兵及官员，呼吁他们不要服从叛乱

的长官。 
 
与此同时，应该努力去说服那些参与政变的人，特别是那些军队中或其他组织中被命令支

持政变的基层人员，他们应当拒绝服从执行非法行动的命令。在这些人遇到很大危险的情

况下，他们更可能采取各种规避方式或者消失在民众之中，而不是支持违宪的叛乱。 
 
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曾有反抗政府压迫的抵抗者积极尝试与敌方部队保持友好关系，并

规劝他们在镇压行动中适可而止，甚至加入民主抵抗运动。有时这样的努力的确成功了。

政变抵抗者必须要了解这些选项并准备好去运用它们。 
 
这种制度性不合作的累积效应，将会阻止政变领导者同时控制政府与社会。假如政变无法

迅速崩溃，通过阻止这种控制，防卫者得以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继续长期抵抗的能力。 
 
 
 
 

对镇压与威胁的反抗 

 
当政变者面对强大且准备充分的反政变防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威胁严重，因而可能

用镇压的方式来回应。无疑，这对防卫者与全体民众来说会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诸如逮

捕、监禁、殴打、集中营、枪杀、处决等都会造成防卫者的重大伤亡。然而，除非这些镇

压措施在防卫者中造成恐惧与屈服，否则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正是对

手的镇压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对手的镇压也不比在常规战争中敌人还击、打伤和杀

死己方士兵更令人绝望。 
 
为了对付反政变防卫，可能用镇压来粉碎抵抗、同时造成恐惧。中国有句成语：「杀鸡儆

猴。」不过，如同过去的无数抗争所展示的那样，只要抵抗者与民众拒绝因受到威吓而逆



来顺受，镇压就可能失败。 
 
非暴力反抗时常冒着严重伤亡的危险，但比起双方都使用暴力，它所带来的伤亡要少得多。

同时，比起选择使用暴力与军事上严阵以待的对手展开火拼，坚持使用非暴力抗争，其成

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政变者可能会借着诸如杀害国家元首与其他高层的政治领袖等手段来展现其残酷无情。这

样的暴行可能不只是为了让民众出于恐惧而接受政变，这样的杀戮也可能是为了制造政府

领导职位的出缺以便政变者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反政变准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明晰

地确定政治继承的顺序，至少要有若干替代者。 
 
 
 
 

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 

 
 
认识到暴力可以削弱非暴力抗争的动力机制与力量后，政变者可能会处心积虑企图刺激抵

抗者去使用暴力。将暴力与使用暴力的计划栽赃给抵抗者。可能会用镇压、特别是残酷镇

压，去刺激抵抗者选择暴力回应。还有些时候，将密探安插进抵抗团体内部，让他们怂恿

民众使用暴力，甚至让他们自己采取暴力行动，以坐实抵抗者正在使用暴力的指控。如果

防卫者不想破坏他们自己的防卫，便必须严格拒绝所有挑起暴力的行为。 
 
反政变防卫以非暴力抗争技术为基础。非暴力抗争的大战略需要勇敢抗争与非暴力纪律两

者相结合 15。杀害那些知道自己身处于叛军中的年轻士兵，不仅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

使用暴力，特别是抵抗者造成的杀戮，会在几个方面破坏非暴力抗争。抵抗运动的暴力会

使得政变的基本支持者与军队团结起来对付反政变的防卫者。与之相反的是，对这些士兵

的主要防卫战略是削弱他们的士气，诱导他们变得动摇不定甚至弃暗投明。而当士兵成为

抵抗者暴力攻击的目标的时候，就几乎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了。 
 
防卫者的暴力行为会被政变者拿来“正当化”他们本来无论如何都会使用的全面镇压。它

也会被政变者利用来宣称他们正在把国家从恐怖主义与内战中拯救出来，并维持“法律与

秩序”。防卫者的暴力行为也会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人民更愿意参加一场完全非暴力的

抵抗运动而不是支持或使用暴力。 
 
对公开抗命且纪律严明的非暴力抵抗者的镇压，有时候会造成与镇压者的预期适得其反的

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种强烈趋向：暴力镇压反过来不利于镇压者自身的权力地

位。这个过程被称为「政治柔术」(political jiu-jitsu) 。 
 
对勇敢但非暴力的抵抗者的镇压，会在几个方面对镇压者的权力地位产生伤害。这种镇压

与残暴的冲击有时候可能会有助于增加防卫民众中的抵抗者人数，并有助于坚定他们的决

心；它们也会在政变者部队及其他支持者心中留下质疑与异议，造成不安、反对，最终导



致在政变攻击者自己的支持者、工作人员及军队中出现不满与抵抗。对非暴力防卫者的严

厉镇压也可能引起国际上对政变更强烈的反对，促使国际舆论反对政变者，并促使国际上

采取外交和经济行动制裁政变者。 
 
这种政治柔术过程的发生大有助益。不过，反政变防卫的战略不应该依赖于它。相反这个

战略应该主要集中在否定政变者的合法性，并且通过大规模的不合作与政治反抗来对抗叛

变者取得控制的企图。 

———————————————————————————————————————

— 
15 参阅 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p. 586-620.  

