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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权稳定是政权系统在运行中呈现出的秩序性和持续性，它具有动态性、相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
政权稳定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安全、
民众对政权系统高度认同、
社会政治心理稳定以及国家权力结构合理有序。
权威和秩序是政权稳定的两大要素。对“政权稳定”概念进行界定，
是政权稳定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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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ept of “Regim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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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me stability is the order and sustainability demonstrat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ime
system，and it is dynamic，relevant and sustainable． Regime stabilit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the stable state sovereignty，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the regime system，the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politics and th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uthority and order are two crucial elements of regime stability．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regime stability”properly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study the issue of regime stability．
Key words： regime stabilit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ation； elements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 \ ］（ P31）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保持政权的稳定 ，是
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高度关注的问题 ，也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对政权
稳定相关理论的构建，是政权稳定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而对“政权稳定 ”概念进行相关界定则是构建
政权稳定理论的前提。但是，目前学界鲜有对“政权稳定”概念的系统阐释。本文试从“政权稳定 ”概念
的内涵、特点、表现形式以及基本要素等四个方面 ，对“政权稳定”概念作一初步探讨。

一
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高频率的使用，“稳定”这个词已变成了一个颇具歧义性、模糊性的词汇，以
\［2 \ ］（ P19 － 20）
一种是把稳定视同为“衡定 ”，即事
至于出现了各种误解。对稳定误解的最典型表现有两种：
物衡定地保持旧有状态不变。如《现代汉语词典 》就将“稳定 ”解释为“稳固安定； 没有变动 ”。 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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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视稳定为平衡，即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元素之间，保持着一种均衡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
物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 。前一种误解显然是一种静态的稳定观，它违背了事物的发展变化规
律。后一种误解虽然看到了事物是运动的这一点 ，但却认为这种运动只是一种内部结构不变的机械运
动。事实上，任何事物不仅在运动，而且在各种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元素之间的结构状态也在不断发生
变化。由于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旧平衡被打破———新平衡建立———新平衡再次被打
破———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平衡建立”这样一个轨迹前进。
可见，科学界定稳定的内涵，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首先必须把稳定放在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规律
下进行理解，否则就会陷入静止的陷阱，最终导致事物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化状态 。基于此，所谓稳定，就
是事物在保持原有性质不变的条件下 ，有规则地由一种旧的有序性过渡到新的有序性，在这一过程中，
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元素之间在不断地调整变化 ，并在变化发展中达到一种新的相对平衡的状
态。事物总是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有序地实现相对稳定的状态 。
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社会的稳定需要通过社会内部各子系统的稳定表现出来 。 但是社会
稳定不是社会系统内各领域的稳定的简单累加 ，而是社会各子系统以一定的结构联系起来并呈现出一
种有序化的状态。社会稳定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 。一般来说，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
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和国际环境稳定等内容 ，其中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而政权稳定又是政
治稳定的核心与根本。笔者认为，所谓政权稳定就是指政权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秩序性和持续
性。秩序性就是政权系统内在结构功能的有序性和可控性 ； 持续性是政治秩序持久延续的不间断性 ，它
不仅表现为稳定的持久性，而且表现为当前稳定与长远稳定的统一 。政权稳定也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
\［2 \ ］（ P23 － 24）
范畴，它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即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对国家的认同得
以持续； 二是政治制度的稳定，即宪政体制和基本政治制度及其规则得以持续 ； 三是执政者的稳定，即不

存在政治领导人的非正常更迭。

二
要准确把握“政权稳定”的内涵，必须在坚持科学的稳定观的前提下 ，对政权稳定的特点进行分析。
具体说来，政权稳定主要有动态性、相关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
第一，动态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 ”，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3 \ ］（ P589 － 590） 政权稳定绝不是要维护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死水一潭
的局面，而是政权系统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是一种在变与不变相互制约下的动态
平衡，是一种发展的、开放的、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动态平衡中，政权稳定不但能够
保持大局的相对稳定，而且能够实现渐进式的平衡态改善 ，从而达到一种更加稳定的新的平衡态 。离开
动态性谈政权稳定，就会陷入静止的陷阱，片面为稳定而稳定，最终导致不稳定的局面。
第二，相关性。尽管政权稳定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政权稳定并不是与周围环境毫无关系，绝对封闭
和孤立的。一般而言，政权稳定归根到底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的发展是政权稳定的基础和
前提条件。但是，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也会对政权稳
定构成威胁。政权稳定与否还与执政者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 。执政能力越强、执政者越清廉，政权也就
越稳定。从地缘政治学上讲，一个政权的稳定程度还与周边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 当然影响政权稳定
的因素还很多，如民族宗教问题、外敌入侵问题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任何将政权稳定封闭和孤立，希图
实现政权稳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幼稚的 。
第三，可持续性。政权稳定是政权系统在运行中呈现出的秩序性和持续性 ，政权稳定有时与国家的
长治久安并用，这也说明了政权稳定的另一个特点 ： 可持续性。政权稳定是一种当前稳定与长远稳定相
统一的稳定，是一种不损害长远稳定的现时秩序 ，也是一种现时稳定可以持续不断地相对平稳地延续到
未来的长远秩序。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考虑眼前的稳定，而且更要考虑如何使眼前的稳定持久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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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来； 不能 为 了 眼 前 的 一 段 稳 定 而 忽 视 长 远 的 稳 定，更 不 能 为 了 眼 前 的 稳 定 而 损 害 长 远 的 稳
\［4 \ ］（ P24 － 25）
譬如，
一个政权如果不努力造就合格的接班人，没有关于国家和政府最高首脑交接班的法制
定。
这个政权将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的主要危机来自继承人问
化的明确规定，
\［5 \ ］（ P117）
题”。
因此，
对于执政者来说，
必须树立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建立健全政权稳定的长效机制。

