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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日，俄罗斯民众
为遇害的反对派领导人涅姆
佐夫举行悼念游行。
供图/东方IC

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起起伏伏
文／那传林

2015年2月27日，曾经在叶利钦

杜马同意任命，而不是由在国家杜马

了打造新的国家杜马格局以对抗体制

时代担任俄罗斯副总理（1997年3月17

选举中获胜的党进行组阁。虽然俄罗

内的政治反对派——以俄罗斯共产党

日至1998年8月28日）的鲍里斯·涅姆

斯没有执政党，但在国家杜马却存在

为代表的左翼政党，2001年7月12日，

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杀害。作为

着 “ 政 权 党 ” —— 支 持 总 统 的 党 。

支持普京政策的中派“团结和祖国”

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之一，

1993年以来先后出现的“政权党”有

政党联盟产生，之后跨地区运动“全

涅姆佐夫的突然离去让人们在2011

“俄罗斯选择”、“我们的家园——

俄罗斯”又加入其中，并于2001年12

年～2012年俄罗斯国内抗议示威高潮

俄罗斯”、“团结”党、“统一俄罗

月1日成功地合并为“全俄罗斯统一和

退去后再次关注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和

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同时国

祖国”党，即“统一俄罗斯”党。在

政治反对派现状。

家杜马中更有叶利钦总统的政治反对

2003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

派——以俄罗斯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政

一俄罗斯”成为第一大党，至此杜

党，以及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始终批

马中的多数不再是政治反对派。2007

评叶利钦私有化政策和车臣战争的

年，“统一俄罗斯”党更是在第五届

没有执政党，但却有“政权党”
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分为体制内

“亚博卢集团”党（亦称“苹果”

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超过2/3的315

反对派和体制外反对派,这是俄罗斯

党）。20世纪90年代是政治反对派最

席，“政权党”成了“优势党”，一

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苏联解体后，

活跃的时期，杜马中的多数是体制内

党独大。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1993年颁布的宪法第83条

的政治反对派。

共产党只获得了57个席位，而“亚博

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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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为

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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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后因没有达

茨等人。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在不改变

反对派政治纲领的四个目标：俄罗斯

到所需票数而未能进入国家杜马，从

现有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对普京施加影

政治生活“去普京化”，强调人民权

而被排除在体制外。

响，寻求纠错，推行地方自治。他们

利，与贪污腐败犯罪行为做斗争，提

最大的目标是以现有的精英取代普

倡生活的欧洲标准。12月21日，“团

京。部分商界精英和自由主义媒体支

结”运动举行了第一次反对普京的游

持他们。

行活动。2010年3月10日，“团结”运

体制外的反对派：共同反对普京
200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说明，普

2.“革命”派：代表人物是纳瓦

京2000年执政以来所采取的经济增长

利内等人。他们认为与普京互动或参

模式和战略选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与选举毫无意义，倾向于不惜以任何

“团结”运动在俄罗斯经济危

俄罗斯固有的经济结构问题，受到包

方式、甚至暴力方式彻底改变现状和

机、反对“统一俄罗斯”党的腐败以

括政治反对派在内的各界越来越多的

执政者。部分商界精英支持他们。

及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反

质疑和指责。

动还拟就了《普京应该下台》的请愿
书，并征集俄罗斯民众的签名。

3.“圆桌会议”派：代表人物是

对舞弊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壮大，公

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出现在普

卡斯帕罗夫、雅辛、涅姆佐夫和霍

开表达政见，甚至举行游行示威，打

京2000年就任总统之后。其来源复

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主张采取波

出“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等口号，

杂，政见不一。既有作为自由主义者

兰社会变迁的“圆桌会议”方式，逐

反对普京的“政治垄断”、“威权模

的前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前副总理

渐过渡到议会制共和制，确保激进市

式”和“权力固化”，号召民众走上

涅姆佐夫、前总理卡西亚诺夫、2000

场改革与和平的宪政改革。他们认

街头并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诚实

年～2005年担任普京总统经济顾问的

为普京完全逆转了叶利钦时期的改

的选举”集会。同时，无法进入国家

伊拉里奥诺夫，也有民主主义者克雷

革措施。

杜马的各种政治反对派以此为契机再

洛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古德科夫和左

4.“修正”派：代表人物是左

次进行联合，协调抗议行动并同当局

翼人士乌达利佐夫，包括既是新自由

翼人士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支持议会

展开对话，2012年10月通过选举组成

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律师纳瓦利

制共和制的想法，致力于对叶利钦时

“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在当选的45名

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
“团结”运动领导人雅
辛。除了共同反对普京，
这些不同政治理念的反对
派之间并没有相同的政治
纲领和方针。他们认为，
普京2000年上台后采取的

期的改革进行修

俄罗斯的政治反
对派分为体制内反对
派和体制外反对派,
这是俄罗斯政治的一
个显著特点。

政治和经济措施改变了俄

委员会成员中，纳瓦利内得票最多。

正，认为普京继续
了叶利钦的改革但

普京的积极应对

有偏差。强烈支
持加入到集会中

面对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挑战和巨

去，以敦促现政权

大压力，为了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

做出改变。

2012年3月再次当选总统后，普京首先

5.“实践”

