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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雖然得到主權上的獨立，但卻因為土地及人口的減

少和經濟問題的浮現，導致以前能與美國抗衡的強權地位喪失，面對蘇聯的瓦解

和國內動盪的社會局勢，俄羅斯民族主義開始強烈反彈。 

    本論文研究方法採用個案分析法及文獻分析法，首先以歷史的發展進程以及

政治文化背景的角度檢視為何當代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會興起，接著藉由回顧俄

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文獻，充分了解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意涵，最

後針對「光頭黨」、「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兩個影響最大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歷

史緣起、理念與行為來探討與俄羅斯國族認同的關係。 

    綜合本論文的文獻可得知「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是保守式的極端民族主義」，

懷疑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信仰能夠穩定；「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不利

於國族認同的發展」，無論是光頭黨或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都不利於俄羅斯社會的

凝聚力還有多元社會的發展；俄羅斯政府把打擊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視為重要目標，

因此「政府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打擊影響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日後的發展」。 

 

關鍵字：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國族認同、光頭黨、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III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assumed independent 

sovereignty. However, Russia lost its previous power status, which had enabled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ts diminishing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as well as increasing economic problems. In respons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ising social unrest, Russian nationalism began to emerge. 

    For this research,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s were adopted.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d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ultranat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literature review regarding 

Russian ultra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Russian ultranationalism. Finall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s, ide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2 

most influential ultranationalist groups, specifically, the “skinheads” and “National 

Bolshevik Party”.     

    Summarizing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study determines that Russian 

ultranationalism can be classified as conservative ultranationalism, and the stability of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social beliefs was doubtful. In addition, Russian 

ultranationalism is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specifically, 

neither the skinheads nor the National Bolshevik Party contributed to the 

cohesiveness and multifacete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society. The quelling of 

ultranationalist group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objective for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efforts implemented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suppress ultranationalist 

groups have affecte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ultranationalist groups. 

Keywords: Russia, ultra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skinhead, National Bolshevik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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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冷戰結束後，原蘇聯、東歐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長期被壓抑、掩蓋的民族情

緒和民族矛盾突顯出來，因此引發以民族分離為主要特徵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

其中，民族極端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相結合，製造民族衝突，

分裂國家，危害人民。1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雖然得到主權上的獨立，但卻

因為土地及人口的減少和經濟問題的浮現，導致以前能夠與美國抗衡的強權地位

喪失，國力已經大不如前，俄羅斯境內的民族分裂活動仍在持續，車臣等民族分

離勢力表現出強烈的極端性。面對蘇聯「帝國」的瓦解和國內動盪的社會局勢，

俄羅斯民族主義開始強烈反彈。2 

  1990 年代，俄羅斯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動盪，轉向市場經濟

的國家。由於寡頭們越來越富有，導致苦難、腐敗、賣淫，以及藥物濫用的社會

問題越來越嚴重。西方媒體描寫俄羅斯是一個與自己古老帝國主義惡魔對抗的國

家，俄羅斯必須再次的詳細檢視民族主義的問題，尤其是俄羅斯民族的「認同」

意識出現了問題。3
Eric Hobsbawm 認為，在前共產主義社會，原有的生活不管是

好是壞，畢竟人們熟悉而且知道該怎麼在裡面生活，如今這種結構全然瓦解，對

於社會的失落感就隨之日益嚴重。民族主義就成為一種替代品，在碎裂的生活裡

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當社會倒塌，民族便取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終極保鑣。4 

                                                 
1 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出現過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二次浪潮表現為    

世紀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進程；第三次浪潮在世紀之末與蘇聯劇變同時出現，造成國際格

局的變化。Ernest Gellner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翻譯出版社，2002年)，

頁 21。 
2 趙龍庚，「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思潮與『光頭黨』現象」，世界民族，第 6期(2008年)， 

頁 27。  
3 Marlé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9), p.1. 
4 Eric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出版，1997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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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léne Laruelle指出，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並不只是極端主義、邊緣化、激

進主義，或者是對於權力的反對。實際上更是對於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情緒的

正常反映。民族主義的功能是整合公民以及菁英的力量，同時確保在混亂時期的

社會凝聚力。5民族主義如同 Lloyd Faller 所定義的，民族主義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維護信仰以及價值觀的實際工作。6民族主義橫跨許多社會的光譜，從光頭黨

(Skinheads)的種族暴力、大規模的仇外(Xenophobia)，到菁英對於文化的肯定、

對於物質的滿足以及中產階級對於未來生活會更好的信念。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之

所以再度復甦是因為：喪失原有的帝國、國界的萎縮、政治體制的變化以及對於

世界的開放。7 

    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意義在國內國族歧視的消除、仇恨的化解、平

等的追求、團結的加強以及國族自尊心的建立、國族文化的尋根與重建，以及國

族品質的提升。然而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特別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對於

本國少數族裔以及外國人的無理仇視，已經嚴重影響俄羅斯社會的穩定和降低俄

羅斯的社會凝聚力，並且大大損害俄羅斯的國際形象。因此，極端民族主義團體

不利於國族認同的發展。 

    研究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除對照相關理論外，還須檢視歷史、政治以及意識形

態。只有充分的研究當代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才能讓我們對於俄羅斯的

國族認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針對上述的研究動機，針對以下幾個問題做研究： 

1. 為何當代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會興起? 

2. 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內涵與國族認同之關係？ 

3. 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有哪些表現形式? 

    過去的俄羅斯是有兩個價值體系在競爭，一個是將俄羅斯看成是斯拉夫的

文化體系，另一個則是將俄羅斯視為西方(或歐洲)文化體系的一份子。在外交

                                                 
5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p.2. 
6
 Ibid., p.4. 

7 Ibid.,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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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俄羅斯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自我形象，也就是俄羅斯追求的是理性定

義的國家利益，或突顯俄羅斯特色的民族主義。今天俄羅斯的問題，就是要在

解體之後的蘇聯帝國之下，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國族認同。國族認同反映了人與

社群之間的正確關係、合理化國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亦可以建立歷史

感，培養團結、互動、忠誠、奉獻等美德。 

    本論文首先以歷史的發展進程以及政治文化背景的角度檢視為何當代俄羅

斯極端民族主義會興起，接著藉由回顧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文獻，

充分了解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真正意涵，並整理出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

認同的關係，最後針對光頭黨、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Party)等

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歷史起源、理念與行為來探討對於俄羅斯國族認同的影響。 

    目前國外有許多探討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及國族認同的文獻，包含Marléne 

Laruelle、Oleg Panfilov(Олег Панфилов)與 Vera Tolz(Вера Тольц)的作品，然而台

灣在研究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以及俄羅斯國族認同的議題皆較少，更缺乏探討

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與國族認同兩者關係的研究，因此研究俄羅斯極端民族

主義團體與國族認同具有一定的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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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途徑是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是從哪一個層次為出發、入手，

進一步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8本論文採取的研究途徑為「歷史研究途

徑」，以及「國族認同」： 

一、歷史研究途徑 

    歷史研究途徑是指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質，藉

分析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以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9歷史研究途徑，

重點落實在政治制度的歷史發展層面，而研究其源起、演變與發展。因此，以歷

史的角度可檢視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在蘇聯剛解體之時和 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擔任總統之後有什麼不同。 

二、國族認同 

    國族認同是一種集體認同，是一種自我意識而且形同語言的認同，讓膚色、

語言或是宗教等多項特徵得以具體化。國族認同是全國人民的認同，包含政治、

文化、種族、宗教。如果一個政治家能夠將自己與國族認同的概念結合起來，那

麼他就能獲得民眾的支持。為了維持政治整合及穩定，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不

斷發展之下，進行國族認同的建造確實有必要性。 

    國族認同構成的因素可分為「原生論」與「權力結構論」：「原生論」認為國

族認同建立於一群人有形的共同文化基礎，包括語言、宗教、生活習慣、共同的 

血緣；「權力結構論」認為國族認同是因為一群人針對自己在政治權力、 經濟財

富的分配不公而形成主觀上的集團意識，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動員的工

具。但是 Anderson強調無形的基礎，就是共同歷史、經驗、記憶才是決定國族

認同的關鍵，甚至認為沒有記憶就沒有認同。 

    研究方法上採用「個案研究法」以及「文獻分析法」： 

                                                 
8
 朱浤源，《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頁 182。 

9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理論》(台北：紅葉出版社，1994年)，頁 244。 



 

5 

 

一、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的目的是針對單一個案進行研究，藉由多元的資料蒐集和多重的

比較分析，找出規律的結果。
10
個案研究法注重單一背景的動態，也適用於新研

究主題的領域，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務性的調查方式，當所研究的現象與現實生活

中之間的界限不明確時，透過多種來源的證據，對該現象加以調查。11
2000年時，

俄羅斯開始出現許多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與政黨，例如：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

紅褐聯盟、偉大的俄羅斯、全國人民黨、俄羅斯民眾運動、俄羅斯民族團結、國

家布爾什維克陣線、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光頭黨，大部分的團體沒有像光頭黨雨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規模龐大，維持時間也不算長久，行為與思想也不是那

麼極端，造成的傷害也不同於光頭黨和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嚴重，因此本論文中使

用個案研究，針對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進行深入研究。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將蒐集到的資料以有系統的方式整理、歸納，且輔以學者專家

所發表的相關研究，以客觀的立場提出假設、分析並歸納出最後的結論。12文獻

資料的蒐集有助於了解過去、洞悉現在與推測未來。13本論文會探討當代關於俄

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與國族認同的文獻，使用中外學者的書籍、期刊、論文以

及網路資料，加以整理、分析、歸納，以對於本論文研究主題得到觀點及看法，

並尋求問題的答案。 

  

 

 

 

 

                                                 
10 朱浤源，同前書，頁 186。 
11 Robert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4) ,p.124. 
12 許禎元，《政治學研究與網路應用》(台北：立威，1998年)，頁 19。 
13 葉至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2000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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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篇論文的研究範圍時間上以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為主，研究俄羅斯聯

邦在歷史的進程中，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與國族認同的發展。 

    「最軟弱的人最容易表現出他們的攻擊性。一些大城市中的居民身穿黑色的

服裝，剃光一部分頭髮，在街上毆打那些『異族人』。在他們看來，就是那些異

族人占據了他們的工作機會。」14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在光頭黨的身上充分顯現

出來，光頭黨是俄羅斯青年極端團體中最著名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團體。15民

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與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有一些連繫，宣揚民族主

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所以在俄羅斯造成的社會影響比較大，它的分支機構以及

黨員遍及俄羅斯的各大城市：利沃夫(Львов)、克拉斯諾雅爾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

薩馬拉(Самара)、羅斯托夫(Ростов)、新西伯利亞(Новосибирск)、葉爾庫茲克

(Иркутск)等。16因此本論文使用「光頭黨」以及「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做個案分

析，以微觀的角度研究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與國族認同。 

    本篇論文中研究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因為經費問題，無法到俄羅斯

當地進行田野調查，也無法與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代表光頭黨以及民族布爾什維

克黨進行面對面的訪談。因此資料來源採用中外學者的專書、期刊文章、學術論

文、網路資料等的第二手來源資料，第二手資料對於事情的了解可能會因為作者

的背景而有所偏頗，所以筆者會廣泛蒐集資料，多方閱讀，找出中立之說。 

    當代重要的意識型態，不論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或者是馬克思

主義，都是一連串有關聯的理念與組織性的架構貫穿在這些意識型態當中，唯有

民族主義沒有系統性的理論與組織性的架構，而是群眾擁抱的心情、情緒、簡單

                                                 
14 Мария Ряховская,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от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к 

   партиям! '', (http://www.psdp,ru/conflict/comments/90359778)(檢索日期：2012/10/25) 
15 陳黎陽，《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年)，頁 109。 
16 同前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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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與想法而已。17目前學術界對於民族主義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所以現在許

多民族主義的研究者在研究民族主義時，一定會在文章中補充的概念。Anthony 

Smith 所提出的定義：第一，全是藉可以分為不同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個

性、歷史與命運；第二，民族所有政治社會權力的來源，對民族的忠誠必須超越

對其他事物的忠誠；第三，人類若想獲得自由、實現自我，就必須認同於一個民

族；第四，世界若想要有長久的和平與正義，所有的民族必須確保自由與安全。

簡言之，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運動，欲獲取與維持一群人的自主、團結

與認同」。這是強調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在增進國族的福祉，為達此目的，須

要先行完成民族的自主、團結與認同。18筆者則認同江宜樺所定義的民族主義：

第一，全世界分成不同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民族性，如種族起源、歷史

文化、語言宗教、生活空間或共同命運；第二，民族是個別人類在生存狀態中最

重要之集體歸屬，一個人對民族的忠誠度應該要高於他對其他集體歸屬的忠誠；

第三，為了確保民族的歷史文化得到良好的延續與發展，一個民族必須具備政治

上的獨立自主或充分自治。19民族主義的類型眾多，從強調「具歷史意義的領土、

法律政治共同體、成員們在法律政治的平等與共同的公民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公

民民族主義、強調「血緣宗譜與假想族裔聯繫、民眾動員、地方性的語言、習俗

與傳統」的種族民族主義等都包含在內，本論文則專注於強調「本民族優越於其

他民族、本民族的利益高於於人類整體利益的主張或行動」極端民族主義。 

 

 

 

 

 

 

                                                 
17洪鎌德，《民族主義》(台北市：一橋，2003年)，頁 43。 
18同前註，頁 28。 
19江宜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台北市：台大，2003年)，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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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一、極端民族主義 

  Nikolai Berdyaev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曾說過：「俄羅斯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

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20 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俄羅斯民族主義在俄

國的發展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發展有著推波助瀾的

作用。有時表現積極具有凝聚和融合的效果，有時卻表現消極並帶有分裂和動亂

的影響。當代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產生背景具有獨特性，它是在俄羅斯進行社

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轉型過程以及西方世界的歧視和壓力之下爆發出來的。      

21    

《以民族之名-當代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與政治》(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一書中，Laruelle 首先以政治和歷

史的發展提及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所面臨的現況，主要論及仇外情況和激進主義

的發展；第二部分論及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其中闡述俄羅斯最廣為人知的光頭黨、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等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發展背景；第三部分研究一些與俄羅斯

民族主義相關的政黨，例如：俄羅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n Federation)

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第四部分對於目前執

政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做研究；第五部分則是將民

族主義做為一種社會的共識。22 

  第二部分討論到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是目前研究該主題最為透徹的專書，書中

提及許多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並且討論到俄羅斯的仇外思維，對於筆者的

幫助很大，但是書中對於光頭黨和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研究僅止於概論，因此筆

者會在本論文中針對光頭黨和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理念行為，以及相關數據為輔，

                                                 
20

 Никалай Бердяв ,Судиб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Эксмо,2008),с.271. 
21 陳黎陽，「俄羅斯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調控」，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 6期(2009年)，頁 49。 
22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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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更深一層的研究。 

  此外，Laruelle 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與俄羅斯民族的重申》(Russia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書中，以歷史途徑和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

討論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歷史進程，以及對於俄羅斯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三個面向