三
一个政权是否稳定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具体来说，政权稳定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国家
主权安全、民众对政权系统的高度认同、社会政治心理稳定以及国家权力结构合理有序 。
第一，国家主权安全。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是民族国家
最主要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对内方面，国家主权表现为最高性，国家拥有对本国疆界以内的一切事
务的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 对外方面，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拥有独立权、平等权和自卫权。 国家主权
安全就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和根本权利不受威胁 、没有危险。这就是说，一
方面，国家牢牢掌握对内的统治权力，自主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确定自己的发展模式
和发展战略，政权不容颠覆、领土不容分裂、内政不容干涉。另一方面，国家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对外
战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抵制治外法权，防止武力威胁，保障国格受到尊重。“当一个政权在捍卫国家
\［6 \ ］（ P89）
主权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时，它往往能够获得人们的赞许而增强自己的合法性。”
相反，如果没有
主权安全，就会丧失国家独立，成为别国的附庸，政权也就不会稳定。
第二，民众对政权系统高度认同。一个政权只有当其统治获得公众的支持和拥护时 ，统治者的统治
才能更有力。民众对政权系统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
\［7 \ ］（ P36）
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是导致内战或革命。”
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
自于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于人们对统治者的信赖而产生的自愿的服从 。这种权威和对权威的服从，首先
建立在一套思想和信仰体系之上 。这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 一个稳
定、巩固的政权，必定要有一个得到社会广大成员认同和支持的社会价值体系 。 新旧政权的更迭，从某
种意义上说就是价值体系的更新 。同时，由于人们所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一
\［8 \ ］（ P56）
个政权体系如果“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
展，国家就越富裕，民众得到的物质福利等就会越多，人们的政治认同度就越高。 但是如果一味地仅仅

依靠经济发展来获取民众的认同 ，可能会出现政绩的“合法性困境 ”。 这就要求执政者一方面要把蛋糕
做大，另一方面还要把蛋糕分好，做到社会的基本公平。“一切社会制度若要得到民众最大的支持，必
\［9 \ ］（ P124 － 125）

须拥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行使社会权威的道德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一般包括制度本身的
公正性与制度运行的规范性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制度的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可见，一个稳定的政权应
该是民众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和制度认同的统一。
第三，社会政治心理稳定。所谓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
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 ，其具体表现为人
\［10 \ ］（ P244）
们对政治关系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
社会政治心理稳定是指大多数
社会成员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的认同状态 。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心 ”或“民心 ”。 其主要表现
在： 大多数成员信任和支持政府；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得到普遍信奉和支持 ； 对社会、国家及个人
的现状比较满意，对其前途充满信心等。这种健康的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对政权稳定具有重大影响。 从
行为主义研究的角度看，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某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展开的 ，政治参与行为也离不开它
的心理因素的驱动力。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对其政治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影响其对社会政治实践活动
的参与与否、参与程度、参与方式等。积极、健康的政治心理会产生正确的、理性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
权稳定。
第四，国家权力结构合理有序。 国家权力是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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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权力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借以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
事务管理的各项牵制力量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 。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是能够保证权力正常地发挥作
用，既能使被领导者对权力有积极的回应 ，又能对其权力有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 既能保证各部门相互
协调地发挥功能，又能保证各部门相互制约和监督； 既能保证权力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
的，又能保证不断地给权力系统补充新的能量 。合理的权力结构要求对权力主体进行合理的分解和组
合，使之处于相互平衡的和谐状态，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合理的权力结构要求科学界定各权力主体的职
能和作用范围，清晰权力边界，既彼此独立、各司其职，又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减少权力的摩擦成本，控
\［11 \ ］（ P207）
制越权行为。
国家权力结构合理有序是政权稳定的另一重要的表现，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纵向结构上看，国家权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与运行合理有序 ； 从横向上看，包括立法
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分配与运行合理有序以及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
如果一个政权做到了国家主权安全 ，民众对政权系统高度认同、社会政治心理稳定以及国家权力结
构合理有序，也就意味着这个政权基本上是稳定的 。