总之，反政变防卫者保持“非暴力”的抵抗行为将有助于： 

(1) 赢得同情与支持， 

(2) 减少伤亡， 

(3) 引发对方部队的不满与反叛， 

(4) 最大程度地吸引人们参与非暴力抗争， 

(5) 赢得更广泛的支持。 
 
非暴力纪律是达到这些目标的关键要素。 
 
 
 
 

国际社会的支持 

 

 
 
反政变的防卫行动只是偶尔地，像 1991 年 8 月苏联政变和 1991 年 9 月海地政变那样，得

到了来自国际社会采取或威胁采取外交、经济行动的重大支持。然而，就国际制裁想要在

海地使阿里斯蒂德((Aristide)总统复位的案例来看，借助大规模国际行动来对抗政变不见

得是有效的。相反，成功的防卫主要依靠发生政变的国家内部的不合作与反抗。 
 
不过，有时候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反政变的抗争还是能够有所影响的。外国政府可以拒绝外

交承认政变者并宣布禁止经济援助，就像美国与其他国家在 1991 年对苏联政变所做的反

应那样。这些外国政府与社会团体，也可以给防卫公民提供技术上与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出

版、广播、电视、电信等方面的支持。这些措施可以事先规划好。 
 
这种具有非暴力与公开抗命特质的反政变防卫类型，可能会激发出许多国际舆论的关注与

同情。有时候政治上的同情可能会导致对政变者外交上与国际经济上的压力。1991 年苏

联政变的失败，国内的行动——特别是士兵不愿服从政变者的命令——看起来要重要得多。

不过，外交压力与国际经济行动的威胁似乎也是重要的补充因素。这个例子说明了在某些

情况下，国际压力能够进一步削弱政变者，同时增强公民防卫的事业。不过，不应该抱持

浪漫的想法，认为在受攻击社会本身没有进行坚定而强烈的防卫的情况下，只靠国际舆论、



外交与经济压力就能击败政变。 
 
 

抗争中的战略转换 

 
 
在否定合法性与拒绝合作的基础上，到了某些特定的时刻，为了将防卫者抵抗运动的影响

最大化，公民防卫者可能需要做出战略转换，以应对攻击者的新目标，修正防卫者中暴露

的弱点或利用意料之外的优势。 
 
政变的领导者可能很快便会发现，他们遭到的抵抗是来自于由社会机构组织起来的普通大

众的综合战斗力。政变者可能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住整个社会，而且抵抗

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迫使他们取消整个冒险行动。如果这一点没有发生，防卫者就必须加强

努力，破坏攻击者的政权。 
 
在政变者的控制已经明显地被削弱或者看起来很快就可能如此的情况下，就是开始要再次

强力应用否定与拒绝战略的时候。不过，这也可能被证明是只针对特别重要问题进行集中

抵抗的战略之前的另一个冲突阶段。或者，全面不合作战略很可能是给予政变的最后一击。 
 
 

 
持久的成功 

 
 
 
反政变防卫的成功有赖于几个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抵抗的精神、防卫民众的团结、

防卫社会的力量、人们维持抵抗与非暴力纪律的能力、政变者的优势和弱点、政变者攻击

战略的选择，还有防卫战略的智慧。 
 
 
只有那些已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精巧而强大的政治工具、并以明智的战略进行运作的人才能

在反政变防卫中取得胜利。与军事冲突一样，在这种类型的防卫中真实的力量和防卫力都

是必需的。宪政的防卫者不可能战无不胜，就如在传统战争中会打败仗一样。然而，有强

烈的迹象表明，意志坚定地使用反政变防卫的人民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成功，并且与军事抗

争相比，伤亡和破坏也都更少。 
 
 
 

防卫需要长期化的情况 

 
 
如果反政变防卫没有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内取得成功，就会产生新的战略情势。政变者将可