的影響，書中側重於 Putin 執政的時期(2000年-2008年)。作者提出檢視俄羅斯

民族主義一定要以歷史的發展和特色來研究，因為歷史與布爾什維克思想有很大

的關聯。書中匯集許多學者的見解，全書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以歷史和理

論研究俄羅斯的民族主義；第二部分將焦點放在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以及俄羅斯

的極右派；第三部分強調俄羅斯社會中民族主義的模式；第四部分則是說明官方

愛國思想的誕生。23 

  Panfilov 在「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重生」“Rebirth of Russian Nationalism”一

文中,提及俄羅斯的仇外從反猶太人(anti-Semitic)進而擴張到反高加索

(anti-Caucasian)以及反伊斯蘭(anti-Islamic)。作者認為由於 2000 年克里姆林宮

(Kremlin)政權替換，十一月四日是民族主義的重生日，並開啟俄羅斯歷史新的

一頁，仇外行為成為一種官方以及非官方思想的一部分。文中指出俄羅斯仇外的

發展是受到鼓舞的，不只是政府的公開發言或者是政治家的行為，大眾傳播也是

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國有的媒體報導政治人物的意見；而非國有的媒體反映出

一般社會的真實狀況，只有少數的媒體會去抵制排外的擴張。不幸的是，少數的

莫斯科報紙以及一些地區的報紙的影響力不能顯著改變仇外的現況。報導仇外的

現象不僅出現在民族主義的出版物，一般大眾皆可閱讀的報紙更廣泛的報導，例

如共青團真理報(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另外，俄羅斯的電視台頻道也開始出

現一些描寫英雄的電影，他們的角色特徵以及結局都是觀眾所熟悉的，因此較容

易使大眾產生共鳴。這些電影大多描述車臣戰爭，英雄角色都是俄羅斯勇敢的戰

士；而壞蛋總是車臣人或者高加索人。國家控制的大眾傳播媒體助長了俄羅斯的

                                                 
23 Marléne Laruell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 (UK:  

Taylor&Franci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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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外情緒，大眾傳播媒體亦成為俄羅斯絕佳的宣傳武器。24 

    Stephen Hutchings和 Tolz 的「俄羅斯民族國家論述的斷層線：2010年 12月

莫斯科暴動的電視報導」“Fault Lines in Russia’s Discourse of Nation: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December 2010 Moscow Riots”同樣也是以大眾傳媒的角度來解

釋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但是這篇文章主要是藉由解析四個俄羅斯電視台「第一

台」(Первый Канал)、「俄羅斯」(Россия)、「獨立電視台」(НТВ)以及「REN

台」(РЕН ТВ)對於 2010年 12 月 6日的莫斯科足球暴動的報導。25文中專注於電

視報導發生的暴亂，而不是原因，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官方的說法和事實的情況。

26 

    Hutching和 Tolz 分析四個電視台對於莫斯科足球暴動的報導，可以發現以

下兩個結論：第一，電視台覺得有必要在新聞報導上反映民眾真實的情緒；第二，

媒體對於誇大種族間的矛盾是需要負責任的。27
Putin 上台之後對於媒體進行控制，

如果媒體報導出對於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對於俄羅斯不利的新聞，是否表示著政府

認為極端民族主義不利於國族認同的發展?藉由Hutching和Tolz使用電視台來檢

視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新角度，本論文也會使用新聞媒體的資料來佐證。 

    極端民族主義與仇外是互聯的，但他們本質上卻有差別。仇外象徵對外國人

感到害怕以及懷疑，俄國人面對中亞高加索地區的人、南方地區的人或者外國人

時，這種情況特別嚴重。極端民族主義通常會形成一種組織，而且很少有個人行

動。Emil Pain 認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組織通常由仇外的個人所組成，仇外的刻板

印象往往會成為極端思想的原料。根據一九八九年俄羅斯民調研究中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的調查，當

                                                 
24

 Oleg Panfilov, ‘’Rebirth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dex on Censorship,Vol.35 , No.1 (2006), p145. 
25 2010年 12月 6日，4名 Spartak足球隊的球迷與 6名北高加索男生發生爭吵，其中一名 Egor 

Sviridov(Егора Свиридова)被殺害身亡，6 名高加索男生被拘留，但其中 5 名之後被釋放， 

只有其中一名從達吉斯坦來的Aslan Cherkesov(Аслан Черкесов)被處以Sviridov的謀殺罪。

後來導致大量的 Spartak 的足球迷大規模的抗議示威。Stephen Hutchings and Vera Tolz,

“Fault Lines in Russia's Discourse of  Nation: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December 2010 

Moscow Riots”, SlavicReview ,Vol.71, No.4(2012),p.873. 
26

 Ibid., pp873~899. 
27

 Ibid., pp89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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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仇外情況佔蘇聯人口約百分之二十。這些傾向在蘇聯解體之後更加強化，到

了 90年代，仇外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在第二次車臣戰爭

(1999~2000)時，仇外迅速發展到一個無法控制的狀況。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不

管是數量還是影響力都在持續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出「俄羅斯為俄羅斯人」

(Russia for Russians)的口號，而這些團體以「光頭黨」最廣為人知。這樣的組織

1991年時在俄羅斯屈指可數，但是十年之後已經超過一萬個，2004年時已經發

展為三萬三千個。然而這些只是官方數據，專家認為俄羅斯青年參與極端民族主

義團體的數量實際上會更多。28 

    早期在莫斯科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名為「光頭軍團，鮮血與光榮」

(Skinlegion , Blood &Honor)是國際新納粹組織的俄羅斯分支以及，「國家社會主

義團體 88」(National Socialist Group88)。每一個團體大概有兩百到兩百五十人，

被稱之為戰士(fighters)。莫斯科大約有六千名新納粹份子(Neo-Nazis)。聖彼得

堡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俄羅斯拳頭」(русские кулак)約有三千名成員。而在下

諾夫哥羅德大約有超過兩千五百名的光頭黨份子，其中的三百名屬於當地最大的

光頭黨組織，名為「北方」(Север)。另外 Pain在文中還舉出其它俄羅斯的極端

民族主義團體，例如：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人民民族黨(People’s National 

Party)、俄羅斯國家大國黨(National Great Power Party for Russia)、自由黨(The 

Freedom Party)、俄羅斯民族團結(Russian National Unity)、俄羅斯全民族聯盟

(Russian All-National Union)以及俄羅斯衛兵(Russian Guards)。Pain認為俄羅斯

目前極端民族主義的狀況與 1920 年代的德國類似，但是納粹(Nazi)的策略並沒

有為他們帶來長久的勝利，俄羅斯其實還是可以選擇自己國家的未來。29 

    Pain 在文章中分析光頭黨的概況，並且指出俄羅斯還有哪些極端民族主義團

體。針對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可以使筆者了解目前較具影響力的是哪些

                                                 
28 Gir’ko,S. I.  Vstupitel’noe slovo na konferentsii Prestupnost’ v Rossii: Prichiny i Perspektivy.,  

International Academic-Practical Conference of VNII MVD of Russia, 2004,轉引自 Emil Pain, 

  ‘’Xenophobia and Ethnopolitical Extremism in Post-Soviet Russia: Dynamics and Growth  

Factor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35, No.5 (2007). 
29

 Pain, pp.895~909. 



 

12 

 

團體以及他們的活動範圍在何處，然而 Pain 對於光頭黨的分析只針對數量，並

沒有對於組織特性以及理念行為做研究，因此筆者在本文會深入研究光頭黨的理

念行為。 

  Alexander Osipov(Александр Осипов)在「俄羅斯的族群、歧視和極端主義」

“Ethnicity, Discrimination, and Extremism in Russia”中以法律、媒體、極端主義

以及族群關係四個面向討論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其中俄羅斯於 2002年七月

正式施行《反極端行為法》(On Combating Extremist Activity)主要包含了三個方

面的內容，共有十七條規定。法案的第一部分是相對概念、行為原則和職能部門

進行的界定。法案規定，「極端民族主義(或極端行為)是指那些計畫、組織和實

行破壞俄羅斯憲法體系，危害俄羅斯聯邦主體和領土完整，顛覆俄羅斯國家安全

的暴力手段，在俄羅斯境內組織非法軍事組織，展開恐怖主義活動，煽動社會、

種族、民族、宗教仇恨，組織大規模竊盜和流氓滋事活動，蓄意宣揚某個社會階

層、種族，民族、宗教、語言的優越性，貶低其他社會階層、種族、民族、宗教、

語言的行為。此外公開宣揚和展示極端組織的標誌和象徵物等活動也屬於極端主

義行為。」法案的第二部分提出全社會和國家相應的職能部門應該對於極端主義

(極端行為)進行一定的預警，防患未然。法案的第三部分是禁止個人、社會和宗

教組織及其他團體實施極端行為的具體規定，並對極端行為的實施者應該承擔的

責任進行明確的界定。(詳見附錄一)30 

  Osipov 在文中明確指出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行為包含：思想、態度以及

具體行為，例如：暴力和歧視，俄羅斯官方更將「極端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反

對派」的代名詞。31
Osipov 已在文中清楚界定「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和「俄羅

斯反極端行為法」，因此筆者欲根據這兩項定義為基礎，進一步在本論文中探討

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關係。 

  綜觀 2004年到 2010年「貓頭鷹資訊分析中心」(СОВА 

                                                 
30 Alexander Osipov , “Ethnicity, Discrimination and Extremism in Rus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57, No.2(2010),pp.50~60.  
31

 Ibid., 



 

13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的資料可發現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攻

擊對象除了俄羅斯國家的公民，從阿富汗、越南、約旦、中國、韓國、利比亞以

及敘利亞都成為極端民族主義份子種族仇恨下的犧牲者。在車臣戰爭、2002年

莫斯科歌劇院挾持人質事件32以及，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33之後，造成俄羅斯

高度仇視高加索人民以及伊斯蘭教，反伊斯蘭的情緒增長導致許多攻擊穆斯林的

行為。34
2006年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以及排外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有顯著的變化，

他們開始使用槍枝、爆炸物，不再是以前的身體攻擊，犯罪規模也更為龐大。 

    2009 年極端民族主義行動更為激進，極右派團體開始舉行破壞國家機關的

活動，並且對抗專門打擊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非政府組織活動(NGO)。親克

里姆林宮的青年運動致力於打擊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但是各級政府官員卻常在公

開場合發表自己的排外言論。35
2010年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仍然追求恐怖活動，而

轟炸的目標改為警察局，對警察局縱火或者炸彈攻擊。但是無法確定攻擊者是誰，

因為極端民族主義團體都積極參與襲擊警察局的活動。傳統上，俄羅斯民族主義

份子將自己定位為可以對抗其它民族的民族主義戰士，對他們來說，民族主義的

宣傳目標就是攻擊任何「在俄羅斯的非俄羅斯人」。36 

                                                 
32

 2002年 10月 23日，四十多名車臣武裝份子闖入莫斯科東南區的劇院，並脅持當時劇院內的 

850名人質，要求俄羅斯軍隊撤出車臣。10月 27日，俄國軍警以化學氣體麻醉劇院內的所

有人，將車臣武裝份子處決。多數人質獲救，但是 129名人質因為吸入過多化學氣體而死

亡。Adam Dolnik, Keith Fitzgerald, Negotiating Hostage Crises with the New Terrorists (Chicago: 

Green Pub Group, 2007), pp60~80. 
33 2004年 9月 1日，車臣分離主義份子在俄羅斯南部北奧賽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的一起 

脅持學生、家長以及老師的恐怖活動，2004年的 9月 3日結束。James Forest,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Insurgency in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hicago: Green Pub 

Group, 2007), pp176~184. 
34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Радикали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бзор событий 2004 года ,Со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05/01/d3386/)(檢索日期：

2012/11/28) 
35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Радикали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бзор событий 2009 года ,Со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10/02/d17889/)(檢索日期：

2012/11/29) 
36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Радикали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бзор событий 2010 года ,Со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 

(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11/03/d21140/)(檢索日期：

20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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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極端民族主義表現仍然活躍，但是在 2005年一個新的組織「莫斯科反

極端聯盟」(Москов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Болельщиков)成立，它的宗旨是「打擊恐

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另外，開始出現一些能與光頭黨抗衡的極

左派團體，他們攻擊光頭黨，並且對抗法西斯主義。調查中還進一步說明打擊極

端民族主義的措施，在非政府組織舉辦教育活動、會議以及研討會，讓反對種族

主義和反對仇視猶太人的人權運動互相結合，形成一個對抗極端民族主義的網絡。

37 

  「貓頭鷹資訊分析中心」的資料包含了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攻擊的對象、

表現形式、數量、攻擊方法、反極端的措施等研究，「貓頭鷹資訊分析中心」同

時也是研究俄羅斯仇外現象以及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最為透徹的機構，提供筆者

對於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有更深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貓頭鷹資訊分析中心」於 2009年出版「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結構、思

想與特色」(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и ,Лица)探討俄

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理念行為。書中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俄羅斯主要

的極端組織，例如：偉大的俄羅斯(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自由黨(Партия Свободы)、

祖國-俄羅斯社會大會(Родина- Конгресс Русских общин)、人民議會(Народный 

Собор)、人民聯盟(Народный Союз)等。第二部分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極端團體：

俄羅斯公民社會(Рус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人民民族黨(Народ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артия)、俄羅斯愛國者(Национал- Патриоты России)等。最後則

是一些比較著重思想的團體：民族布爾什維克黨(Национал-Боли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俄羅斯民族解放運動(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ус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等。書中介紹每個團體的概述、主要領導者的簡歷、組織結構和基本

思想，對筆者研究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幫助甚大。38 

                                                 
37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Радикали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бзор событий 2005года ,Со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06/02/d7189/)(檢索日期：

2012/11/29) 
38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и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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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黎陽認為，俄羅斯政府確認了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性，因其具有極端和非

理性的特點，不僅會對公民的合法權力造成傷害，更加會影響和危害正常的社會

機制。政府的任何官方文件和宣傳資料上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態度都是抱持批判和

否定的態度，這就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組織和個人有著警告和防範的作用。39但

是 Laruelle在談到俄羅斯政府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治理措施持批判態度，認為政府

的態度不夠鮮明、過於軟弱。甚至許多當地政權利用光頭黨作為民兵，例如

Krasnodar(Краснодар)、Stavropol(Ставрополь)以及 Pskov(Псков)。前莫斯科市

長 Yuri Luzhkov(Юрий Лужков)允許光頭黨在莫斯科的排外行為，並視之為「淨

化」。40 

 

二、國族認同 

    James Billington的《俄羅斯找尋自我》(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主要在研

究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之後如何思考俄羅斯國家的性質和命運。從 1980年代

Mikhail Gorbachev(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的「公開性」(гласность)之後，討論俄羅

斯的認同問題就變得比以前更加開放。認同的觀念不僅僅從當代西方並且從俄羅

斯的過去被挖掘出來。但是俄羅斯在「公開性」之下，他們卻開始對於自己是誰， 

以及對未來感到迷茫。書中以時間劃分，分別說明十九世紀對於「認同」的尋找，

以及二十世紀對於「正當性」的追求。41 

    對於尋找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認同，Billington 認為有三種遺緒可以帶領

