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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1.自下而上（群众运动）；2.对抗政府（政治诉求）

•四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

•当代革命的范式转换：从农村到城市

•革命到底推翻了多少独裁者？

•Svolik（2012）：三分之一



•革命者的困境：集体行动问题（Olson, 1965）

•Prob(n + 1) * b – c > Prob(n) * b: 革命；否则不革命

•Prob(n + 1) * b - Prob(n) * b > c：你是关键人物吗？

•G + Prob(n + 1) * b - Prob(n) * b > c：What is it?

参加革命 隔岸观火

革命成功(P) b - c b

革命失败(1-P) -c 0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理论
•公共信号和全局博弈（Global Game）

Enough!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理论

•Weingast (1997)：宪法被违背之时，就是人民上街之时

•Tucker (2006)：选举舞弊有同样的效果

•全局博弈：1.每个个体收到关于现状的私人信号；2. 个体
根据自己的信号推断其他人可能的反应；3.如果个体估计
，有足够多的人对现状不满，革命就会爆发

•优点：模型容易解

•缺点：难以检验（什么样的信号算信号？）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理论
•另一个流派：Threshold Model

•Granovetter (1973)：Weak ties matter!
•Kuran (1989)：为什么我们没有预计到东欧剧变？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自己反对政府

•观察到其他人的行动之后，人们会更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意
愿

•0 – 10 – 20-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90 – 100：Revolution
•0 – 10 – 20- 40 – 40 – 50 – 60 – 70 – 80 – 90 – 100：Oops……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证据

•全局博弈：Cantoni et al. (2017)

•人们参加抗议的动机是互补的还是互替的？

•香港学生：如果已经很多人去抗议，我就不去了……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证据

•Threshold Model：个体的参与概率跟邻居的参与概率正相
关

•这个关系应该有一个转折点（网络效应）

•Gonzalez (2017)：2011年的智利学生抗议

•利用学籍构建了大学生之间的完整网络（跟谁一起上的小
学？跟谁家住邻居？）

•朋友们都上街了，你去不去？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证据

•社交媒体很重要！（降低成本、传递信息）
•Larson et al. (2017)：查理周刊事件之后的游行，参与者和非参
与者有什么差异？

•网络密度更大，互相follow更多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证据

Steinert-Threlkeld (2017)：阿拉伯之春中，边缘节点的线上
动员对抗议规模的预测力更强



个体视角下的革命：证据

•Enikolopov et al. (2015)：俄罗斯的社交网络VK是否推动
了2011年的反普京抗议？

•自然实验：最先用VK的人是谁？Durov的同学们！

•Durov同学多的城市——VK用户多——抗议人数更多

•同级同学才有效，新生老生都不行

•降低成本而非传递信息





阶级视角下的革命：理论I

•不得不提的名字：毛咕噜

•MIT教授，克拉克奖得主

•《民主和独裁的经济起源》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阶级视角下的革命：理论I

•为什么人民要求民主，而不是简单的财富再分配？

•可置信承诺问题：今天我们回家了，明天你反悔怎么办？

•唯一的解决方案：制度变革，让人民决定当权者

•重要性：将阶级视角和动态规划引入了政治经济学

•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推行了普选制度

•类似观点： Llavador and Oxoby (2005)
•不同声音：毛咕噜低估了精英在转型中的重要性



阶级视角下的革命：证据I

•如何检验毛咕噜的理论？

•推论1：当精英感受到更大压力的时候，他们推行民主化的激励
也更强

•Aidt and Franck (2015)：英国1832年改革背后的动力

•经历暴乱越多的地方，议员们支持改革的概率也就越高

•推论2：当精英难以做出有效承诺的时候，民主会更受他们的欢
迎

•Dower et al. (2018)：俄国农奴起义多的地方，农奴进入议会的
概率反而低



阶级视角下的革命：理论II

•解释当代革命的新范式：Negative Coalition

•1980年以来，城市革命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形式
（Beissinger, 2013）