能成功获得了些许合法性、接受度、合作与控制。冲突会从短期的反政变防卫演变成反对

既存独裁政权的较为长期的抗争。因为这是相当不同的冲突情势，这里只能概述一些关于

抵抗的大致建议 16。 
 
在那样的抵抗中，因为社会需要维持较为长期的抗争，所以与新政府全面不合作的战略很

可能行不通。相反，为了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采取在不同关键点上集中抵抗的政

策，直到由此导致的双方力量平衡的变化有利于使用更为广泛或全面的不合作。 
 
抵抗既存独裁政权的长期防卫战略需要聚焦在两个主要目标上。首先，必须防止政变者获

取除独裁政权本身以外的任何其他主要目标。假如独裁者寻求其他方面的统治，如经济、

意识形态或政治等，那么解放计划就需要集中力量阻止这些目标的实现。这就造成一种

“选择性抵抗”的战略，有时也称之为“关键点抵抗”。 
 
在选择性抵抗的战略下，各种专业与职业的人们可以只针对重大问题抵抗。例如，警察可

以在努力阻止犯罪分子利用这种情势的同时，选择性地拒绝去搜寻及逮捕民主派抵抗者，

或者提醒人们注意即将采取的逮捕与镇压行动。教师可以拒绝在学校讲授政权的宣传。工

人与管理人员可以使用罢工、延误与阻挠等方式来阻止对国家的剥削。神职人员可以继续

在布道时告诫，人们有义务拒绝帮助独裁者。 

———————————————————————————————————————

— 
16  参阅 Gene Sharp,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iberation. (Bangkok: Committe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in Burma, 1993 and Boston: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2.)  

 
长期防卫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保护社会机构的自治。当反政变抵抗没能快速成功时，新的

独裁者们可能会企图控制社会上各种机构并迫使他们保持沉默。这种企图也会特别针对那

些早前曾涉入防卫抗争的机构，例如，法院、学校、工会、文化团体、专业社团、宗教机

构等等。如果这些机构被控制，社会未来的抵抗能力将会遭到进一步削弱。因此，长期的

民主抗争必须坚定地抵抗入侵者控制社会机构的任何尝试。这些机构不仅是抵抗的重点，

而且是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抵抗组织，它们能够采取行动保卫社会免受独裁者的控制，并恢

复合法的政治制度。 
 
这里提到选择性抵抗的战略只是想要表明，即使最初的政变防卫失败也不一定会使整个社

会陷入长期的独裁。不过，反政变防卫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早在政变者巩固他们的控制之

前，就全面、快速地阻止夺权行为。 
 
 
 

瓦解政变 

 
 
不过，也并不一定就需要这种对抗既存独裁政权的长期防卫。最初的反政变防卫抗争可能

早就获得成功。如果公民防卫者即使受到镇压依然能够维持他们的纪律并且坚持反抗与不

合作，而且能让民众的重要部分都参与进来，那么，政变者想要完成他们目标的努力将会



受挫并最终被完全阻止。 
 
有准备的人民及其机构的抵抗可能最终会压垮政变领导者。他们政变的目标可能会遭到拒

绝，政变者企图控制社会的努力可能会失败。政变的企图也许只是把政变者放进了政治的

马蜂窝。意志坚定、拒不合作与服从的防卫者的数量稳定增长。抗命的防卫者走向成功，

走向一场充满勃勃生机且持久的胜利，这可能会变得显而易见。 
 
那时，在回归宪政体制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小心谨慎，尤其在原来的政治领袖们已被政变者

杀害的情况下更需如此。可能的话，应恢复之前依宪政程序选出的领导们的职位，应该实

施原来的宪法与法律，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再加以修正。应该尽可能快地采取措施，开始修

正合法性问题以及解决曾使得忿忿不平的人们支持政变的各种社会不满。社会与政府也将

尽其所能谨慎思考如何能够改进政府的民主品质。 
 
 
 

威阻政变 

 
 
充分准备好的反抗政变的防卫能力，能够对潜在的政变者起到令其望而生畏的吓阻作用。

在众人皆知社会有一套充分准备的反政变防卫措施的情况下，妄想篡权者会预估到最好的

情况是遭到顽强抵抗，而最糟的下场则是身败名裂的失败，因此他们很可能就会断了发动

政变的念头。 
 
假如潜在的政变者，甚至在任政府的领导者都知道，如果他们不遵守宪法对他们职权的限

制，社会的民主意志就会通过政治反抗与不合作的方式而被强制执行，那么，他们就很可

能决定安于扮演符合宪法的角色。 
 
这种吓阻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令人信服的、对政变进行有效抵抗的能力。因此，吓阻内部叛

乱的唯一准备方式就是，为对抗政变攻击的强大的不合作与反抗运动打下基础。 
As in military defense, no deterrence capacity is guaranteed to succeed. Attacks may 
nevertheless occur. If a coup is attempted despite extensive preparations for resistance, then this 
type of defense could defeat it effectively and potentially very quickly, and restor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ithout the risk of civil war. 
和军事防卫中的情况一样，无法保证吓阻能力都能奏效。政变攻击还是可能会发生。尽管

做了抵抗的全面准备但政变还是发生了，那么这种类型的防卫就能有效地，而且很可能非

常迅速地挫败政变并且恢复宪政政府，而没有内战的风险。 
 
 
 

倡导反政变防卫 

 
 