俄羅斯尋找自己的國族認同，分別是：神聖的領導者、精神重建以及文化平衡。

近年來俄羅斯探討國族認同的議題已經更加廣泛，俄羅斯希望對外可以獲得國際

的尊重，對內則希望可以找回屬於自己的國族認同。俄羅斯相信，他們如同美國

一樣，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這篇文章使用與其他篇不同的研究途徑來檢視 20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и, Лица(Москва: Сова, 2009) 
39

 陳黎陽，「俄羅斯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調控」，頁 51。 
40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pp.67~68. 
41

 James Billington, Russian in Search of Itself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2004),p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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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俄羅斯的國族認同：第一是以宗教以及文化的觀點；第二是以社會學的角度；

最後則是族群地理的概念。42書中引用許多文學的作品，藉由文學作品帶給筆者

對於俄羅斯國族認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Tolz 在「葉爾欽和普欽尋求俄羅斯的國族認同」“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ussia of Yeltsin and Putin”一文中指出，無論是公民或者是族群都

是削弱國族建造的原因，因為俄羅斯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俄羅斯的國族認同發

展是受到阻礙的。整篇文章主要以俄羅斯如何解決 1990年代的認同危機，以及

在 Putin 領導之下的俄羅斯要如何找尋屬於自己的國族認同為兩大重點。文中首

先提及 1990年代俄羅斯的認同危機，由於蘇聯的解體，導致蘇聯民族開始提出

「自己是誰」、「從何而來」等問題。在整個 90年代，無論是極端右翼或者是共

產黨都認為俄羅斯應當保留於自己的聯邦認同(Union Identity)。1992年末到

1993年初，傳統帝制的思想開始衰弱，即使是之前支持俄羅斯恢復傳統帝制的

份子，也開始認為俄羅斯可能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框架下有更好的未來，

這些新的理念強調族群以及公民的國族建造(nation-building)。 

    第二部分談論 Putin剛上任總統時，將國族認同列為鞏固他的政治議程的首

要任務，並用強烈的字詞來形容俄羅斯國家生存受到威脅。因此 Putin提出一個

計畫性的綱領「在千禧年之交的俄羅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無論是 Yeltsin 或者 Putin，他們都深受俄羅斯在語言以及文化的屬性上都相似於

東斯拉夫人的觀念。Tolz 指出對於建造俄羅斯的國族認同還是有很大的障礙，包

含：衰弱的國家、經濟社會兩極化、對於北高加索仇外情緒的增長和反伊斯蘭的

思維以及俄羅斯是歐洲還是歐亞的問題。43文中使用時間做為分水嶺，道出不同

時期俄羅斯所面臨的國族認同問題，並且指出日後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筆者

將根據 Tolz 所提出的問題在本文中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42

 Ibid.. 
43

 Vera Tolz,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ussia of Yeltsin and Putin’’, in Yitzhak  

Brudny, Jonathan Frankel and Stefani Hoffman, edits, Restructuring Post-Communist Russia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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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z 的「塑造國家：後共俄羅斯的國族認同與國族建造」“Forging th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Russia”中指出蘇聯解體

之後，俄羅斯面對的最重要議題就是國族認同以及國族建造。如何依據公民身分

以及如何依據共同的特徵，例如：文化、語言、宗教和祖先來強調國族認同。本

篇文章藉由分析「知識份子」、「非俄羅斯裔的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議會反

對派」以及「大眾」等五個不同的面向來討論俄羅斯的國族認同與國族建造。文

中將民族、民族主義以及國族認同的概念以有實際意義的方式反應在政治上，這

些概念會成為集體行動的基礎。另外還要檢視以下幾個問題：俄羅斯的當代知識

份子以及政治人物企圖使用什麼樣的文化，以及歷史遺緒來重新建構俄羅斯國家?

這個遺緒對於政府政策的形成有影響嗎?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蘇聯解體後是否

具有對俄羅斯國家的影響力?公民民族主義是否能在俄羅斯扎根?44  

    首先，知識份子提出的俄羅斯國族認同有五項：第一，聯邦認同。俄羅斯人

被定義為帝國的人民或者他們的任務是創造一個超民族的國家(supranational 

state)，而幾個世紀以來，蘇聯都被認為是多民族國家。第二，俄羅斯人藉由共

同的起源和文化，做為整個東斯拉夫民族的代表。族群文化的相似性，被視為國

族認同的主要標誌。第三，俄羅斯作為一個說俄語的社會，無論他們的族群起源，

語言做為國族認同的主要標誌。第四，俄羅斯人以血緣關係定義種族，並構成認

同。第五，俄羅斯公民，不論他的族群或者文化背景，根據新的政治制度以及憲

法而團結。其次，非俄羅斯裔的知識份子則認為創建一個非俄羅斯裔主導經濟的

俄羅斯共和國，並讓這個共和國與其他非俄羅斯人的地區結盟為塑造國族認同之

道。45 

    政治人物所塑造的國族認同又分為行政部門、議會反對派以及少數自治族群

的領導人三個部分：行政部門認為需要創造共同聯邦認同的概念、加強東斯拉夫

的認同，並且藉由統一的國家思維來加強國族認同；議會反對派則認為俄羅斯認

                                                 
44 Vera Tolz, ‘’Forging th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50,No.6(1998),pp.993-994. 
45

 Ibid. ,pp.99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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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只是更廣泛的聯邦認同，而俄羅斯國族認同就是斯拉夫國族認同。少數自治族

群認為地區的認同可以與整個國家的國族認同和平共存，因為他們強調有 33.4%

的非俄羅斯人生活在他們的自治區中。最後是大眾的態度，可由民意基金會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與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1992年到 1997

年一般莫斯科人民對於國族認同看法的調查報告，一窺端倪。46(表 1-1) 

表 1-1：俄羅斯人需具備哪些特徵?(%) 

熱愛俄羅斯並將之視為祖國 87 

知曉並熱愛俄羅斯文化 84 

以俄語作為母語 80 

視自己為俄羅斯的一員 79 

擁有俄羅斯公民資格 59 

國際護照中被視為俄羅斯人 24 

擁有俄羅斯人的身體特徵 22 

資料來源：Игор Клумакин и Владимир Лапкин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Polis, vol.5, 

No29(1995),p87,轉引自 Vera Tolz, ‘’Forging th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50,No.6(1998),pp.993-994. 

    Tolz 研究俄羅斯國族建造與國族認同，以五個不同的面向分析，並且針對每

一個面向都研究透徹，不僅可以知曉國家中政治人物的想法，也可以明白知識份

子的思維，更透過問卷調查的形式來顯現一般大眾的看法。有別於一般文章只針

對一種層面或者只是概括性的研究俄羅斯的國族認同，對於筆者瞭解俄羅斯的國

族認同幫助甚大。 

    Valery Tishkov(Валерий Тишков)在「俄羅斯人民和國族認同」(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ность)提出，國族認同可透過策略來達成，例如：

實施教育計畫加強國族認同、培養國家的語言、維持文化，以及大眾媒體的活動。

                                                 
46

 Ibid., pp.100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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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經濟改革完成之後，俄羅斯現在應該實現他們國族認同的思想。47這篇文

章最大的優點在於 Тишков提出俄羅斯建造國族認同的具體策略，筆者認為若執

政者能執行這幾個策略，俄羅斯完成國族認同應該是指日可待。 

 

 

 

 

 

 

 

 

 

 

 

 

 

 

 

 

 

 

 

 

 

                                                 
47

 Valery Tishkov, “The Russian People and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 

3(2008),pp.172~180. 



 

20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總共分成五章，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第三節研究

範圍與限制；第四節文獻回顧；第五節章節安排。 

    第二章探討理論與實際：主要是以宏觀的角度討論有關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

認同的理論，以及俄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現象。本章針對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

的理論做回顧，結合俄羅斯發生的案例，欲整理出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

同的關係。首先，第一節探討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論，藉由分析學者們對於極端民

族主義的定義進一步了解極端民族主義；第二節討論國族認同，整理出國族認同

的相關理論；第三節以俄國做為案例，研究在俄羅斯發生的極端民族主義事件以

及整理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第四節為小結。 

    第三章個案研究-俄羅斯光頭黨與國族認同：本章第一節分析光頭黨的緣起，

從最早的光頭黨形成歷史開始論述，直到俄羅斯人接受國外的光頭黨概念，形成

俄羅斯的光頭黨，並且介紹俄羅斯光頭黨的分支；第二節研究俄羅斯光頭黨的理

念與行為，解析俄羅斯光頭黨的組織概念與極端暴力的行為；第三節俄羅斯光頭

黨對國族認同的影響；第四節小結。 

    第四章個案研究-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國族認同：第一節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的緣起，首先將創始人 Limonov 與 Dugin視為兩個個體，研究他們的個人背景、

政治思維；第二節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理念與行為，其中分析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的意識形態、象徵意義、組織結構與極端行為；第三節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對國族

認同的影響，第四節為小結。     

    第五章結論：總結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對國族認同的影響，並提出將來

對此一主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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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實際 

 

    本章針對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理論做回顧，結合俄羅斯發生的案例，

欲整理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理論。本章第一節探討極端民族主義的

理論，藉由分析學者們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定義進一步了解極端民族主義；第二

節討論國族認同，整理出國族認同的相關理論；第三節以俄國做為案例，研究在

俄羅斯發生的極端民族主義事件以及整理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第四節為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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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極端民族主義 

     

    關於民族主義的分類，存在著幾種不同的理論。其中一種是將民族主義分成

兩類，一類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強調「具歷史意義的領土、法律政

治共同體，成員們在法律政治的平等，以及共同的公民文化與意識型態」；另一

種是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強調「血緣宗譜與假想的族裔連繫、民眾動

員、地方性的語言、習俗與傳統。」Benedict Anderson 則提出另外一種分類方法。

一是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當國家建立時，為了讓領土內的人民相信

自己事同一族人，用法律制定規則去鎮壓人民，由上而下的力量很強；另一種則

是海外殖民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因為與殖民者的母國發生摩擦最後斷然

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例如美國。48
 

     當代學者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十分豐富，其中以 Eric Hobsbawn 及 Benedict 

Anderson 兩位最為出名。過去，研究民族主義的人多半認為民族的存在歷史悠

久，所有古文明都是具有血緣文化一致性的民族。但是 Hobsbawn 認為「民族」

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社會實體，他認為民族不但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而且是

一項人類發明。民族的建立跟西方現代基於特定領土而產生的主權國家息息相關，

簡單來說，「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

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這句話就是 Hobsbawn的名言，原本大多數的

學者都認為先有民族才有國家，Hobsbawn則強調先有主權才有國家，才創造民

族。本來國家統治下的人民來源雜亂，沒有共同的歸屬感，但是國家一旦建立，

透過典章制度與相關機制，使越來越多人聯想自己與這個國家中的其他成員是

「同胞」，Hobsbawn認為沒有天生的同胞，許多事情是被建構、發明出來的。49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認為民族是人為創建出來的，對於

                                                 
48江宜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台北市：台大，2003年)，頁 59~62。 
49

 同前註，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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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界定如下：「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

上有限的、同時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民族做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意思並不是

說每個人都真正跟每個同胞認識，但是他們卻可以想像彼此是同胞。所謂的「民

族」都是國家主權建立之後，開始打造出來的想像，「國族建構」的過程始得人

民在同一主權範圍內，越想越覺得彼此是同一民族的子民。50 

    Anthony Smith 就試著把國家建立之前的族群因素考慮進來，提出一種新的

折衷理論。「原生論」主張民族是具有共同血源、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的人群，

他們原本就存在世界上，等到夠強大時就建立自己的國家。「建構論」責任為民

族是被創造出來的，在主權國家開始建構民族想像之前，並沒有所為民族的存在。

Smith 將這兩種理論結合，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可以用簡單的關係式來表示：「族

群核心(ethnie)→國家(state)→民族(nation)。這種理論就是要給予血緣族群、宗

教族群一個地位，因此 Smith 的民族主義定義是：「民族是一群分享共同的歷史

領土、共同神話、歷史記憶、公眾文化、經濟體系、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係，而

且擁有自己的命名的人群。」51
 

    極端民族主義對孤立無助的個人及其團體常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因為它提供

他們安全、自尊和驕傲的可能機會。極端民族主義標榜了一個特殊的、明確的國

族團體，使得盲目信從的群眾的歸屬感得以激發。要激發這種歸屬感，常常要採

取「負面的整合」，也就是找出一個與本國本族有別的假想敵。52民族主義的過份

發展是鄙視他國或者將他族妖魔化，或是在本國之內對於其他社群排斥、歧視。

這種情緒經常被極端運動的領袖所濫用，在這種情況之下，形成極端民族主義並

且會合法化他們的仇外舉動、或以種族、族群之歧異對待其他族群。53 

    通常民族主義可以分為理性與極端兩種類型。極端民族主義表現為自私自大

與自我膨脹，甚至有對外侵略的思想以及行為；而理性的民族主義表現是對民族

                                                 
50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文 

化，2012年二版)，頁 40~43。 
51

 江宜樺，同前書，頁 50~52。 
52 洪鎌德，《民族主義》(台北市：一橋，2003年)，頁 85。 
53 同前註，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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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以及對民族自重、自立自強的認識和實踐。普建華認為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

有兩項：一，對外崇尚武力，面對國際問題強調對立與對抗的戰爭思維。極端民

族主義更加喜歡把競爭對手看成敵人，極端民族主義者所主張的是不理性的衝突

和對抗，而不是談判、溝通或者合作。極端民族主義者雖然不是一個階層，但卻

可能因為他們對觀念的認同而形成一個利益集團。二，面對社會問題表現「無為」。

極端民族主義者更願意談論社會的負面現象，問題以及矛盾被他們用放大鏡檢視，

對成功的那一面則是選擇視而不見。極端民族主義不僅僅激化社會矛盾，還有意

損毀知識階層和社會管理階層。極端民族主義不僅僅直接抵制社會民主制度，而

且也固執已見、排斥其他觀點，更拒絕以民主的方式與持其他觀點的人平等共處。

54 

    極端民族主義堅持本民族優越於其他民族、本民族的利益高於人類整體利益

的主張或行動，也就是「本族或本國就是最後的」以此為原則，再也沒有其他評

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從人類歷史和全球文明發展史來看，認為本民族(部落、部

族)優於其他民族，一直都是戰爭或者衝突的重要根源之一。極端民族主義對於

國族的發展毫無益處，不僅會損害其他民族的情感、破壞民族關係，而且會危害

正常的社會機制，對國家造成破壞性的嚴重後果。55 

    極端民族主義的成因可分為民族內在的發展動力和民族所承受的外在壓力。

內在動力來自本民族人民要求民族國家的建構中獲得更多的政治權益、經濟福祉

和人身自由的強烈願望；外在壓力則表現為外族壓迫、擠壓和歧視所造成的壓力，

它通常能夠加強一個民族的凝聚力或認同感。這兩種力量都能激發民族主義熱情

並成為推動民族國家建設的動力，但外在壓力更容易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或種族主

義。對於九十年代的俄羅斯來說，內部混亂是民族主義產生的基礎，而外在壓力

則是激發民族主義情緒高昂的直接因素。社會狀況的變化對年輕人造成的衝擊更

是巨大。大多數年輕人重視物質生活，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但國內的經濟情況

                                                 
54 普建華，「極端網絡民族主義傾向的表現及其批判」，中共銀川市委員校學報，第 13卷第 2期 

   (2011年 4月)，頁 62~63。 
55 陳黎陽，「俄羅斯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調控」，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 6期(2009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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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許多想要得到優質生活條件的年輕人沒辦法得到滿足，甚至連找到一份合適