•时间短、人数多、非暴力、发生在权力中心

•大多数参与者未必认同反对派的理念，只是对现状不满，试图
推翻现政权

•动员更加分散化，领导层的作用更弱



阶级视角下的革命：证据II

•Bessinger (2013): Negative Coalition在乌克兰

•橙色革命的参与者都反对Kuchma政权

•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同民主制度和多党制

•革命者的阶层更高，社会资本更丰富

•反革命分子的组织更严密，但他们对Kuchma政权也没有好感

•民族主义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阶级视角下的革命：证据II

•Beissinger et al. (2017): Negative Coalition也出现在阿拉伯之
春中

•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都是由经济原因导致，但突尼斯的参与
者来源更加多样

•Rosenfeld (2017): 2011年俄罗斯的反普京抗议

•传统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俄罗斯中产很多是政府雇员，他们参加抗议的概率反而低于
普通民众



案例分析：雨伞运动

•基本背景：竞争性威权，可以选议员，不能选特首

•香港立法会：70席，30席功能界别，35席地区直选，5席超级议
席

•泛民 vs 建制（regime dimension）
•起因：2014年人大释法，提出特首可以直选，但候选人由中央
控制的委员会决定

•过程：抗议者占领了金钟等四个地点，为期79天，要求普选和
梁振英下台

•结果：目标未达成，占领被警方清场



案例分析：雨伞运动

•余波：反对派并未能够乘胜追击，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优势

•以Joshua Wong为代表的年轻力量登上舞台（本土自决派）

•怎么理解雨伞运动对香港政局的影响？

•Wang and Wong (2018)

•为什么香港反对派没有通过抗议获得更多支持者？

•选票分析：比较2012和2016两次立法会选举

•个体分析I：谁背弃了反对派？

•个体分析II：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投票选择？













Negative Coalition









案例分析：雨伞运动

•结论：雨伞运动的政治影响随着空间变化

•在距离抗议现场较远的地区，反对派得到了更多支持者，但在
在抗议现场附近，其支持率大幅下跌

•这场抗议并未增强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但提振了港人的政治
效能

•但与此同时，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也大幅下跌

•这对于底层民众的影响尤其显著，所以他们在抗议之后抛弃
了反对派

•反对派能做得更好吗？未必……



案例分析：雨伞运动
•目前的文献忽视的一个问题是： Negative Coalition是怎样形成
的？

•反对派的异质性：激进派 vs 温和派（Kuran）

•激进派只要有机会就会上街，问题是温和派是否会加入他们

•Magaloni （2006）：威权国家的社会分裂可以划归为两个维
度——是否支持政权和再分配

•当温和派和激进派在这两个维度上都比较接近的时候， 
Negative Coalition才会出现

•雨伞运动在这方面并不成功



革命胜利（失败）之后？

•我们对此所知不多

•Acemoglu et al. （2014）: 法国大革命给德国的被占领区带来了
长期的正面影响

•Pop-Eleches and Tucker（2017）:共产主义经历可以影响人的
一生（民主、市场、福利）

•东欧剧变之后：旧政权很快又借尸还魂（ Nalepa, 2010 ）

•短期来看，革命确实会改变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

•甚至能影响旁观者的政治态度（ Zhang, 2017 ）



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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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 当代城市社会运动

➢ 数字媒体与抗争政治

➢ 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

➢ 总结和反思



History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现代社会运动四个特征 (Tarrow, 1994)：

集体挑战，共同目标，社会团结和持续互

动。暴乱、骚动、个人请愿均非社会运动。

Tilly的WUNC模式 (1978):

Worthiness（对外呈现）, Unity（对内团结）, 
Numbers（人数）, Commitment（承诺）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的经典理论家，均视社会运动为西方

现代性的产物。

三大历史进程相互激励：

1.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加剧+城市化）

2. 民族国家建立（共同体认同+修路）

3. 信息技术进步（民族主义+运动扩散）

4. Tarrow认为有第四个原因：社团和俱乐部的发展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Tilly, 1983)

从乡村、本地、精英主

导到城市、全国、自发

的大规模运动。

结果：

模式化 (Modular) 社会

运动的诞生



模式化社会运动：街垒 (Barricades)