四
无论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还是保持民众对政权系统的高度认同、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都需要一
个强大的权威； 国家权力结构合理有序则强调的是秩序 。可见，权威和秩序是政权稳定的两大要素 。
权威是一个涉及双方而不是单方的东西 ，一方是权威的主体即权威的拥有者 ，另一方是权威的客体
即权威的服从者。权威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在分析协作中的雇佣劳动时
指出： “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 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
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 。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
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表现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的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
\［12 \ ］（ P385）
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在这里马克思说得很明确，资本家的权威就是资
本家具有的一种迫使雇佣工人服从的“他人的意志的力量”。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
\［13 \ ］（ P224）
思： “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在《致卡·特尔察吉》的信中，恩格斯也指出：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
枪弹把自己 的 意 志 强 加 于 别 人，就 像 在 一 切 革 命 中 所 作 的 那 样，那 么，我 认 为，这 就 是 在 行 使 权
\［14 \ ］（ P606）

可见，权威就是一种意志服从关系。权威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意志服从关系 ，可能是强制性
的服从关系，也可能是自愿的服从关系。 自愿的服从即主观上认同别人的意志，是对权威合法性的认

威。”

同。维护政权稳定所需要的权威也主要是这种基于主观上认同别人的意志所产生的权威 ，即合法权威。
政权稳定需要权威，但这不是说为了维护权威就要建构一个专制政府 。 权威与民主并不是相矛盾
的，不能以稳定为由而盲目排斥民众的参与进而扼杀民主 ，走上专制的道路。 假如走上这样一条路线，
必将发展成为一个暴虐的政府而遭到民众的唾弃 。权威的得失兴衰，来自民心的归离向背。 得民心者
有权威，失民心者失权威。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社会规律，也是一条极普通又极重要的政治经验 。在维
护发展中国家政权稳定方面有一种错误观点应当批判 ，即认为民主是一种无序的混乱，而权威才是维护
稳定的良方。其实，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是两回事。民主是合理地组织政治行为的法制模式。 它通过立
\［15 \ ］（ P344）
法的形式确立一种秩序，其本身便是一种权威。
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的权威性主要表
现在： “有关的政治行为必须服从一定的民主程序，违背这种程序的政治行为将受到制止或惩罚； 通过
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和领导人，作出的决策具有权威性。因此，如果真正建立
\［16 \］

起民主政治，也就是确立了一种合理的权威。”
在古汉语中，“秩序”一开始是被分开为“秩 ”和“序 ”而使用的。 这两个词都含有常规、次第的意
思。《现代汉语词典》中把“秩序”解释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辞海》中解释为“指人或事物所在
\［17 \］
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秩序时，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理解：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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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秩序看作是一种状态： 秩序作为一种可欲的价值，它的实现使人类的生活呈现出特定的某种状态； 二
是把秩序看作是一种规范、规则。帕森斯就指出： “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规范秩序； 它是社会成员对社会
的一致性理解，通过内化（ 主要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化） 过程，使成员得以共享这种规范秩序； 当社会成员
\［18 \ ］（ P52）
按照它规定的规则行事时，就避免了‘失范’或‘战争’，从而产生了社会中稳定的事实秩序 。”
三
是强调秩序是事物现象多样性、复杂性背后所蕴涵的统一、规律，是人类认识自己和宇宙，赋予自己生活
以意义的需要。尽管对秩序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它的基本概念一直比较稳定，即都认为秩序本质上也是
一种关系范畴，“秩序”是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形成过程的描述。 简单地说，它是事物之间或
\［19 \］
人们之间基于某种特定目的，并遵循特定规则而形成的特定关系的规范化及其所呈现的状态 。
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混乱的原因时 ，引用麦迪逊的话（ “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
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住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 ”） 后指
出： “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未行使，何谈第二项。 首先要的问题不是
\［1 \ ］（ P6）
自由，而是要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亨廷顿的话虽有些偏颇，但是他对于政权稳定需要秩序的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综上，政权稳定是政权系统在运行中呈现出的秩序性和持续性 ，它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和可持续性
等特点。政权稳定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安全 、民众对政权系统的高度认同、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以及国
家权力结构的合理有序。政权稳定需要权威也需要秩序，权威和秩序是政权稳定的两大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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