这个政策的初始步骤就是必须在全社会传播反政变防卫的观念，以及探索在反对篡权的防



卫中最强有力的抵抗方式。即使这种观念还很新，个人与组织也依然可以发起一个信息与

教育计划，也可以通过包括文章、新闻报导、公开会议、讨论团体、无线广播、电视、专

题讨论、各种组织的演讲者、小册子、书本等在内的沟通与教育方式。熟知关于通过不合

作和抗命的方式政变可以被成功抵制这个观念，是社会主要公民机构开始必要的认真思考

和提供积极支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为这种防御做有组织的准备的先决条件。 
 
很显然，思考、采纳与实践这种反政变防卫时，不能指望得到有潜在政变意图的团伙的支

持。然而，如果反政变政策得到“跨党派”的考虑、支持及参与，它就会得到强化。跨党

派做法的目的是要整合持不同理念与政治立场的个人与团体，取得他们对发展、采用与实

践反政变政策的支持。经过这么多元与广泛的考虑，大多数民众对反政变政策的支持很可

能会更为坚定、更为一致。 
 
 
 
 

反政变防卫之采用 

 
 
要使强有力的反政变防卫能力可以被采用，有三种主要方法。 
 
1.如上所述，通过向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对大战略及反政变抵抗的多种形式的认识和理解； 

2.通过组织公民社会中的各个机构，使他们做好对抗与抵抗这类攻击的准备； 

3.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以及政府结构内部的组织架构的改革，使政府不会被政变者所掌控。 
 
理想状况下，所有三种方法都应该按某种顺序或某种组合进行应用，这取决于特定情况下

的可能性或可行性。不过，即便不确定最后要采用和执行哪种方法，还是可以开始进行教

育与思考。 
 
 
 
 
 

公民机构的准备 

 
 
尽管许多民主政府是脆弱、易受攻击的，但并非所有的政治领袖都了解准备反政变防卫的

可欲性与可行性。具备抵抗政变的防卫能力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而且还必须加以发展。

在政府不管基于何种理由而没有主动采取反政变防卫的政策，也没有为该政策做准备的情

况下，社会可以自行采取行动，因为在所有稍有公民自由的社会这条路都是畅通无阻的。

在这些案例中，公民机构本身为反政变防卫所做的直接准备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反政变防卫的基本观念与抵抗的原则都是可以普遍传播的，因而这样的准

备也可以由社会公民机构发起，独立于政府的参与之外。 



 
当然，这些准备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认为现政府是最好的，或者是没有严重的局限或问题

的。观点不过是，可能的政变者所强加的政权极有可能要更糟糕得多。因此，阻止通过政

变建立一个更专制、更具压迫性的政府，是对政治体制与社会做出必要改进的先决条件。 
 
被定为攻击目标的现政府可能经常弊端缠身，比如普遍的贪腐或者社会断裂，比如“法律

和秩序的崩溃”。政变者可能会或真诚或虚假地宣称，为了匡正时弊，他们的政变势在必

行。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他们受到大量民众的支持。即使如此，还是要防止这些政变。 
 
新政权可能无法终结贪腐，而且支持“法律与秩序” 的说法也可能被利用来建立新的专

制或独裁的政权。用政变的方式来纠正问题，在如何更换一个问题政权方面开启了危险的

先例。事实上，这次政变也许就是来了个南辕北辙的转弯，因而下一次政变则可能更加险

恶得多。有几个可能的补救办法，其中之一包括通过传统形式的行动，或是确定有限目标

的非暴力抗议或者抵抗而开展的精心聚焦的运动。 
 
作为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变革技术，政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危险的，即便政变者宣称政变是

为了纠正一些严重的问题。在政治当中，某一人的行为时常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另一方

面也并不总是公开所有的意图。 
 
非政府机构与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沟通手段在全社会上下广泛传播反政变防卫的基本观念。

这些公民团体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团体合作来启动与执行反政变防卫的政策。他们可以从

教育自己的成员做起、进行准备，以及规划他们那部分社会和人口应该如何最有效地行动，

以协助击败未来可能的政变。比如，在通讯、运输、政府部门、警察、宗教、教育及社会

每个主要方面工作的个人、团体、机构，都需要规划如何有效地阻挡政变者的控制。 
 
即使在全国性的反政变防卫政策尚未被采纳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反政变防卫的强力准备融

入到教育与政府机构组织之内。在某些状况下，由公民机构所组织的准备也会有地方与区

域性政府的参与，并且与国家政府机构中的人员与团体有所合作。 
 
这种规划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将焦点集中在社会的某些领域，它们对政变者来说是获得合法

性与控制的优先领域。高优先级的领域包括对政府机器 (公务员、官僚等等)及对警察与军

队的控制。高度重要的领域还有报纸、广播、电视、电话、水、能源和食物供应等。通过

这些在教育、组织、规划和准备方面的举措，可以制定适合具体国情的、阻止未来政变的

全国性计划。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就可以变得非常强大，即使没有政府的倡议。 
 
如果这些机构很强大并且可以代表社会的多元构成，那么由他们去准备并且指挥一场足够

有力的反政变防卫，从而能够在政府本身甚至没有参与这个防卫组织的情况下打败政变进

攻，也是有可能的。 
 
 
 