➢ 1588年出现

➢ 1830年七月革命

➢ 1848年二月革命

➢ 1871年巴黎公社

➢ 1919德国斯巴达克同盟起义

➢ 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街战

➢ 1968法国学运

➢ 2013乌克兰反政府抗议

➢ 2014香港占领



Urban Social Movement



城市化与社会运动

乡村经济崩溃 → 移民 → 城市化 → 组织力量 → 民权运动 (McAdam, 1982) 



全球城市与社会运动

➢ 公共绿地

➢ 历史地标

➢ 城市路网

➢ 物流服务

➢ 移民聚集

➢ 高校校园

➢ 组织文化

➢ 通讯覆盖









都市占领

探索新的社会互动和

生产方式



都市占领

组织网络生成和后续运动

Reich, Adam D. 2017. “The 
Organizational Trace of an 
Insurgent Moment: Occupy 
Wall Street and New York 
City’s Social Movement 
Field, 2004 to 2015.” Socius 
3:2378023117700651.



纽约快餐店与Fight For 15



纽约街头商贩运动

“动员的倒置”：非正式劳工动员难度较低

➢ 街头能见度高

➢ 移民运动交叉动员 (Hybrid Organization)
➢ 拉美和亚洲的经验 (Cross, 1998)

Street Vendor Project (SVP) (2001- ): 

1800名会员，入会率约为10%。普通商贩经常参与集会。

全美非农产业2017年工会入会率7.3%。



纽约街头商贩运动



纽约艺术行动主义

Artivism

➢ 地铁罢工传单

➢ 中央车站Die In
➢ Trump Tower抗议

➢ 古根海姆行为艺术



古根海姆行为艺术

Gulf Labor Artist Coalition



Digital Age



社运外部动员

去中心、去组织、自发的社会运动成为传媒卖点



社运外部动员

个体化参与模式：

➢ 欧洲社运大约一半参与者不隶属于任何组织 (Klandermans, Stekelenburg, 
Damen, Troost, and Leeuwen, 2014)

不同运动类型存在差异：

➢ Women’s March: 八成参与者无组织身份 
➢ May Day Rally: 大部分是社会组织成员



社运内部组织

➢ 核心组织依赖线下强联系

➢ 地区分部为基础的动员

➢ 动员组织的组织

➢ 邮件组和即时通讯群



Action Network



社运参与的寡头铁律

“去中心”运动的寡头铁律

➢ 愤怒者运动：无组织网络依然有中心节点 
(González-Bailón, Borge-Holthoefer, and 
Yamir Moreno, 2013)

➢ 智利学生运动：精英集权 (Bu ̈low, 2018)
➢ 占领华尔街：谁管帐号？(Gerbaudo, 2016)

在线社区的寡头铁律 (Shaw & Hill, 2014)



数字鸿沟



Link NYC map by 2020



运动中的虚假内容

虚假社运账户



运动中的虚假内容

虚假社交媒体新闻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Left

2016- ?



社会主义思潮

➢ 川普上台的机会窗口

➢ 高校学生网络动员

➢ 占领华尔街遗产





DSA NYC and New Jersey





黑块和反法西斯主义





The Rise of the 
Leninist Right

2016- ?



SPLC Hate Map
All hate groups in the US: 954



美国极端右翼谱系

➢ 4Chan/Reddit/Gab/Discord动漫游戏/男权运动社群

➢ 极右理论网站和维基

➢ 白人机车党、民兵团

➢ 传统新纳粹、三K党和邦联组织

➢ 新青年极右组织



亚文化社区



另类理论和维基

Counter Currents and alternative wiki



机车党与民兵团

➢ Warlocks Motorcycle Club
➢ Proud Boys



传统极右组织

➢ 三K党：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1975-
➢ 新纳粹：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1974-
➢ 新邦联主义：League of the South, 1994-



三类极右组织数量



新青年极右组织

➢ 传统工人党 (Traditionalist Worker Party) Ohio, 2013-2018
➢ 美国先锋 (Vanguard America) California, 2015-
➢ 欧洲认同 (Identity Evropa) Virginia, 2016-















Reflection



运动的内卷化

运动动员规模<-->运动成果



原始的叛乱？



运动滞后于技术

右翼运动更多使用另类平台

进步社运被动跟随潮流

Facebook→ Whatsapp→ 
Signal→ Slack → Discord 
→ Blockchain ???



Mengyang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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