的工作都很難，精神空虛加上無所事事是很多年輕人對於生活失去信心，同時對

出現在自己國家中的外國人充滿仇恨與排斥。在他們看來，就是因為這些人奪走

他們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居無定所。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對俄羅斯

的明顯排擠導致俄羅斯對西方國家的反感情緒增加，懷舊以及自我為中心的民族

優越感使得俄羅斯民眾產生了抱怨和不滿，可望重建昔日的輝煌成為民眾心中的

一種共識。56 

   另外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是藉由工人與社會之力把乖順的民眾變成同質性社群。

例如德國的特工(SS衛隊)與日本自殺性的神風戰機駕駛員就是這種「極端式」

的民族主義將之個人化、人身化。綜觀 Hilter、Barres、Maurras 等的極端民族主

義，他們因為國族一度淪落為外人統治，才企圖打動他們人民心裡神秘的要素，

激發人民對本族特異性格的幻想，甚至渲染祖先和前人光榮的事蹟，來正當化對

他族的侵凌暴虐。在他們心中將民族當成活生生的生命體來創造、保衛、增強、

擴張、純化、年輕化。57 

    一般來說，保守式的民族主義懷疑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社會能

夠穩定與歷久不衰，因為保守民族主義認為多元社會缺乏文化與社會的凝聚力，

也就是缺乏強烈的國族認同來產生共同的、團結的意識。這樣的民族主義可以說

是排外的，以狹窄的國族觀來區分本族與他族。58 

 

 

 

 

 

 

 

 

                                                 
56 同前註，頁 49。 
57 同前註，頁 72~74。 
58 同前註，頁 79~80。 



 

26 

 

第二節 國族認同 

 

    國族認同有其積極的意義，首先，它反映了人與社群之間的正確關係，國族

認同在一定程度表現出人與群體的關係；第二，國族認同合理化國民與國家之間

的權利義務關係；第三，國族認同可以建立歷史感，培養團結、互助、忠誠、奉

獻等美德。59 

  不同學者對於「國族認同」這個概念有不同的定義與主張。蕭高彥認為，「國

族認同」是「公民對其所屬政治共同體主動的認同(willing identification),由它所

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意願積極地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難時願意

犧牲自我」。60江宜樺則認為，「認同」一詞意為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身在時間

上及空間上的存在」但這個過程不僅包括各體自我認識過程的主觀了解，也包含

他人對此一個體自我存在的認識，依照這個脈絡來討論，「國族認同」可定義為

個人「對國家的確認與歸屬」。61 

  江宜樺認為「認同」有三種不同的意義。第一是相同不相同，第二是歸屬，

第三是同意。首先，認同有「同一、等同」(oneness, sameness)的意義；其次，

第二個意義是「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最後，認同的第三個

意義是「贊同、同意」(approval, agreement)。江宜樺所舉出認同的三種意義，

是為了要推論「國族認同」也可以有三種含義。第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的同一性；

第二，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於哪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辨識活動；第三，一個人對自

己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或甚至是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倘若以

民族主義的立場來思考，這些問題都會變得簡單明瞭。第一，國家認同就是國族

認同，因為每個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第二，國族認同是一種天生自然的心理

活動，不是創造出來的。第三，國族認同的基礎包括血緣種性、歷史文化、語言

                                                 
59 同前註，頁 67~69。 
60 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26期(1997年)，頁 4。 
61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5期(1997年)，頁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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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習慣等。第四，國族認同最重要的就是集體認同，高於家庭、黨派、

社區的認同。最後，一個人的國族認同不能輕易改變。62 

  施正鋒由「國族認同」與「民族認同」兩者的概念差異出發，將國族認同視

為國家「經不斷互動、協商、學習、定義及建構而成的自我定位」。對內而言，

國族認同會受到族群、政黨及利益團體的互動影響，也會受到社會文化及政治制

度的限制，對外則受到與他國互動的影響。63張茂桂則是以身分認同政治的角度

切入，認為「身分」本身就是「社會關係位置的建構」的一種形式。在「身分」

轉化為「認同」的過程中，情同感(solidarity)與社群(community)因素扮演著極

為重要的角色。因此「認同」必須是對立性的社會關係形成之後，行動者透過建

立社區、共識、行動、情同感等方式形塑出對「我們自己」的認知共識而成。64
 

  國族認同的建立雖然是建構性的工作，但是它是否浮現成為政治共同體的主

要危機，還要看特定社會的政治發展。對於一個疆域明確、主權完整、歷史文化

歸屬有相當共識的國家而言，國族認同是一個爭議不大的問題。反之，對一個族

群並立、文化歸屬歧異、領土主權範圍不清的政治體而言，國族認同就會成為一

個非常嚴重的問題。65 

  民族主義理論的一個核心議題，就是國族認同的問題，也就是一群被視為或

者自認為某個既定民族所屬成員的程度。國族認同的設立，涉及到畫分和訴諸某

些特地區域，並且在想像中的「我們」以及「他們」之間做出對比；這種作法所

帶來的問題，並不比所解決的問題少。66過去的三十年中，「認同」一詞，越來越

常被學界討論。這個名詞原來是用在個人層次上，如今越來越多應用在團體或者

集體層次的認同。現在它成了一系列論述裡的共通名詞；尤其是做為一種對於全

                                                 
62 江宜樺，同前書，頁 64~67。 
63 施正鋒，「台灣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台灣民主季刊第 1期（2004年），頁 1。 
64 張茂桂，《台灣歷史上的族群關係：談身分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 

1996年)，頁 3~6。 
65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頁 3。 
66 P.Spencer/H.Wollman著，何景容、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國家教育研究

   院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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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回應的多重與混雜認同的發展，更成為後現代論者的研究興趣。67 

    Benedict Anderson視民族為「想像的共同體」這個想法是分析民族主義的一

個重要課題。Anderson 著名的主張認為民族「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在最小

的民族，對它的成員而言，民族裡的大多數其他成員永遠不會認識，但是他們相

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Anderson 主張每個想像中的民族都有

有限的範圍是令人信服的，他堅稱「沒有民族會想像成等於全人類的」。如同他

所說的，也由於必須要有他者，使特定民族能夠透過自身和他者之間的關係來得

到認同，或是認同他自己。Anderson 強調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連結，對

民族國家的渴望在民族主義的想像裡顯得非常突出。68 

    David Miller 認為民族有五個條件，而國族認同也藉由這五個條件所形成。

第一，民族的成員必須視其他成員為同胞(compatriots)，並且相信他們之間共有

的某種相關的特質，也就是民族成員是相互承認且分享共同信念的人。第二，國

族認同也是一種具有歷史連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認同，不僅指大家共同擁

有的過去，也指向未來。第三，國族認同是一種能發生主動行為的認同(an active 

identity)，包含整個民族共同的決定、共同的行動、以及共同的成就等。第四，

國族認同要求一群人定居在固定的領土，也就是有自己的「家園」。最後，國族

認同要求成員共享某種特質，而這種特質指的就是「共同的公眾文化」(a common 

public culture)。亦可解釋為「人群關於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彼此瞭解」。69 

    Miroslav Hroch 分析國族認同的動態，他認為國族認同可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個階段出現於知識分子對於農民的傳統文化產生興趣，藉此來驗證國家的獨立。

第二個階段，知識分子開始對大眾傳播文化獨立的想法，特別針對農民傳播。第

三個階段，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創造民族運動，這是整個 19世紀所流行的。70國

                                                 
67

 同前註，頁 88。 
68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 

文化，2012年二版)，頁 6~7。 
69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22-26。 
70 Miroslav Hroch ,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a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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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可藉由共同的語言、宗教、地理位置、集體記憶、文化習俗以及共同祖先的神

話來獲得認同。71 

    認同的形成是經過不斷的自我省思：「我是誰？」以及「他是誰？」引申到

團體則變成：「我們是誰？」以及「他們是誰？」。這些問題都與社會心理學中所

討論的認知、理解及符號等形成的過程。雖然，認同主要是一個各別現象，但是

各別的認同常常是經由認同團體的文化所形成。Clifford Geertz 強調國族成員間

與生俱來的共有文化，才是國族認同的基礎。Geetrz 認為，一個人出生在某個宗

教的社區，語言的社群，以及其生長所在地的社會習俗，都會構成認同的基礎。

因此對於 Geetrz來說，血緣、種族、語言、宗教、地區、習俗等，都是國族認

同的基礎，這些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基礎形成一種力量，將國族團體成員集結在

一起。藉由對認同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個人和團體認同形成的基礎，這些認

同的基礎，是族裔本身團結和形成凝聚力的主因，卻也是族裔團體間衝突，以及

國家整合問題產生的主要來源。72 

    民族主義並無特定的意識型態和統一的國家認同，我們可以藉由國族認同與

對外政策的關係，區分出下列五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國族認同是奠基在政治制度上，而非擁有共同的血緣、宗教、

語言的神話基礎上。例如英語系的國家：美國、英國。第二種類型-脫離帝國及

殖民地控制的新興國家，這些國家表達出對於文化及政治的強烈痛苦意識

(resentment)，國族認同根據擺脫帝國或者殖民統治而形成，例如中東歐、墨西

哥、以及部分的中南美洲國家。第三種類型-以擁有豐富的政治文化傳統，並受

到紛擾的歷史影響的法國為代表。第四種類型-起源於二十世紀隸屬於歐洲國家

的亞非殖民地，這些新興國家的國族認同是出自於對殖民政權的反抗。第五種類

型-政教合一的民族主義，這些國家的宗教不屬於世界宗教的主流，例如：沙皇

                                                 
71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6。 
72 葛永光，《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整合-堅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0 

年)，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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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帝國以及信奉回教的伊朗。俄羅斯就是利用東正教國家

的地位，作為對抗「墮落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後堡壘。並以奠基在神權意識

型態的彌賽亞(messianic)的角色，來支撐其國族認同和政權的合法性。
73
 

  Stanley Tambiah 認為國族認同是一種集體認同，這是一種自我意識且形同語

言的認同，讓一項或多項特徵(例如膚色、語言、宗教、國土占領)，得以具體化，

並且將這些特徵加於集體性上，做為他們與生俱來的財產以及神話歷史性

(mythico-historic)的遺產。這種認同論述的核心要素是繼承、祖先以及後代，起

源地區或疆域，以及共同的血脈。74 

    國族認同的動力往往是由政治環境所引發，國內政治的本質企圖操縱國族認

同。因為國族認同包含個全國人民，超越政治、文化、種族以及宗教。如果一個

政治家能夠象徵性的將自己與國族認同的概念聯結起來，那麼他就能獲得民眾的

支持。此外，在面對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不斷發展，為了維持政治整合以及穩

定，進行國族建造確實有必要性。因此我們可說，國族認同是一項由民眾、政府

的決策以及國際環境三項因素交互而成的概念。75 

    一般討論國族認同的文獻中會將國族認同的構成因素分為「客觀」與「主觀」

兩類。「客觀」是觀察的到的有形特色，例如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習慣；無

形的基礎則是共同的歷史經驗。在眾多客觀因素中，又以無形(或想像的)共同歷

史經驗最為重要，因為它可以超越不同的有形特色並且加以整合。但是主觀意識

才是決定國族認同的關鍵，把客觀與主觀的要素整理如圖 2-1 所示： 

圖 2-1 民族形成要素的分類 

                                                 
73 Ilya Prizel, Op,cit, pp.21~23。 
74

 Stanley Tambiah,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cGraw 

 Hill,1994),p430. 
75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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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極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 74 

根據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者的論述，可將國族認同的產生歸納成兩大類，

一為原生論(或文化決定論)，另一為權力結構論(或工具論)。原生論認為國族認

同建立於一群人在客觀上有形的共同文化基礎，包含語言、宗教、生活習慣、共

同的血緣；而權力結構論認為國族認同是因為一群人針對自己人在政治權力、或

經濟財富的分配不公而形成主觀上的集團意識，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動

員的工具。另外 Anderson 強調無形的基礎，也就是共同歷史、經驗或者記憶才

是決定國族認同的關鍵，甚至認為沒有記憶就沒有認同。76綜合以上討論，可以

將這些因素整理成為以下的模型(圖 2-2) 

圖 2-2 國族認同形成的模型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極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 76 

 

國族認同變遷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國族團體間的互動和競爭所導致，而環境

影響了競爭的方式，也影響認同變遷的型態。因此先從「市場」(market)的觀念

                                                 
76

 施正鋒，同前書，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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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討論環境因素，在進一步討論對於認同變遷的影響。「市場」是指國族團體所

賴以生活及互動的政治、社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國族團體透過競爭來爭取政

治、社會資源。市場的情形可分成兩種：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 competition)和不

完全競爭市場(imperfect competition)。77完全競爭市場是一種自由競爭的市場，

在此市場中，各國族團體享有公平的機會，在一個開放的體系中去競爭各項政經

資源；不完全競爭市場，則是一種受限制型的市場，它有一種壟斷的情形存在，

這種情形可能是由單一族群壟斷所有政經資源，或者是兩、三個族群聯合壟斷。

總之，它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族群團體間存在這一種不平等的地位，或有

一種上下位階的關係。對於個人來說，認同的變遷可以經由語言或宗教的改變來

達成，也可以經由較長期的異族通婚或者生育來完成。但是對於團體的集體認同

而言，認同的變遷方式與個人顯著不同。因此就團體認同的變遷來討論，其變遷

的型態可以用下圖表示：(圖 2-3) 

圖 2-3 認同變遷型態 

資料來源：葛永光，《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整合-堅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93。 

    「同化」(assimilation)可看成從學習某個特定團體的行為中，去減少彼此間

文化的差異。經由這種同化的過程，使得國族團體的界線逐漸消除。同化的方式

                                                 
77

 Michael Banton, Racial and Ethn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1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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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下列三種：「合併」(incorporation)、「仿傚」(emulation)及「混合」

(amalgamation)。「合併」是指一個團體並入另一個團體，而喪失自己的認同。所

以當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若是兩者在權力和社會資源分配上有很大的差距，合

併就可能發生。處於劣勢的族群，由其是年輕又有企圖心的人，就會透過合併的

方式來尋求向上流動的機會。「仿傚」通常發生在一個文化階層化(curltural 

stratification)的社會中。「仿傚」與「合併」不同的是，仿傚只是類似族群學習和

接受優勢族群的價值，但不意味著本身認同的喪失，弱勢族群會根據優勢族群的

價值，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和角色。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種姓階級制度。