 



政府启动的准备 

 
 
在社会具有高度民主，或者至少政治领袖们希望他们的社会和平发展而不出现政变所带来

的突变的情况下，政府就可能会采用反政变防卫的政策。立法机关与政府的其他部门能够

制定措施，以准备有效防范未来的政变。这些措施可能需要借助宪法的、法律的和组织的

改革，而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变者攫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  
 
比如，1997 年泰国所采用的新宪法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第 65 条规定： 

一个人有权利和平抵抗任何以某种违背此部宪法 17所规定之方式的手段而谋取统治国家

权力的行动。17 

 

——————————————————————————————————————————————————————————————————————————————

—— 

17 泰国宪法。此处使用经过验证的英文版本，网址 www.krisdika.go.th/law/text/lawpub/e11102540/text.htm。 

 
显然，这样的宪法条款意义重大。不过，要使之产生效力还必须有另外的法律条款来实施

这条原则，同时也需要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将不合作的准备做得足够强大，这样才能成功。 
 
如果可能的话，政府本身应该参与对反政变防卫观念的传播以及充满活力的防卫准备，这

样做能够取得重大优势。 最重要的优势当然是整个政府机器能直接准备对抗政变者的夺

权行动。官僚体系、公务员、各部委、行政部门、警察与军队都可以加以训练，以发起广

泛呼应的抵抗。公务员、媒体从业人员、通讯人员、警察、军队与地方、区域及省政府的

雇员可以自己并为自己拟定反政变抵抗的具体义务与指导原则。如果让国家机器的这些组

成部分无法为政变者所使用，那么，防卫则将比相反情况下更为广泛而且更有力，同时，

抗争的过程也许会比较短，伤亡也许会比较少。 
 
 
 

动员防卫的可能立法与规划 

 
 
政府的准备可能需要新的立法以及相关条文的实施。为此，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关于政府

如何准备的更全面的讨论，请参见附录一；关于公民机构如何准备的讨论，请参见附录

二。)：  

  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公民抵抗政变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拒绝给予他们承认政

变合法的权利。  

  可以立法规定，所有警察与军队有义务拒绝参与或协助政变。 

 可以立法规定，所有政府员工有义务拒绝与政变者合作或服从于篡位者。在政变期

间，政府员工有义务根据既有宪法的与法律的程序和政策继续工作。  

 可以立法规定，所有在通讯、媒体以及交通运输领域工作的人员有义务抵抗政变者

的审查，拒绝与政变领袖合作或为其传达命令。  



  可以立法规定，所有公立及私人的财务金融机构有义务拒绝与政变者的财务往来。 

宪政政府可以在危机之前就与所有与其建立关系的国际机构、组织及政府进行沟通，

告知它们，一旦发生政变，这些实体应该保持对宪政政府的承认，并拒绝与政变者

建立任何联系。  

  发生政变事件时，宪政政府内的个人与机构可以吁请宗教与道德领袖谴责政变攻

击，并且感召他们的追随者拒绝与政变者合作。  

 宪政政府可以制定领导人继承的计划，以防政府重要建筑被攻占或政府官员被监禁

或处决。  

 立法机关可以准备好在政变被粉碎之后宪政政府应该如何重新掌控国家的规划。  

 立法机关可以呼吁各组织与教育机构去开发并讲授这样的课程：教导公民，他们有

权利和义务拒绝与图谋的政变合作。 
 
在这个规划的所有内容中，都必须要明确指出，反政变抵抗运动的本质是非暴力的，任何

人都不能使用暴力去对抗那些非法支持政变的同胞。同时也要明确指出，那些被判犯下发

动政变或与其合作罪行的人将面临怎样的惩罚。 
 
 
 

其他类型的准备 

 
 
除了准备和传播反政变抵抗的一般性指导原则之外，还有可能为防止政变做其他一些类型

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以组织训练演习，在演习中，假想的政变会遭到排练好的公民抵

抗运动的反抗。这些演习可以在住宅区、办公室或工厂、各省市以及全国各地举行。 
 
对于此类反抗政变的防卫，技术上的准备也是必要的。在政变者已经占领了重要枢纽并夺

取了现有报纸、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设施的情况下，就会需要用于通讯的供应和设备。地

下报纸、抵抗传单与地下电台所需要的出版用品与广播设备应该准备妥当并隐藏起来以备

不时之需。还应该事先安排，将此类广播电台、通讯中心或印刷厂设置在愿意提供支持的

友好国家境内。 
 
 
 

反政变防卫的后果 

 
 