对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
重要改革。内容包括：

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道路，俄罗

派：代表人物是环保运动领导人奇里

斯已不再拥有叶利钦时代政治上的自

科娃等人。他们希望普京能够促进

1. 修改《政党法》中对注册政党

由，原有的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

“小企业”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行

的最低人数限制。2012年4月2日，俄

已经改变。

地方自治、发展人权、改革地方选举

罗斯关于简化政党注册手续的新《政

方式。

党法》生效。该法特别规定从2013年1

这些体制外的反对派既可以粗
略地分为激进的反对派（左翼人士、

为了共同反对普京，体制外的政

月1日起，政党注册的最低人数从4万

民族主义者）和温和的反对派（自由

治反对派2008年开始走向联合，12月

人减少到500人。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

主义者），也可以按照他们对普京

13日成立了“团结”运动。除了卡斯

的政党从2011年底的7个增长到2015年

的态度进一步细分：

帕罗夫、雅辛等著名反对派人士，今

2月5日的77个。

1.“影响”派：代表人物是著

年2月遇刺的涅姆佐夫当时也是“团

2. 恢复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

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克谢尼亚·索布恰

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团结”

2014年2月14日，国家杜马最终审议通

克、记者帕尔霍缅科、社会活动家卡

运动提出了被视为俄罗斯体制外政治

过了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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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原来只有党派参加的比例制

活动，事实上削弱了体制外政治反

选举制度恢复为多数—比例相结合的

对派的影响，巩固了先前政治制度

混合制选举制度，从而为小党的党员

设计的基本成果，保持了俄罗斯的

以个人身份参选并进而使其所在政党

政治稳定。

进入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
3. 普京还在俄罗斯地方领导人

政治反对派的前景

选举中建立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
2012年4月25日国家杜马通过了直选

虽然今天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在

州长的法律。政党制度和地方领导人

国家权力机关中的数量发生了这样或

选举制度改革后，截至2015年3月15

那样的变化，但仍然会在体制内外存

日，83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中已有10

在并发挥作用。

名无党派人士，一名共产党人，一名
自由民主党人。

首先，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
俄罗斯共产党将在国家杜马中长期存

其次，普京针对体制外的政治

在，支持它的不仅是赞同俄共观点

反对派可能得到的西方支持，在2012

的人，还有不喜欢“政权党”的人，

年7月20日签署修改后的《非政府组

如“公正俄罗斯”党从先前的“政

织法》。根据该法，接收海外资助并

权党”和普京的支持者转变为反对

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将被认

者。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

定为“外国代理人”。接受海外资

共产党的席位从2007年的57席跃升为

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需主

92席，“公正俄罗斯”党现有席位64

动向俄司法部申请列入特别名单，并

席，而“亚博卢集团”党和右翼力

在出版物和网络媒体上特别注明。这

量联盟已经连续三次没有能够通过

些组织必须一年两次提交活动情况报

选举进入国家杜马，如果它们不能

告，并接受年度财务审计。此类组织

在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

如违反法律，将被处以30万至100万

得席位，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从国家

2015年2月23日，希腊政府在最后

卢布的行政罚款。违反刑法者最高可

杜马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削弱政

关头向欧元集团提交了一份长达六页

被监禁四年。部分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治反对派的力量。

的改革计划清单。在这份清单中，齐

希腊债务危机进入
文／储 殷

高 远

指责该法压制“民主”，表示将联合

其次，乌克兰危机爆发特别是受

普拉斯政府在私有化、最低工资、养

抵制。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

到欧美制裁后，虽然体制外政治反对

老金、公共开支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上

调显示，2/3的俄罗斯公民支持这一

派继续活动，但俄罗斯宪法已经确立

均做出重大妥协。2月20日，欧元集团

最初由“统一俄罗斯”党议员提出的

了宪政制度的基石，体制外政治反对

表示，决定在希腊切实履行改革措施

法案。2012年6月，普京又签署了颇

派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政治格

基础上延长对希腊救助协议四个月，

有争议的《集会法》，大大提高了针

局与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

从而为国际债权人和希腊解决债务问

对游行、集会过程中违规现象的处罚

第三，俄罗斯已经有了基本的

题争取到更多的时间。然而四个月的

力度。7月13日，国家杜马三读通过

政治文明，执政者不会强力打压反对

延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希腊的债务

恢复刑法中诽谤罪条款的修订案：大

派，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政权党”

危机，欧元诸国在是否给予希腊新的

大提高了对传播虚假信息、损害他人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政治反对

财政援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齐普

名誉和尊严、诽谤他人行为的罚款力

派，那么政治反对派就一定会在“政

拉斯政府最后时刻的妥协仅仅是争取

度，罚款额高达50万～500万卢布。

权党”内部产生，这对克里姆林宫才

到了“加时赛”的机会。希腊危机的

是更大的威胁。

走向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

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普京把体制
外的政治反对派纳入既定的政治体制
内，让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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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
研究中心副教授 )

这次妥协的背后仍然存在两个重大的
疑问等待时间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