「混合」是兩個或多個團體統一起來，組成一個新的團體，產生一個較原來各團

體的認同更大的，而且是不同的新團體認同。78 

    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是指國族競爭的環境較為開放和自由，國族之間的互

動關係也比較平等。在這種叫為自由平等與開放的環境中，認同變遷的型態，通

常是以「分化」的情形出現。「分化」主要是指認同變遷的方式，是經由產生新

的，額外的團體，使原來團體認同的範圍縮小而發生變遷。分化有兩種型態「分

裂」(division)與「增值」(proliferatrion)。「分裂」指一個團體分成兩個或者多個

團體。以前蘇聯的政治例子而論，蘇聯在原來不完全競爭的環境時，靠同化政策

和武力控制來維持蘇聯的認同，但是在戈巴契夫逐步採取開放改革之後，聯邦內

的加盟國紛紛宣告獨立或者擁有主權。波羅的海三小國紛紛宣布獨立，就是以分

裂的方式丟棄俄羅斯認同，而回歸到本身國族團體的認同。「增值」指一個或多

個團體產生一個額外的新團體，但是原來的團體並未喪失其認同。因此，國族團

體認同是動態的，可能隨著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遷。國族認同的變遷，在完全競

爭和不完全競爭的環境中都有可能發生。在不完全競爭的環境中，國族認同的變

遷是經由同化的方式達成。同化可能是國族團體的自願同化，出於國族團體為促

進國族利益，達到「提昇」的地位所以才採行；也有可能是出於非自願的同化79 

                                                 
78 葛永光，同前書，頁 93~97。 
79 同前註，頁 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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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國案例 

 

    2000 年時，最為人熟知的極端民族主義政黨是 Alexander 

Barkashov(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кашов)的俄羅斯民族統一黨(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而根據 2005年 12 月的調查顯示，將近三分之二的民眾表示他們並

不知道光頭黨是什麼，儘管光頭黨是當時最有名的青年組織。80俄羅斯的排外主

義呈現許多不同的面貌。首先，種族暴力存在於現在的俄羅斯，在蘇聯時期這種

狀況是不太會發生的，也並不會引起對受害者的同理心。而現在類似的暴力行為

通常是被否認的，例如，謀殺外國人通常會被解釋為單純的犯罪而不是種族主義。

第二，暴力行動包含身體攻擊、大屠殺以及暗殺，因此這類的仇外心理沒有明確

的意識型態的特點。200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1%的民眾認為民族主義具備一些

不太好的特徵，而 53%的民眾則認為會繼續維持種族的淨化(the purity of the 

race)。第三，根據 2006年的調查，21%的民眾認為光頭黨的作為是「捍衛俄羅

斯人的利益」(defending the interests of Russians)。81 

     在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出現時，俄羅斯社會開始流行一個口號「俄羅斯人的

俄羅斯」(Russia for the Russians ; Россия для Русских)。1990年代前期，只有 15%

的人贊同這個口號，可是在 1998 年有 43%的人認同，到了 2004 年甚至有 59%

的人認同。而調查 Russia for the Russians 的意義時，47%的人認為那是對於俄羅

斯文化的支持，31%的民眾認為是應該要減少外國人在俄國的數量。82
 

1990 年初期，仇外現象的年齡層約在 25歲以下。到了 2000 年，青少年族

群被視為仇外現象最嚴重的族群，甚至還超越了懷念專制體系的年長者。青少年

發生的仇外現象不僅更廣泛，還更為激進。從 1995年開始，16~25歲的年輕人

                                                 
80

 Levada Center,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олодеж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http://www.levada.ru/press/2005090502.html)(檢索日期：2013/01/07) 
81

 Анастасия Леонова, Неприязнь к мигрантам как форма самозащиты  

( http://www.strana-oz.ru/2004/4/nepriyazn-k-migrantam-kak-forma-samozashchity)(檢索日期：

2013/02/05) 
82 Левада центр,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ксенофобия  

( http://www.levada.ru/press/2007082901.html)(檢索日期：201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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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以流著俄羅斯的血液來定義是否為俄羅斯人，而不是以文化來定義。1999

年，另外一個研究顯示出 20%受基礎教育的學生表示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並且反

對異族通婚。2002年，莫斯科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對於移民議題感興趣，但

是到了 2005年的時候有三分之二的年輕人關心這個議題，都是因為「莫斯科人

的莫斯科」(Moscow for the Muscovites)這個口號。83 

    以下就出現的時間順序討論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針對這些團體的歷史、

主要領導者簡歷與基本思維等做研究。 

    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出現許多馬克思主義與俄國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政黨：

例如由 Nina Andreeva(Нина Андреева)所成立的布爾什維克黨(the Party of 

Bolsheviks)以及 Albert Makashov(Альберт Макашов)、Viktor Anpilov(Виктор 

Анпилов)、Vitor Tiulkin(Виктор Тиюлкин)所組成的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Russia) 。另外還有紅褐聯盟(red-brown coalition)成

立沒多久即被貼上了法西斯威脅的標誌，並且被西方還有俄國媒體炒作。84 

  1960年代「光頭黨」出現在英國然後開始蔓延到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

後來光頭黨的行動分成許多不同的分支：第一，新納粹分支被稱右翼光頭黨

(Bonehead)。第二，受到無政府主義啟發的「左翼光頭黨」(Redskin)是最初的國

際主義者。第三，反對種族偏見的光頭黨(Skinheads Against Racial Prejudices)。

但是俄羅斯很少左翼光頭黨，唯一的「左翼光頭黨」則與「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有所接觸。新納粹分支中的右翼光頭黨成為俄羅斯最主要以及數量最多的光頭黨。

85 

光頭黨在 1980年代末期在波羅的海國家開始出現，然後才在俄羅斯開始發

展，特別是莫斯科。1991 年到 1994年期間，光頭黨特別容易出現在足球場，與

支持者挑釁或者是爭吵。遊行的時候光頭黨會喊著「俄羅斯人的俄羅斯」或者「莫

                                                 
83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p46. 
84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p51. 
85

 Marléne Laruelle,The Ideological Shift on the Russian Radical Right-From Demonizing the West to  

Fear of Migrant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57, no6(2010),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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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人的莫斯科」的口號。1996 年兩個具有影響力的組織成立，分別是「莫斯

科光頭軍團」(Moscow Skin Legion)以及「鮮血與榮譽俄羅斯分部」(Russian 

section of Blood & Honor)約有 200名成員。 

    與西方的光頭黨相同，俄羅斯大部分的光頭黨都由男性所組成。第一個女性

的組織，「狼隊」(The Wolves)出現在 1997年，但是因為其他的新團體例如「俄

羅斯女性」(Russian Women)以及「鋼木蘭」(the Steel Magnolias)的崛起而迅速失

色。1990 年中期，許多小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幾乎沒有民眾的支持，吸引了光

頭黨滲入其中。第一個是 Konstantin Kasimovski(Константин Касимовский)的「俄

羅斯國家聯盟」(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特別讚頌光頭黨的暴力行為。

Kasimovski(Касимовский)自己有一群小的光頭黨組織稱為「俄羅斯行動」

(Russian Action)。俄羅斯國家聯盟迅速被 Alexander Sukharevski(Александр 

Сухаревский)的「國家人民黨」(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所取代，該政黨

跟聖彼得堡的光頭黨組織關係密切。   

    光頭黨的其中一位領導人 Semion Tokmakov(Семен Токмаков)加入國家人民

黨，而 Yuri Beliaev(Юрий Беляев)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與許多聖彼得堡

的光頭黨組織關係密切。另外還有許多的西方組織，從 1997 年開始，到俄羅斯

來並且發展他們的思想，例如：「德國維京人」(German Vikings)還有「ABC 斯

拉夫光頭黨」(The ABC of Slavic Skinheads)，成立於 2000年並且使用網路來傳

播他們的思想。最廣為人知的並且附有組織性的是「斯拉夫聯盟」(Slavic Union)

由 Dmitri Demushkin(Дмитрий Демушкин)所創立。有些光頭黨組織會直接參考

他們的西方同行，例如「鐵鎚」(Hammerskins )以及「鮮血與榮譽」(Blood& Honor)。

他們對於種族主義做了提升並且將歷史上的納粹主義理論更加極端化。其它的組

織則是更加強調俄羅斯以及斯拉夫的傳統。光頭黨的報紙有「光頭」(No Hair Left)、

「白色反對」(White Opposition)以及「螺絲起子」(Screwdriver)等。86 

      由 Alexander Barkashov(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кашов)所成立的俄羅斯民族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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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pp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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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以及由 Eduard Limonov(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所

成立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й партии)。他們包含兩

個主要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思想方針：第一結合義大利法西斯以及德國納粹，

擁護種族主義思想，並切對於社會抱持著保守的態度。第二則是受到國家布爾什

維克主義的啟發，並且提出自己的革命性。俄羅斯民族團結的口號是：「一個民

族，一個人民，一個國家」(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State)。俄羅斯民族團結

在軍事的培訓上特別專業(包含武器、武術、肉搏戰以及跳傘)，並且在俄羅斯各

地區有許多的訓練營隊，俄羅斯民族團結煽動一些民族主義的活動還滲透到一些

主要的國家部門：例如內政部。87 

    而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目標是站在與俄羅斯國家團結意識形態的對立面。

1992年由Vladimir Zhirinovski(Владимир Жириновский) 成立的一個新的極端民

族主義政黨，是為革命反對派(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的行動在 1993年十月開始具體化。而在 1994年初時，Eduard Limonov(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與新歐亞主義理論家 Alexander Dugin(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以及搖滾歌手

Egor Letov(Игор Летов)迅速的將革命反對派轉型為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結合他們

自己的文化以及蘇聯過去的榮耀。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將自己與其它的種族主義行

動者的意識形態做區別，他們是極左派，透過對於反猶太主義的培養自己的社會

基礎。另外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還有自己的音樂雜誌《俄羅斯搖滾》(Russian Rock ；

Русский Рок)，還有報紙《三月鐵》(The Iron March；Железный Март)，並且發

展自己的著名的搖滾團隊例如：「公民防禦」(Civic Defence；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腐蝕金屬」(Metal Corrosion； Коррозия Металла)。而黨報《手榴

彈》(Limonka; Лимонка)有很大的發行量，大約有 12000到 50000 份，短短的時

間內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就成為青少年反文化最為相關的政治組織。88 

    「全國人民黨」(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й Партии)成立於 1994年，由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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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導演 Alexander Sukharevski(Александр Сухаревский)以及 Aleksei Shiropaev 

(Алексей Широпаев)所建立，受到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所啟發。俄羅斯民族團結

(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 )1993年由 Aleksei Vdovin(Алексей Вдовин)

以及 Konstantin Kasimovski(Константин Касимовский)所創立。旨在反應俄羅斯

當代最重要的社會重大問題以及社會運動，確保俄羅斯民族在未來強大，使得遺

失的俄羅斯民族在 20世紀的地緣政治位置和世界歷史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並

且奉行傳統的東正教。89 

     2005 年由 Konstantin Krylov(Константин Крылов)所成立的「俄羅斯社會運

動」(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Россия)主要是以加強俄羅斯的國族認同、

語言和文化為目的，全面協助受到歧視的俄羅斯人，並且打擊仇視俄羅斯者

(Russophobia)。90 

    「國家布爾什維克陣線」(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Фронт)成立於 2006

年，是一個即為激進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認為外國人是可怕的敵人，俄羅斯應

該重新建立社會主義。主要領導人是 Aleksey Golubovich(Алексей Голубович)與

Maxim Zhurkin(Максим Журкин)。他們的宣傳文件透露出對於國家布爾什維克

主意的崇拜：「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這是唯一正確的教義，正確理解世界歷史

的進程。起床加入我們的行列!宣誓效忠我們的領袖!國家、人民、世界會發現我

們是他們的救星。加入我們的叛亂!」91 

    「偉大的俄羅斯」(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未註冊的政黨，創建於 2007年，領導

者有 Andrey Savelyev(Андрей Савельев)、Yuri Popov(Юрий Попов)、Sergei 

Pykhtin (Сергей Пыхтин)及 Dmitry Rogozin (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宣傳手法透過

網站(www.velikoross.ru)，部落格還有雜誌《偉大的俄羅斯》(Великорос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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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偉大的俄羅斯》特別注重重振俄羅斯人的思維。該黨的口號是：「統一的法律

以及秩序；高出生率及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俄羅斯未來的保證；復興國家的先進科

學、文化、公共教育和醫療保健；國防是每個人的義務；國家將代替獨裁寡頭；

信仰是國家的力量；俄羅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93 

    1990年的開始第一起種族攻擊事件在帕特里斯(Patrice)的盧盟巴的人民友誼

大學發生，攻擊從南非以及東亞來的外國留學生。光頭黨也定期在莫斯科中心的

阿爾巴特街聚集。他們一開始自稱為「莫斯科的街道清理者」(Moscow's street 

cleaners，)特別針對吉普賽人以及有色人種。1998年開始，光頭黨開始在特定的

節日進行攻擊，特別是 4月 20 希特勒的生日。2006 年，種族暴力的問題持續延

燒。有些光頭黨組織開始自製炸彈然後引爆，使得民眾遭受攻擊。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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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極端民族主義堅持本民族優越於其他民族、本民族的利益高於其他人類整體

的主張或行動，沒有其他評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但是回顧過往人類的歷史和全球

發展文明，認為本民族優於其他民族的想法，常常造成衝突或者戰爭。因此極端

民族主義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並沒有正面的影響，不但損害本國民族與其他民族

的情感、破壞民族關係，而且危害正常的社會機制，對於國家建造與國族認同造

成嚴重的後果。 

    極端民族主義對於孤立的個人還有團體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並且標榜一種特

殊的、明確的團體，使的盲目群眾的歸屬感得以激發。這種歸屬感，常常藉由「負

面的整合」來達成，例如合法化他們的仇外行為、或是以種族、族群之歧異對待

其他族群。綜合第一節極端民族主義的文獻，筆者認為，俄羅斯屬於保守式的極

端民族主義：懷疑多元種族、多元文化信仰的社會能夠穩定並且歷久不衰，因此

缺乏強烈的國族認同來產生共同的團結意識，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會排外的，以狹

隘的國族觀來區分本族與他族。 

    國族認同的建立是否成為政治共同體的主要危機，還要端看社會上的政治發

展。對於土地疆域明確、主權完整、歷史文化歸屬有相當共識的國家而言，國族

認同是一項爭議不大的問題。但是對於一個多族群並立、文化歸屬不同、領土主

權範圍不清的政治體而言，例如俄羅斯，國族認同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藉由對於國族認同的研究，有助於了解個人和團體認同，這些認同的基礎，就是

族裔本身團結和形成凝聚的主要原因，若是不好的認同，也是族裔團體間衝突，

國家整合問題產生的主要來源。一個國家之內各種因為種族所引起的衝突、暴動

或者國家認同等問題，其實都是必然的關係。國家整合因而困難重重，國家的安

全更式經常受到內外各種威脅。 

    2000 年開始時，俄羅斯陸續出現極端民族主義的團體與政黨，例如：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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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什維克黨、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紅褐聯盟、偉大的俄羅斯、全國人民黨、

俄羅斯民眾運動、俄羅斯民族團結、國家布爾什維克陣線、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

光頭黨等。大部分團體都沒有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光頭黨的組織規模龐大，維持

的時間也不算長久，造成的傷害也不像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光頭黨嚴重。因此，

接下來兩個章節會針對「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光頭黨」進行更深入的個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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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羅斯光頭黨與國族認同 

 