反政变防卫政策的目标是，阻止政变者所强加政府之运行，使攻击者无法统治其所攻击的

社会，并使民众即使在受到攻击时仍能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和自我指导，从而维护宪政政府。

维护宪政政府是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能够遵循国家所珍视的原则而捍卫和扩大

自由，并继续改进社会的，正是他们。 
 
这个反政变防卫政策有若干重要的建设性特质。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而不是依靠子



弹与炸弹；是基于人类机构，而不是基于军事科技。它是一个为自由服务的政策，而不是

以内战作威胁或是屈服于新独裁政权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能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地采用与

实行，那么它将对解决政变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这将会限制新独裁政权的

增加，减轻暴政在这个世界的泛滥。 
 
这个政策是一种依靠人民力量的创造性防卫，寄希望于即使在重大危机的情况下人民仍可

以成为并始终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这个政策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附录一： 

立法与政府的其他准备 

 
政府可以做出重要准备以预防及击败政变。这可能需要新的立法并加以实施。在这项立法

以及有关责任义务的声明中，必须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使用暴力来对抗有违法行为的同胞。

以下是为达成这个目标所建议的法律措施和程序： 

1. 宪法条款应该要规定，任何公民，不论其在社会中的身份、职责、及立场如何，都没

有权利承认发动政变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为合法政府。 

相反，所有公民无一例外地都有宪法义务，否定任何政变者的合法性，拒绝所有与他们的

合作及对他们的顺从。在反抗政变者期间，公民们应坚持不懈地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并协

助满足他们同胞的必要需求。 
 
2. 应该制定专门法律，规定所有全国性的、地区性与地方的政府雇员与公务员拒绝协助

政变的法律责任。他们的法律责任应该是，坚持只依照既有(政变前)的宪法的与法律的程

序及政策从事他们的工作。法律也须规定，他们必须拒绝服从任何篡权团伙并拒绝与他们

有任何合作。这种拒绝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变者无法得到任何行政上的支持，从而无法推行

他们违法的命令，达到任何违法目的。 
 
3. 应该制定专门法律以实施新的宪法条款，规定警察与军队的所有成员有下述法律责任：

不仅要宣誓效忠宪政政府而且要发誓——或许在入职誓言中——拒绝参与任何组织或发动

政变的阴谋。设若将来发生政变，这些人就有义务拒绝服从、服务于任何企图夺取国家机

器的团体，或拒绝与之合作。 

必须授权各级警察和司法系统成员，继续实施原来制定的法律、政策和程序，而且仅仅实

施它们。他们必须无视从企图非法篡夺政权者那里接到的，或者由他们宣布的任何新政策、

政令与命令。具体而言，他们可以提醒那些可能会被逮捕的个人与团体，而且应该拒绝搜

寻与逮捕那些反对政变的爱国抵抗者，无论他们采取的是个人行动还是以团体方式进行抵

抗与示威。 

有时候警察的这种抵抗可以相当公开地进行，在另一些时候，警察则可以假装服从政变但

事实上却并不如此。比如，他们可以向上级报告说，无法找到并且逮捕被通缉的人。 

如果接到命令去驱散街头示威，那么，警察的抵抗也有多种方式，从仅仅出队到场但根本



不采取镇压措施，到本人作为抵抗者而加入示威队伍。绝对不允许警察成为篡权者的镇压

工具。 
 
4. 除了抵抗政变者之外，警察有义务尽其所能积极协助抵抗运动。例如，在过去的抵抗运

动中曾发生过，警察出动警车将抵抗运动的报纸及其他宣传品运送到城市或地区中需要它

们的其他地方。 
 
5. 士兵与军队中的其他成员绝不能允许他们自己变成那些图谋取代宪政政府的人的镇压工

具。在政变是由军队长官所发动的情况下，相较于政治集团在强制实施他们对政府与社会

的非法统治的过程中请求军队的服从，士兵们的不合作与不服从可能会尤其困难。 

与警察的选择类似，在这种困境中，反对政变的士兵可以采取一系列行动中的任何一种，

但其中没有一种是为篡权者服务的。例如，面对街头示威者的时候，他们可以心平气和，

或者，在接到向抗议者开火的命令之后，他们可以向人们头部以上开枪，以免伤到任何人。

他们也可以尝试鼓动所属的部队公开反抗篡权者，或者在不使用军事武器的情况下，参与

到特别危险的反对政变者的抗议与反抗行动中。 

警察与军队的公开抵抗很可能都是出生入死之事，因为对抗命与兵变的惩罚常常是处以极

刑。因此，其他反抗政变者的较少锋芒毕露的方式就值得详细研究并加以运用。 
 
6. 应该制定专门法律，规定所有从事通讯工作的个人与组织有法律义务坚持只忠诚于宪政

政府。这将意味着在政变事件中，他们有法律义务去拒绝服从政变者强行审查的企图，拒

绝发表政变者的声明与命令，以及拒绝遵守政变者的任何其他非法命令。 

如果常规的通讯、印刷与广播设备因政变者的镇压行动而不能用于正常活动，也不能为合

法政府所使用，那么这些专业领域的人员以及其他的公民就有责任在篡权者控制之外在民

众中建立新的通讯方式。 
 
7. 在政变事件中，服务于各级政府的所有人员与团体都应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继续实

施既定的政策与程序，无视篡权者所发布的新政策、新命令与新指示。 

在初期可能出现的条件下，政府雇员还能在他们原本的工作岗位上做这样的抵抗。当政变

者发动的镇压让人无法容忍的时候，这些个人与团体则可以举行罢工或者不辞而别。绝不

允许政府机器成为篡权者控制整个社会的工具。 
 
8. 应该制定专门法律，规定所有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个人与组织有法律义务拒绝篡权者的

所有命令，让交通运输系统不能为政变者所用，反而用它来帮助抵抗运动。 
 
9. 应该制定专门法律，规定所有政府与私人的金融机构、所有银行、商业机构及其他财务

机构，以及所有的工会及类似社团有法律义务拒绝与篡权者有任何财务往来。 
 
10. 早在政变发生之前，政府就应该与所有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政府以及所有的国际组

织，包括联合国，做好沟通，要求这些实体拒绝与潜在的篡权者保持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正

式联系，而应该只承认宪政政府。 
 
11. 立法机关和政府各部门应该制定在政变者占据政府建筑，监禁或处决政府官员及民选



代表，或采取了类似镇压行动的情况下如何延续合法领导的各种紧急应变计划。 
 
12. 立法机关应该事先制定严谨的计划：政变瓦解后宪政政府将如何恢复全面正常运作。

在过渡时期，不能允许任何其他篡权者集团以不民主的方式强制实行自己的统治。应该制

定法律条款规定，如果出现前任官员在政变与反政变防卫过程中丧生的情况，其他人须如

何合法地继任这些出缺的宪法职位。 
 
13. 立法机关在政变发动之前就应该敦促和支持国内所有的独立机构、组织、社团及所有

教育机构都参与教育他们的成员以及一般公民，告诉他们，拒绝接受篡权者并且采取不合

作与反抗行动来对抗任何政变企图是他们应尽的爱国义务。 
 
14. 立法机关也可以制定法律，拒绝承认政变参与者通过违法活动而获取的任何长久的财

务收益，同时还须禁止他们在任何未来政府中工作或担任职位。 
 
15. 立法机关也应该考虑，对发动政变及与政变合作之行为，还应该制定哪些其他的惩处

办法。 
 
这些条款必须考虑到，如何鼓励政变的早期支持者改弦易辙乃至加入反政变防卫的行动。 
 
 
 
 
 
 
 

附录二： 

公民社会的反政变防卫准备 

 
如果公民社会机构对政变有所准备并且有能力抵抗任何夺权的阴谋，那么，政变发生的可

能性就变得较小，而击败任何篡夺国家政权图谋的可能性就变得较大。 

防卫应该由非政府组织与社团、教育机构、经济组织、通讯与交通机构、宗教组织与机构

以及其他团体来共同准备和施行。 

公民社会的抵抗活动或是可以通过支持政府防卫措施的方式来进行，或是可以在政府没有

防卫措施情况下，以公民创制的方式独立而直接地实施。 

不论上述哪一种情况，社会独立机构事先所做的反政变抵抗的准备，都会使得政变的策划

者在发动攻击之前再三思考。如果他们无论如何还是发动政变，则这些准备将会增强反政

变防卫的力量。 
 
这些准备与抵抗可以大致分为五种类型的活动：(1) 公共教育、(2)媒体、(3)政治组织、(4)

宗教机构，与(5)特殊团体与机构。 
 
1. 公共教育 



这些非政府机构的任务包括教育它们的成员与普通公民，告诉他们什么是拒绝非法篡权者

的有效方式，如何发起广泛的不合作及对政变者统治企图的反抗。其目的就是要使非法的

控制和统治无法得逞。 
 
公民社会的所有机构都应该努力参与教育他们自己的成员，而某些机构特别适合于影响一

般公众。这些机构包括正式的教育体系与媒体的各种分支，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网络与电影。这些公共教育措施的政治内容包括两点： 

(1) 对任何政变者的合法性予以否认的重要性， 

(2) 让政变者无法建立并维持非法统治的不合作与反抗的重要性。 
 
除了在如何抵抗方面给予明确指导，还可以使用有关以往反政变抵抗的纪录片与电影。有

关其他国家没有抵抗政变所造成的后果这方面的信息可能也很重要。 

有必要告知公众非暴力抗争的特点，包括它的许多方法以及它在冲突中运作的方式。 
 
有时候，公开的街头示威可以用来传达对非法夺权的反对立场。不过，在另一些时候，这

种冲着政变部队枪口而去的街头游行活动可能最不可取。这样的行动不仅可能导致大量的

伤亡，也可能让公众产生恐惧并因此而屈服。 
 
因为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早在危机发生之前便必须明确告知公众，有其他比较不那么危