    Hans Rogger 和 Eugen Weber 認為光頭黨是：「狹隘的排外主義者」、「採取直

接的暴力行為者」；95
Renzo De Felice 將光頭黨定義為「極端主義與群眾結合的產

物」96；俄羅斯光頭黨以俄羅斯青少年為主，崇尚極端民族主義還有旨在延續納

粹精神，保持種族純粹，強調白人優越的新納粹主義，並且十分的極端排外，是

一個專門透過暴力攻擊有色人種的極端組織。在蘇聯瓦解不久之 1990年代開始

出現，大多數人只認為是青少年的次文化運動而已，完全沒有想到光頭黨卻越來

越對俄羅斯社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光頭黨在俄羅斯十年以來一直是極端犯罪最為

明顯的指標團體，除了舊有的宣傳手法：集會、報紙、雜誌和網路，他們更致力

於使用新的手法來推廣他們的思維。 

    光頭黨是一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他並不是一個政黨，光

頭黨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對於外國人無理仇視並且無端攻擊他們。光頭黨其實

是個跨國的暴力組織，俄羅斯的法西斯光頭黨，和義大利、澳洲、德國等歐美國

家的光頭黨如出一轍。該組織有濃厚的法西斯色彩，崇尚希特勒，並且伸出右手

行納粹式的舉手禮，他們鼓吹用極端的手段建立納粹的俄羅斯民族社會。 

    本章第一節分析俄羅斯光頭黨的緣起，從最早的光頭黨形成歷史開始論述，

直到俄羅斯人受到國外的光頭黨觀念的影響，形成俄羅斯的光頭黨，並且介紹俄

羅斯光頭黨的分支；第二節研究俄羅斯光頭黨的理念與行為，解析俄羅斯光頭黨

的組織概念與極端暴力的行為；第三節俄羅斯光頭黨對國族認同的影響；第四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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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 Rogger and Eugen Weber, The European Right: A Historical Prof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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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d Shenfield, Russian Fascism: Traditions, Tendencies, Movememts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1),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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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俄羅斯光頭黨的緣起 

 

    「光頭黨」英文名稱是 Skinhead，俄文名稱為 Бритая голова或是 

Бритоголовый，但是在俄羅斯，俄國人經常使用它的英文音譯名稱 Скинхед也

有人簡單稱做 Скин。「光頭黨」初期是一種典型的青年文化運動，他們有獨特

的音樂、標新立異的服飾、髮型以及特別的行為方式。以下就「光頭黨的起源」、

「俄羅斯光頭黨起源」和「俄羅斯光頭黨分支」三個部份進行研究。 

 

一、光頭黨的起源 

   「光頭黨」最早出現於 1968-1969年的英國，當時的光頭黨與今天以種族主

義、法西斯著稱的光頭黨截然不同。1960年代「光頭黨」出現在倫敦東部的工

人區，它是一種年輕工人的次文化。為強調自己的階級，他們選擇了獨特的服裝：

鑲皮邊的短大衣、劣質的褲子、長到膝蓋的西裝上衣、厚重的高腰皮靴，他們還

理了帶鬢角的平頭，Skinhead 一詞由此而來，當時 Skinhead 一詞，是個帶有侮

辱性的稱呼，所以他們從不稱呼自己為 Skinhead。(見圖 3-1) 1960 年代的光頭黨

遠離政治，他們對於「左派」以及「右派」的概念一點也不清楚。直到 1968年，

英國才出現真正的光頭黨，他們是一群冷漠的青少年，痛恨那些過著優越生活的

資產階級，以強而有力的拳頭著稱。當時的光頭黨不喜歡巴基斯坦人，因為巴基

斯坦人都是經商者，他們單獨居住，佔滿整個區域；因此，這個時期的光頭黨不

喜歡巴基斯坦人純粹是因為工人對於商人的仇恨而非基於種族歧視。97
 

 

 

 

 

                                                 
97

 桂芳，「俄羅斯光頭黨問題研究」，黑龍江大學俄語學院碩士論文(民國 99 年 8月)，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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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英國早期光頭黨 

資料來源：(http://morethanwords.wikispaces.com/SKINHEAD+PV) 

     隨著英國移民數量增加，白人在夜晚無故被搶劫和殺害的事件也越來越多，

出現了一個名為「白色力量」(White Power)的團體，他們主張保護全世界白人的

利益，真正的光頭黨並不是主張毀滅其他種族，只是每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祖國和土地。98
1970 年代龐克運動(Punk)的興起，光頭黨開始迅速發展，

就是這個時候，受到英國民族主義團體的滲透與支持，光頭黨逐漸演變為民族主

義運動。1970年代末期，因為英國爆發經濟危機而讓光頭黨滲透到工人居住區。

貧困地區的失業者，看不到任何前途，他們覺得自己不管是現在或者未來都不會

有工作，看不到希望，只好把打架當成唯一的興趣，英國的一些大城市成為大規

模青年騷亂的場所，英國的新聞裡天天播放被燃燒的汽車、被砸毀的櫥窗、孩子

的鮮血等血腥畫面。99
 

     1969 年在倫敦馬頭的一間骯髒破舊的小酒館裡，光頭黨和海軍步兵發生衝

突並且鬥毆，在這起事件中，光頭黨遭到了慘敗。因此光頭黨撕掉了自己的衣服

領子、改變自己的褲子、摘掉徽章、腳上換成沉重的皮靴。穿這樣的衣服有助於

進行街頭鬥毆：厚實的黑色牛仔褲，既便宜又結實，不會顯髒也不會看到血跡；

沉重的皮靴可在打架時當成武器；短小無領的夾克可讓對手沒有可以抓的地方；

剃光的頭髮使對手抓不住自己的頭髮；皮鞋上的黑色鞋帶換成了白色的，意味著

                                                 
98

 White Pow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White_power_skinhead)(檢索日期：2013/05/22) 
99 桂芳，同前書，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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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為白色人種抗爭到底。100
 

    「螺絲起子」(Screwdriver)是 1976年由 Ian Stuart Donaldson在英國的波爾

頓樂法樂(Poulton-le-Fylde)所組成的非政治化、非種族歧視的音樂搖滾團體。但

是在發行第二張專輯「向新的破曉喝采」( Hail the New Dawn)時成為第一個新納

粹的搖滾樂團。「螺起起子」對於英國極端組織「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表

現出好感，並且接受種族主義，成為第一個在光頭黨文化中宣佈自己支持新納粹

觀點的極端組織。101 1970年代末期，英國的新法西斯份子開始活躍，以贊成謀

殺、強暴、恐怖主義為首的極端團體「民族陣線」開始上街遊行和攻擊有色人種，

他們把嚴重的失業現象歸罪給有色人種。新法西斯份子很快成為光頭黨的模仿對

象，新法西斯份子開始積極的滲入光頭黨，他們出錢成立光頭黨的俱樂部。這時

的光頭黨對於青少年而言已經是相當有影響力的組織，民族陣線開始認為光頭黨

會成為他們黨內新成員的主要來源，加上媒體的參與，使整個社會都認為光頭黨

每個成員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許多新納粹主義者，過去都疏離工人階級和光頭

黨文化，現在卻開始自稱為光頭黨。因為光頭黨的攻擊性，當時整個英國社會都

對他們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他們是極端份子。102 

 

二、俄羅斯光頭黨起源 

    俄羅斯民族具有不畏強權、勇於進取的性格，在俄羅斯民族統一國家形成後

不到四百年的時間裡，俄羅斯從一個歐洲內陸小國，發展成為橫跨歐亞大陸、占

有世界六分之一領土的大國。從18世紀彼得大帝通過改革使俄國走向強國之路，

直到蘇聯解體俄羅斯都是一個世界性強國，因此俄羅斯人已經習慣居於高位的對

待其他國家和民族，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衰落，讓俄羅斯人危機感增強，民族

主義有所發展，近年來這種民族主義又往極端化發展。103 

                                                 
100

 Stephend Shenfield, Op,cit, p.81. 
101

 Screwdriv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Skrewdriver)(檢索日期：2013/05/25) 
102 National Front(U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Front_(UK))(檢索日期：2013/05/25) 
103

 Stephend Shenfield, Op,cit,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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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的公司老闆希望使用廉價的勞動力，因為這些外籍工人願意做當地人

最不願意做的工作，不幸的是，拼命要來俄羅斯工作的不一定都是高素質的人，

大部分是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職業且不懂俄語的人，在俄羅斯定居之後，他們保

留自己的習俗、社會和文化習慣，因為這些外來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教養的關係而

引發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俄羅斯市民們不喜歡當地的市場裡都是外來者，他們

壟斷價格並且把當地的生產者和銷售商擠出市場。而俄羅斯的青年面臨著就業問

題、居住困難、對未來缺乏信心和沒有安全感等等，當這些外來人口霸占他們的

發展機會時，極端民族主義就會容易出現。104  

俄羅斯的光頭黨在 1990年代開始迅速發展，1997年時俄羅斯有超過一萬名

的光頭黨成員，1998年莫斯科約有三千名到四千名光頭黨，2000 年時人數增加

至五千名。105除了莫斯科之外，聖彼得堡、利佩茲克(Lipetsk)、別爾哥羅德

(Belgorod)、沃羅涅日(Voronezh)、托木斯克(Tomsk)等地都有俄羅斯光頭黨的蹤

影。俄羅斯的光頭黨信奉希特勒與納粹主義，光頭黨成員多半是 13-20歲的青少

年，1990 年代俄羅斯左派無政府主義和右派極端主義越來越猖獗，使得參與光

頭黨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思想和行為也越來越激進。但是光頭黨並不是一個實質

的政黨組織的名稱，而是崇尚極端民族主義的俄羅斯青年的代名詞。106 

    俄羅斯光頭黨一開始來自經濟蕭條和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城市郊區，但是後來

演變成不只有貧窮家庭或技術學校的小孩，甚至出現了大學生。因此，光頭黨的

成員並不完全是沒受過教育的青年。光頭黨的成員由本來過著優渥生活卻因蘇聯

解體而生活水平急遽惡化的前蘇聯中學學生、中小商人所組成，其中又以 16-17

歲的青少年是最危險的族群，因為他們當中有一部份的人容易接近極端組織，並

且很容易把光頭黨還有極端份子當成是「忠實的愛國者」。107
 

                                                 
104 Peter Worger, A Man Crowd: Skinhead Youth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Post-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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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иктор Шнирельман, «Чистильщики московских улиц»:Скинхеды, СМ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нение, (Москва：2007)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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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光頭黨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非常複雜的，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

社會還有民族特點都有關係。最重要的是社會以及政治的原因：1992年莫斯科

只有十餘名的光頭黨，他們表現低調，也只是喜歡模仿西方光頭黨的音樂、服裝

還有髮型。直到 1994年年初，俄羅斯光頭黨的數量在幾星期內突然暴增，

Александр Тарасов認為與 1993 年葉爾欽所提出的：「在任何辯論中，最具有說

服力的論點就是暴力」有關。108許多學生因為近距離看到 1993 年 10月 4日的府

會衝突，坦克車攻擊議會大樓，很快加入光頭黨。並不是因為砲轟大樓而導致光

頭黨數量增加，而是從那之後，莫斯科大街上充斥著恐怖行為，而這些行為就是

最明顯的種族主義性質。109當時的莫斯科只能用混亂來形容，警察非法搜查、逮

捕、毆打、酷刑，許多非斯拉夫外貌的人被拘捕甚至驅逐出境，除了高加索地區

的人深受其害，另外還包括來自中亞、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人。連警察都如此，

再加上莫斯科官方的愛國主義的宣傳，許多正在成長中的貧困青少年就找到了自

己模仿的對象。第一次車臣戰爭對於光頭黨數量的增加也有影響，因為在車臣戰

爭期間，政府也經常宣揚偉大帝國、民族主義等的宣傳。 

    國際上的新納粹勢力仍持續發展中，德國、義大利、波蘭和澳洲都有關於光

頭黨的活動。1994年俄羅斯上映一部關於澳洲光頭黨攻擊當地中國移民的影片，

該影片對俄羅斯種族主義的年輕人產生巨大影響。俄羅斯光頭黨與德國、義大利

的光頭黨組織連絡也很密切。另外還得到歐洲或者美國的光頭黨「兄弟」的支持，

美國「三 K黨」(Ku Klux Klan)的新法西斯主義份子，還有德國極右派組織：德

國人民聯盟(German People's Union)、德國人民陣線(German People's Union)，他

們來到俄羅斯，為俄羅斯光頭黨提供宣傳新納粹主義的書籍、音樂還有服裝。110
 

 

三、俄羅斯光頭黨分支 

                                                 
108

 Александр Тарасов,《 Наци-скин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scepsis.net/library/id_605.html)(檢索日期：2013/05/02) 
109 Ibid. 
110 桂芳，同前書，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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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光頭黨沒有統一的組織，典型特徵是根據成員的居住地、工作地組成

地方性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會推舉出自己的領導人，出版一些發行量很小的雜

誌、音樂。成員主要大都是男性，但是俄羅斯也有兩個女性的光頭黨組織：完全

參與暴力行為的「光頭女孩」(skingirls)還有「光頭黨的女孩」(grils of skins)，

她們認同她們光頭黨男朋友的思維，但是並不會參與暴力行為。111 

    1990 年 4月 20日希特勒冥誕日，Алкесандр баркашов成立「俄羅斯民族團

結」 (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形成第一個與光頭黨相關的政治組織。

俄羅斯民族團結的份子都是剃光頭的青年，佩戴「法西斯」的標誌(見圖 3-2)，

一年四季穿著黑色外套(見圖 3-3)，模仿納粹，與本來蘇聯抵抗納粹的光榮過去

相互矛盾。Баркашов將「俄羅斯民族團結」定義成「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與愛國

主義者」。112
 

       

     

 

 

 

 

 

圖 3-2「俄羅斯民族團結」黨徽            圖 3-3 「俄羅斯民族團結」裝扮服飾 

資料來源：(http://soratnik.com/)            (資料來源：

http://yablor.ru/blogs/russkoe-nacionalnoe-edinstvo/2

668536)      

   「鮮血與榮譽」(Blood& Honor)是莫斯科最大的光頭黨組織，成員有將近 400

人，它是一個 1987年就成立的國際光頭黨組織俄羅斯分部。這個組織有明確的

結構、行動規範，並且遵從著嚴格的紀律，他們還有《鮮血與榮譽》的雜誌(見

圖 3-4)，在英國、比利時、立陶宛、波蘭與烏克蘭都有分支。然而在 2012年 5

月 30日俄羅斯最高法院禁止該組織的活動，因為該組織的成員透過武力企圖想

                                                 
111

 Stephend Shenfield, Op,cit., p.82. 
112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и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и, Лица(Москва: Сова, 2009)с.1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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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俄羅斯的憲政體制，許多活躍的成員已經犯下許多嚴重的極端民族主義犯罪

行為。113 

 

     

 

 

 

 

圖 3-4 《鮮血與榮譽》雜誌 

           (資料來源：http://9percentproductions.com/catalog/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467) 

莫斯科另外一個較大的光頭黨組織是「88聯合大隊」(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бригада 

88 )，約有 50-200人。”88 ”的含義是英文的第八個字母”HH”，也就是”Heil 

Hitler”(嗨!希特勒)的意思。該組織成員出版了「白色抵抗」(Бел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還有「88號事件」(Дело № 88)雜誌。他們擁有自己的網頁，還