险但仍然可以清晰无误表达反对立场的抗议与反抗方式。例如，如果广大都市居民在特定

时间内干脆闭门不出，待在家里、学校或其他建筑物内，那么街道上就会空空荡荡，就不

可能变成杀害或恐吓抵抗者的射击场了。然而，这些空旷的街道仍会传达广泛反对的信息。 
 
2. 媒体 

社会媒体的成员—新闻记者、报纸与杂志的编辑、电台与电视的播音员及导播、印刷工会、

通讯助手等等 —都可以事先组织对抗政变的防卫，包括抵制政变者审查的计划、为宪政

政府传达信息给普通公民们的计划，以及拒绝帮助政变者向民众传达信息的计划。 

此外，媒体人还可以为通讯做事先准备，以防他们的营运中心沦陷或必须要躲藏起来。如

果政变者控制了社会的媒体设备，印刷工会、无线电台的操作员及其他人，那么可以宣称

因机器故障而无法执行政变者的指令；还可以制定准备地下印刷机和秘密电台设施的计划；

也可以安排筹备从邻国广播。 

所有这些行动将会显著地限制政变领导者能从民众当中获得的正当性与控制，因为那些领

导者将无法全面控制社会能够获得的信息，而且防卫者有能力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公众进行

广泛的沟通。 
 
3. 政治组织 

致力于推进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议程的政党和超党派组织，都应将此列入其使命，即努力

教导其成员和公众，使他们了解反政变防卫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他们原有的组织联系和网络也可以显著地帮助传达对所需抵抗的指导，而且显著地帮助展

开反政变防卫。 
 
4. 宗教机构 



宗教与道德的领袖与团体应该敦促他们的信仰者与支持者将政变视为对宪政民主的攻击，

既不道德也违背他们的拥护者与信仰者的生活行为准则。因此，如果发生此类攻击，那些

宗教与道德的领袖与团体应该敦促他们的信仰者与支持者履践其信仰，不但拒绝给予政变

者任何合法性，拒绝与其合作，拒绝服从他们，而且还积极参与反政变防卫的行动。 
 
5. 特定团体与机构 

社会里单个团体与机构的成员及干部也可以组织起来阻止政变者控制他们所在的社会区域。

比如，在运输、经济活动、大众媒体、通讯、宗教机构以及所有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与服务

部门从业的公民社会成员，都需要准备与采用不合作与抗命的行动，以维持他们独立于政

变者的地位。 

阻止政变者及其支持者攫取这些实体与机构的内部控制权的企图，对这些实体与机构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政变者甚至可能企图摧毁这些独立的实体与机构，并以受控于政变者或附

逆者的新机构取而代之。这些行动也必须击败。 
 
公民与他们的非政府机构应该展开准备工作，并且在危机来临时应该发动事实上的抵抗。

这种反政变的抵抗运动可以根据政府事先的反政变防卫计划来发动，或者像之前所提到的

那样，如果没有制定这样的计划，则可以独立发动。 
 
这些民众团体与机构运营或控制着重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产业功能。比起那些研究此

类抵抗的理论家，他们通常会更加得心应手地确定不合作与反抗的哪一种特定形式能够最

有效地防止社会的这些领域遭到篡权者的控制。以下是一些例子：  

 交通运输工作者，诸如卡车司机、铁路员工或者航空人员等，比起政府办公室人员，

可能会远远更为得心应手地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延缓或瘫痪运输系统，防止运输系统

被政变者控制。在抵抗者造成部分运输系统瘫痪或政变者进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能更知道如何将食物及其他重要的补给运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在通讯领域，只要手机与电子邮件系统仍然还在运行，它们就可以创造性地被用来

协助传达抵抗计划、发动抵抗活动，并且报告政变者的控制状况以及抵抗斗争的形

势。 

 当政府办公场所或原来的广播电台被占领时，为了因应紧急状况而被隐藏起来的备

份广播设备就可以用来防卫。  

 即使长官加入了政变者阵营，政府部门内的公务员仍可以继续独立地工作。除了公

开反抗之外，公务人员也可以通过行政延宕、错误归档重要公文以及类似的没有刺

激性但却有效地限制政变者控制的行动，悄悄地抵抗政变。  

 工会可以公开抗命，拒绝遵从政变者指挥经济活动的命令，而且可以继续进行那些

被禁止的活动，不论那些政变领导者、与之共谋的行政人员或企业管理者说什么。  
 

 可以纪念那些对国家和民主抵抗者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事件或基本原则的特殊日

子，即便政变者禁止这些活动，还可以指定新的日子来纪念反政变防卫中的伤亡者

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