經常連絡國外的光頭黨來俄羅斯進行音樂演出。「88聯合大隊」是由兩個組織「白

色鬥牛犬」(Белые бульдоги)和「斯拉夫兄弟」(Славян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所合併而成

的。他們的組織非常嚴密，下面還有分設十幾個小團體，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領

導人。當新成員想要加入「88 聯合大隊時」時，還要先舉行一些「儀式」，例如

被老光頭黨的成員毒打或者出去毆打「敵人」等。114其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參

與人數不多，維持時間也不長的俄羅斯光頭黨，例如：成員約一百人的「莫斯科

光頭軍團」(Moscow Skin Legion)、由 Semyon Tokmakov(Семен Токмаков)成立

的「俄羅斯目標」(Russian Goal)，以及「白色獵人」(White Hunters)。115 

 

                                                 
113

 Neo-Nazi Blood and Honor banned in Russia  

(http://rapsinews.com/judicial_news/20120530/263294629.html)(檢索日期：2013/05/12) 
114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бригада 88 (ОБ – 88)  

(http://www.e-reading-lib.org/chapter.php/5061/118/Belikov_-_Britogolovye.html)(檢索日期：

2013/ 04/23) 
115

 Stephend Shenfield, Op,cit.,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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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俄羅斯光頭黨的理念與行為 

    光頭黨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然而它並不是政黨，光頭黨是由一群種族

主義傾向嚴重、愛好暴力、崇尚攻擊、極端仇恨外國人的未成年青年為主所組成

的組織，成員年齡約在 13-18歲之間。外表特徵是身上帶有刺青、以理光頭為主，

穿著黑色的皮夾克、牛仔褲或者迷彩褲，腳穿黑皮鞋，胸前掛著十字架或者是帶

著與「納粹」黨徽相關的符號物品。本節針對「俄羅斯光頭黨的理念」與「俄羅

斯光頭黨的行為」進行研究。 

 

一、俄羅斯光頭黨的理念與國族認同 

    俄羅斯光頭黨是好戰的極端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者，崇拜希特勒與美國三 K

黨的領袖，並且推崇德國民族社會主義黨的思想。光頭黨的主要思想是根據西方

社會流入俄羅斯的一些理念而形成的，新納粹主義者 Салазар於 2000年所撰寫

的《光頭黨》(Скинхеды)說明了光頭黨的思想。書中強調「成為光頭黨很難，

但卻很光榮。光頭黨是自己民族和種族的士兵，他們站在種族鬥爭的最前線，每

天都在為了自己的民族幸福奮鬥著」；「光頭黨是種族主義者，成為光頭黨很光榮。

種族主義者是愛著自己的民族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從不需要隱瞞這一點。」；

「光頭黨應該用自己全部的行動來保衛屬於歐洲白色人種的人們」；「俄羅斯光頭

黨應該捍衛和保持統一的俄羅斯民族斯拉夫兄弟聯盟-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

俄羅斯人。」；「光頭黨不喜歡異族人，而且十分憎恨他們並且鄙視他們，對他們

的仇恨主要是由於種族歧視的原因。特別是那些中國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等

有色人種。」116 

    Салазар還列出許多異族人的壞處：奪走就業機會、擾亂生存空間、損害俄

羅斯文化和民族、破壞俄羅斯後代基因等等。所以全世界光頭黨的主要目的，就

是團結所有白種人在整個地球上建立公平公正的白色秩序，但是光頭黨最主要的

                                                 
116

 Скинхеды (http://lib.convdocs.org/docs/index-39507.html)(檢索日期：201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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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是在偉大的祖國減少異族人的數量。《光頭黨》這本書明顯的指出什麼是「種

族-民族主義」。他們認為只有斯拉夫人才真正屬於「俄羅斯民族」，只有他們才

是真正的「俄羅斯種族」，光頭黨認為俄羅斯種族才是合法的白色民族，其他異

族人的命運就是只能孤獨地過窮苦日子，最後死在貧民窟裡面。而光頭黨有義務

與責任去實行這個目的，不惜使用暴力或者發動種族戰爭。這樣就能夠實現他們

所提出的「俄羅斯人的俄羅斯」。117 

 

二、俄羅斯光頭黨的行為 

    2000 年 10月一群年輕的光頭黨成員攻擊一家越南人開設的旅館還有 2001

年 3月攻擊莫斯科一家亞美尼亞的學校，這兩起事件是光頭黨大規模進行種族清

洗的開端。118 Richard Arnold 認為，光頭黨的種族暴力包含四個訊息：威脅、行

為、離開、消滅。包含四種暴力行為：象徵性的暴力、以私刑處死、暴動、集體

屠殺。(如表 3-1所示)象徵性的暴力是指發生在許多不同的地方且針對一個族群

的屬性進行攻擊；私刑是對於身體暴力侵害，包含：毆打、鞭刑、殺害等；對於

某個特定族群進行廣泛的暴力稱為暴動，集體屠殺則是對於特定族群種族清洗。

119 

表 3-1 光頭黨暴力行為的形式 

  少數 多數 

 

目標 

 

財產 

    威脅 

象徵性的暴力 

離開 

暴亂 

 

目標 

 

 

人 

行為 

處私刑 

消滅 

集體屠殺 

   資料來源：Richard Arnold, “Vision of Hate-Explaining Neo-Nazi Violen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No2(2010),p38. 

    以 2001年至 2008年的統計資料判斷，光頭黨暴力行為的發生率正在逐漸攀

                                                 
117 同前註。 
118 Peter Worger,Op,cit., p.272. 
119 Richard Arnold, Vision of Hate-Explaining Neo-Nazi Violen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No2(2010),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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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見表 3-2)  

表 3-2 2001年至 2008年光頭黨暴力行為發生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攻擊

次數 

37 117 75 96 132 128 140 149 

累積

次數 

37 154 229 325 457 585 725 874 

   資料來源：Richard Arnold, “Vision of Hate-Explaining Neo-Nazi Violen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No2(2010),p39. 

 

表 3-3 2001 年至 2008年種族暴力種類 

資料來源：Richard Arnold, “Vision of Hate-Explaining Neo-Nazi Violen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No2(2010),p39. 

對於非洲人、從高加索來的移民者、阿拉伯人、亞洲人、印度人處私刑為最

常見的手段。2001年至 2008年光頭黨暴力行為的方式又以私刑處死為最多(見

表 3-3)。 

    光頭黨活動最頻繁的時間是春天、夏天與秋天三個季節。他們經常成群結隊，

有時候守在公園、市場、商場、地鐵站等公共場所。出沒的重點區域是莫斯科友

誼大學或者是其他外國留學生較多的大學宿舍或者校門口附近。只要鎖定攻擊目

標，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是外國人，就會成為攻擊的對象。他們常用棍棒、鐵

棒、石頭、利器等傷人，輕者受傷，重者死亡。他們的手段殘忍，態度囂張，已

年份 象徵性的暴力 以私刑處死 屠殺 集體屠殺 

2001 12 8 11 6 

2002 38 49 18 12 

2003 23 35 6 11 

2004 21 53 8 13 

2005 23 81 13 15 

2006 21 73 14 20 

2007 24 100 4 12 

2008 17 117 5 10 

總計 179 516 7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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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造成許多駭人聽聞的攻擊事件。1999年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工作人員在莫斯

科遭到光頭黨攻擊。從 2000年開始，受害者不僅有外國學生和商人，就連外交

官也無法倖免。2000年 4月 20 日光頭黨公開舉行慶祝希特勒生日的活動，不斷

製造針對外國人的暴力事件，他們分成幾組，在街上鬧事，燒毀汽車、打傷外國

人。因此，每年 4月 20日的前後，俄羅斯當局還會因為光頭黨慶祝希特勒生日

採取防範措施。從 4月 19到 21 日，莫斯科內務部會出動約一萬名警察，展開為

期三天的反極端民族主義行動。120 

    貓頭鷹資訊分析中心(СОВА И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進行對

於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暴力發展的年度報告，光頭黨致力於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反國

家行動、民族宗教仇恨與犯罪行為。該報告從 2005年開始，首份報告的目的是

針對暴力的趨勢進行分析，發現其淵源還有其延續因素。排他性光頭黨組織中的

仇外心理，社會各界都在某種程度上助長暴力的快速升級。2005 年貓頭鷹資訊

分析中心的報告指出該年光頭黨藉由社會團體的力量與國家對抗，光頭黨的攻擊

行為更加頻繁，但是死亡人數卻是有下降的趨勢。過去幾年光頭黨以攻擊黑人或

者中亞地區的人為主，但2005年開始變得難以判斷光頭黨可能會攻擊哪些群體。

而現在，受害者不一定是中國人，可能只是膚色稍為深一點，或者在錯誤的時間

出現都有可能受到攻擊。光頭黨的攻擊已經不再是新聞，變的非常普遍，並且被

俄羅斯人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因為頻繁十分頻繁，甚至越來越多的普通罪犯會假

裝他們是「新納粹」份子。121 

2005 年 11月 13日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哲學系學生 Тимур Качарава(Timur 

Katcharava)被光頭黨的突擊身亡，他是聖彼得堡反法西斯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經

常參加反法西斯的示威，11月 13日晚上他與朋友在路上行走突然被一名短髮平

頭男子刺殺六刀，這起事件被視為謀殺案件，造成社會的譁然，大學生甚至收集

                                                 
120 Peter Worger, Op,cit., pp.271~272. 
121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Радикаль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ему в 2005 

году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06/02/d7189/)(檢索日期：

2013/05/02) 



 

54 

 

了三萬人的請願書給總統 Putin 要求找到兇手，12月找到雖然找到兇手，但仍沒

有將背後的光頭黨組織成員一網打盡。2005年莫斯科共計 8人死亡、161人受傷；

聖彼得堡 3人死亡、42人受傷。2005年 8月莫斯科市政府推出一個新的非政府

組織：莫斯科體育者愛好協會(the Moscow Association of Sports Fans)，旨在打擊

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沙文主義。該組織結合七隊足球球迷：莫斯科中央陸軍

(CSCA)、斯巴達克(Spartak)、迪納摩(Dynamo)、魚雷(Torpedo)、火車頭

(Locomotive)、FC莫斯科(FC Mocsow)、莫斯科州土星(Saturn of Mosocow Oblast)

因為足球球迷與光頭黨有密切的關係，使執法機構無法分辨出球迷與光頭黨的區

別。122 

2006 年 Дмитрий Боровиков(Dmitry Borovikov)帶領他的莫斯科光頭黨組織

在「普希金」地鐵站進行對於外國人的突擊，至少造成 7起傷亡，攻擊者本身並

不害怕被逮捕。同年 8 月 21日在莫斯科的 Черкизовский市場，光頭黨使用自製

炸彈造成 13 人死亡、53 人受傷。123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報告指出，光頭黨的行

動是具體的、有組織的和反國家的。在這些報告中的行動已經變成民族宗教仇恨

的恐怖活動，運動的普及也越來越大。他們的目標是顛覆政府，以提高公眾對政

府的不信任，使得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更加助長。光頭黨的終極目標，在俄羅斯

建立一個新納粹政權。124
2010 年 12 月 11 日馬烈日廣場上騷亂(Беспорядки на 

Манежной площади)乃因足球迷 Его р Свири дов(Yegor Sviridov)在 12月 6日的

一起打架事件中被槍殺身亡，使得超過五千名的足球迷和極端民族主義份子進行

遊行並且製造騷亂。2012 年與光頭黨有關的犯罪行為定罪數量開始下降，但是

處罰卻開始變的嚴重。 

                                                 
122

 Ibid.. 
123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Радикаль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ему в 2006 

году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07/04/d10516/)(檢索日期：

2013/05/13) 
124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Радикали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бзор событий 2009 года ,Со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и центр 

(http://www.sova-center.ru/racism-xenophobia/publications/2010/02/d17889/)(檢索日期：2012/11/29) 



 

55 

 

第三節 俄羅斯光頭黨對國族認同的影響 

 

  俄羅斯社會對於光頭黨的態度是矛盾的，光頭黨的極端行為讓許多人害怕，

但是光頭黨對於「外國人」和「移民」的態度又在社會上獲得了一些支持。甚至

少數人們會認為光頭黨是他們的保護者，而俄羅斯的國家部門對於光頭黨的打擊

力量不夠，許多警察認同光頭黨的排外思想、司法部門把光頭黨的攻擊行為當做

流氓鬧事處理，許多案件的結果也不了了之，對於治理光頭黨的法制也不夠嚴謹。

面對光頭黨的暴行，輕則被毆打，重則喪命，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團體勢必不利

於俄羅斯的國族認同發展，其中又以「不利於社會凝聚力」與「不利於社會多元

化」最為嚴重。 

一、不利於社會凝聚力 

   凝聚力是維持社會生存最基本的力量，沒有它小至家庭大至國家、社會都有

可能瓦解，社會凝聚力的作用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它使社會和社會組織生存

下去，將分散的個人力量凝聚成為整體組織的力量與社會的力量，並產生出遠超

出個人和小組織總和的巨大力量，產生出豐富複雜的社會組織；第二，社會凝聚

力有巨大的穩定功能，它使社會成員團結一致，並且減少和消除有害的分裂與衝

突。125
 

     David Miller 認為民族有五個條件，而國族認同也藉由這五個條件所形成。

第一，民族的成員必須視其他成員為同胞(compatriots)，並且相信他們之間共有

的某種相關的特質，也就是民族成員是相互承認且分享共同信念的人。第二，國

族認同也是一種具有歷史連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認同，不僅指大家共同擁

有的過去，也指向未來。第三，國族認同是一種能發生主動行為的認同(an active 

identity)，包含整個民族共同的決定、共同的行動、以及共同的成就等。第四，

國族認同要求一群人定居在固定的領土，也就是有自己的「家園」。最後，國族

                                                 
125 石中英，「論國家文化安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2004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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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要求成員共享某種特質，而這種特質指的就是「共同的公眾文化」(a common 

public culture)。亦可解釋為「人群關於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彼此瞭解」。126但

是光頭黨無法將在俄羅斯生活的其他人種為同胞、也不認為大家擁有共同的過去

和未來，完全不符合 Miller 所說的國族認同的五個要件。 

   國族認同往往是由政治環境所引發，國內政治就是企圖要操縱國族認同。因

為國族認同包含全國人民，是可以超越文化、種族、宗教信仰的。如果政治家可

以將自己與國族認同的概念加以結合，那麼他就可以獲得人民的支持。在面對社

會、經濟還有政治的不斷發展，為了維護政治整合還有穩定，國族認同確實有其

的必要性。國族認同是一項由民眾、政府的決策以及國際環境三個因素交互而成

的概念。但是光頭黨的主要理念是捍衛「俄羅斯的俄羅斯人」，對於其他種族加

以歧視、施暴，無法超越文化、克服不同種族的障礙。江宜樺認為的國族認同為

個人「對國家的確認與歸屬」，俄羅斯光頭黨之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蘇聯解體之

時對於國家的不確定感才造成的，因此俄羅斯光頭黨不利於社會凝聚力更不利於

俄羅斯國族認同的發展。 

    俄羅斯憲法中第十三條第五款強調：「禁止建立其目的或活動在於用暴力改

變根本憲法制度，破壞俄羅斯聯邦的完整，危害國家安全，成立武裝組織，煽動

社會、種族、民族和宗教仇恨的社會團體，並不予許其活動。」127另外，第二十

九條第二款也指出：「禁止從事煽動社会、種族、民族或宗教仇視和敵對的宣傳

和鼓動。禁止宣傳社會、種族、民族、宗教或語言的優越性。 128可看出俄羅斯

憲法中反對激進極端的部分。 

    2002 年俄羅斯正式施行《反極端行為法》(On Combating Extremist Activity) 

主要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共有十七條規定。法案的第一部分是相對概念、行

                                                 
126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22-26。 
127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constitution.ru/10003000/10003000-3.htm)(檢 

索日期：2013/08/02) 
128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constitution.ru/10003000/10003000-4.htm)(檢

索日期：201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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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和職能部門進行的界定。法案規定，「極端民族主義(或極端行為)是指那

些計畫、組織和實行破壞俄羅斯憲法體系，危害俄羅斯聯邦主體和領土完整，顛

覆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暴力手段，在俄羅斯境內組織非法軍事組織，展開恐怖主義

活動，煽動社會、種族、民族、宗教仇恨，組織大規模竊盜和流氓滋事活動，蓄

意宣揚某個社會階層、種族，民族、宗教、語言的優越性，貶低其他社會階層、

種族、民族、宗教、語言的行為。此外公開宣揚和展示極端組織的標誌和象徵物

等活動也屬於極端主義行為。」法案的第二部分提出全社會和國家相應的職能部

門應該對於極端主義(極端行為)進行一定的預警，防患未然。法案的第三部分是

禁止個人、社會和宗教組織及其他團體實施極端行為的具體規定，並對極端行為

的實施者應該承擔的責任進行明確的界定。129
 

    2006 年 7月國家杜馬通過對於《反極端行為法》第一章及第五章條款的修

正，詳細羅列「極端主義行為」的概念。裡面對於極端主義活動的定義如下：公

共的活動、宗教協會或者其他組織，旨在強行改變憲法秩序和違反俄羅斯聯邦的

完整性、破壞俄羅斯聯邦的安全性。實行破壞行為、煽動種族、民族或者宗教仇

恨，宣揚排他性、公民優越感者為極端民族主義。130從 2007 年 7月開始，俄羅

斯政府每半年公布極端主義組織清單。內政部開始建立極端組織資料庫，其中收

錄俄羅斯國內外極端民族主義組織還有極端份子的資料，資料庫中包含極端民族

主義團體成員們的居住地址還有工作等資訊。對散播極端民族主義行為的責任追

究相當嚴厲，對媒體警告並終止他們的極端民族主義行動。131俄羅斯前總統

Dmitry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在 2011 年簽署命令，成立打擊俄羅斯極端

民族主義跨部門委員會，主要實施打擊極端民族主義等九大任務。成立打擊極端

                                                 
129 Alexander Osipov, Op,cit., pp.50~60.  
130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 N 14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1 и 15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http://www.rg.ru/2006/07/29/ekstremizm-protivodejstvie-dok.html)(檢索日期：

2013/05/02) 

131
 俄國內政部將建立極端主義組織資料庫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61025/41567970.html)(檢索日期：201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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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委員會旨在保障國家該領域相關政策的執行，協調聯邦權力執行機關與各聯

邦主體權力執行機關在該領域的活動，以及相關活動的組織領導等事項。公告指

出，該委員會主要有九大任務。其中包括：向俄總統和政府提交有關制訂打擊極

端主義的國家政策、完善相關立法的建議；編製有關俄羅斯境內極端主義情況的

年度報告，並按時向總統提交；研究打擊極端主義、消除其滋生發展的原因和條

件的措施；研究制訂打擊極端主義的思想、戰略、方針政策和計劃等一系列檔案；

確保國家和地方權力執行機關以及社會團體組織在該領域的協調配合；對俄境內

打擊極端主義的狀況以及各部門應對措施進行監控、分析和評估；參加打擊極端

主義領域的國際合作等。藉由圖 3-6可看出從 2004年到 2012 年的受到種族攻擊

的受害者數量已經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可見打擊極端民族主義的措施還是具有成

效。132 

 

 

 

 

 

                         

 

 

 

圖 3-5  俄羅斯受種族攻擊的受害者數量 

資料來源：(http://darussophiledotcom.files.wordpress.com/2013/02/racist-attacks-russia-sova.jpg) 

 二、不利於社會多元化 

    光頭黨是屬於保守式的極端民族主義，懷疑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

的社會能夠穩定與歷久不衰，因為這種社會缺乏文化與社會的凝聚力，但其實光

頭黨對於國族認同並不是重新發明就是重新界定，也就是制止或是減少移民遷入，

                                                 
132

 俄總統命令組建打擊極端民族主義的跨部門委員會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chinanews/20110729/03432642274.html)(檢索日期：

201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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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排外的，並且使用狹隘的國族觀來區分本族與他族。 

光頭黨出現在俄羅斯到現在已經有 20年的歷史，在這 20 年當中光頭黨所製

造的攻擊事件無計其數。不論是俄羅斯人民，還是居住在俄羅斯的外國人都深惡

痛絕，對於俄羅斯社會來說已經產生極大的負面形象，光頭黨不僅損害俄羅斯在

國際社會上的聲譽，同時俄羅斯的貿易、文化交流和旅遊都也受到影響。從 2001

年開始，當時總統 Putin多次因為光頭黨攻擊事件發表談話，Putin指出，如果光

頭黨在得不到有力的制止，連外交人員及家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怎麼能

夠指望外國投資者對俄羅斯投資? Putin 強調，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

是歷史形成的狀況，想要維持這種多民族的國家體制，必須與各種極端民族主義

進行抗爭。133 

    甚至一些持大國沙文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政客們利用光頭黨少年，在議會

大選前來詆毀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們打著「俄羅斯人的俄羅斯」這樣的愛國口號，

企圖獲得光頭黨的支持並且進入國會，這樣也會不利於國族認同的發展。俄羅斯

光頭黨存在時間的長久、活動規模之大是其他國家和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由西方

傳入俄羅斯的次文化有兩個明顯的發展時期，首先是在首都城市還有各聯幫主體

的主要城市出現，吸收完潛在的發展對象之後，在這些地區基本就停止活動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當該次文化現象在地方性城市出現之後，就出現了次文化的

第二次發展浪潮，當它在更小城市普及時，就會使參加這種次文化的人數加倍成

長，俄羅斯光頭黨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34 

    整治光頭黨是一個長久而困難的過程，如果想要徹底消除光頭黨的運動，首

先須先從消除貧富不均的經濟開始，並且重新審視俄羅斯的教育改革，特別對於

青少年進行反排外的宣傳，還要停止對於極端民族主義宣揚，應該要舒緩俄羅斯

民眾排外的情緒，並且通過立法升格這些組織的恐怖行為，相關機構也應該配合

                                                 
133

 Виктор Шнирельман, «Чистильщики московских улиц»:скинхеды, СМ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Москва：2007)сc.55~56. 
134 Александр Тарасов,《Наци-скин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scepsis.net/library/id_605.html)(檢索日期：20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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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斷處理光頭黨的活動，不應該一味縱容。135 

   2013 年 Putin 的新任總統就職典禮時提到 2013至 2015的國家民族政策戰略

行動計畫，其中的第 12以及第 82點中強調，俄羅斯當局打算嚴重打擊俄羅斯的

極端民族主義與仇外心理，打算重新加強俄羅斯民族的團結與國族認同。第一部

分以加強俄羅斯的民族團結為主軸；第二部分不論公民的種族、宗教和信仰，確

保全俄羅斯公民的平等權利；第三部分確保國家和平，特別是種族間的關係。136

俄羅斯社會還沒有根本解決移民問題的對策，整個社會都擔心激進組織的活動隨

時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由於大量移民不斷湧入俄羅斯，俄羅斯排外情緒才會如

此高漲，民眾中間對此產生極大的焦慮和擔心。俄國政府也意識到光頭黨問題的

嚴重性，Putin 任職總統期間曾多次指出，光頭黨是一種絕對不能容忍的犯罪行

為，要求加快制定有關法律，加強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打擊。他還表示，光頭黨

絕對不是一般的流氓滋事，而是關係到俄羅斯國家體制存亡的鬥爭。顯然已經與

剛開始政府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態度大相逕庭，Putin 將打擊光頭黨排在內政部

今後應該努力完成的任務之一，要求打擊極端民族主義犯罪時毫不手軟。137 

 

 

 

 

 

 

 

 

 

                                                 
135 Ibid.. 
136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лан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www.ng.ru/politics/2013-07-22/1_plan.html)(檢索日期：2013/08/16) 
137 桂芳，同前書，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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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最近幾年，俄羅斯的光頭黨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

在全國已經日益與種族主義和仇外色彩連結在一起。年輕人紛紛使出暴力和極端

主義的譁眾取寵，表達他們的意見，認為他們糟糕的情況在全國是移民政策的結

果和西方的經濟入侵。這種次文化的歷史，在其意識形態的矛盾繼承，其行動代

表現實世界的過程中弱勢的俄羅斯人的反應方式。在這個民族主義運動普遍的社

會下，他們指責移民。這樣的極端主義組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反映了俄羅斯社

會的轉變。 

    1990年開始俄羅斯民眾的仇外情緒日漸高漲，社會上許多人都強烈要求採

取有效措施抑制移民數量的增長。俄羅斯人民總是把外來人口和高加索人相提並

論，因為從蘇聯解體之後的十餘年，激怒俄羅斯社會的許多事件都與高加索人有

關。蘇聯時期，那時國家非常關心年輕人的發展，創造條件讓他們在對社會有益

的活動中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是蘇聯解體之後，青年人自己得去思考自己未來

應該要做什麼，甚至沒有自己的組織(蘇聯共青團在 1991年宣布解散)。背負著

沉重生活負擔的父母們更沒有多餘的心力去關心孩子們，在這種情況之下，極端

民族主義團體就主動擔起關係照顧青年人們的任務，並且對他們加以洗腦，告訴

他們俄羅斯所受的苦都是外來移民所造成的。 

    雖然光頭黨並不是一個實質的政黨，俄羅斯政府一系列的措施還有打擊極端

民族主義的行動，對光頭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無法根除光頭黨暴力行

為的發生。俄羅斯光頭黨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對於動盪的社會環境、經濟下滑還

有生活水準降低的不安感所產生，隨著經濟的逐漸好轉，也許之後俄羅斯光頭黨

的數量會逐漸降低，俄羅斯邁向國族認同的復興之路也就更近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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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與國族認同 

 

    1993年由傑出的詩人作家Eduard Limonov(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 還有哲學家與

政治理論家 Alexander Dugin(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所成立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National-Bolshevik Party；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是俄羅斯最大的法

西斯傾向的政治組織之一，約有六千名至七千名成員。138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在莫

斯科有五百名成員，一百名在聖彼得堡，組織活動大多在俄羅斯聯邦內運作，在

前蘇聯國家的一些城市中也有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分支。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員幾乎都是年輕人所組成。成員包含失業的、工作階

級的青年、學生、工程師還有高學歷的知識份子。許多人因為卓越的藝術、文學

以及知識創造力而入黨，使得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刊「手榴彈」(Limonka；

Лимонка)成為最受歡迎的俄羅斯法西斯主義期刊。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可能永遠

不會成為大眾的組織，但是它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它可能會在俄羅斯的政治、

知識份子還有文化生活留下明顯的痕跡。 

    第一節關於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緣起，首先探討創始人 Limonov 與 Dugin，

的個人背景、政治思維；第二節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理念與行為，其中分析民族

布爾什維克黨的意識形態、象徵意義、組織結構與極端行為；第三節民族布爾什

維克黨對國族認同的影響，第四節為小結。 

 

 

 

 

 

                                                 
138 Stephend Shenfield, Russian Fascism: Traditions, Tendencies, Movememts (New York: M.E.  

Sharpe , Inc., 2001),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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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緣起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由 Alexander Dugin與 Eduard Limonov所創立，本節針對

兩位創始人的背景與政治思維做研究。 

一、Alexander Dugin 

    Alexander Dugin 1962年出生於一個軍事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陸軍上校，

曾祖父也是名軍官，1970年代末期，他成為莫斯科航空學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的學生。對於蘇聯現實的失望，在一次偶然機會之下，Dugin參與鄰居

的知識份子秘密社團，該社團由三位對於歐洲以及神祕的東方感興趣的學者於

1960年代所組成：研究歐洲文學和詩歌的專家 Yevgeny Golovin(Евгений 

Головин)、基督教哲學家 Yuri Mamleyev(Юрий Мамлеев)與研究伊斯蘭教的專家

Geidar Jemal(Гейдар Джемаль)。139
 

Dugin 非常尊敬這三位知識份子，並且認為他們是「莫斯科真正的菁英份子」。

他們看不起蘇聯官方的文化，並形成與親斯拉夫派不同意見的西化派，這個團體

閱讀並且翻譯國外神祕主義作者的作品，包含法國作家 Sufism René Guénon、義

大利法西斯哲學家 Julius Evola 和德國小說家 Ernst Jünger。Dugin迅速的進入

Golovin 的祕密社團中，他的第一個主要貢獻就是將 Evola 的小說《異教徒帝國

主義》(Pagan Imperialism)翻譯成俄文，這本書對 Dugin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使得他的世界觀是「效忠傳統」。140 

    在一次聚會中，Dugin唱了一首名為「神秘的反共之歌」(mystical 

anticommunist songs)他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所逮捕，並在他的公寓中找到許多被禁止的文學作品。如同其他

許多蘇聯時期的新教徒選擇以卑微的職業做為掩護，他成為清道夫，好讓他對於

哲學的興趣可以繼續發展而不被政府發現。「重建時期」(perestroika)Dugin遇到

                                                 
139

 Ibid., p191. 
140 Aleksandr Dug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ksandr_Dugin)(檢索日期：201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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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轉折，1987年他加入宣揚俄羅斯文化的極端組織「記憶」(Memory；Память)，

不到幾個月的時間，他就坐上了「記憶」的中央委員會的位置。很快的他發現他

的新同志很容易歇斯底里且患有精神分裂，他對於他們缺乏對於傳統文化的興趣

而感到失望，「記憶」的知識份子文化水平較低讓 Dugin認為理念不和，因此他

退出「記憶」追求自己的道路。141
 

    1989 年 Dugin拜訪一些西歐國家，結識一些新右派份子：法國人 Alain de 

Benoist、比利時人 Jean- Frqnçois Thiriart 和義大利人 Claudio Mutti。Dugin受到

在西方生活的影響使得他開始敵視蘇維埃的體制(Soviet system)，蘇聯解體之時，

他加入「中央集權愛國者」(statist patriots)並且與 Gennady Zyuganov(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成為朋友，並且對於起草 Zyuganov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很

大的幫助。1990年代 Dugin積極的闡述與傳播自己的理念，他成立自己的書店

「北陸界」(Арктогея)，店裡販賣 Dugin自己寫的書籍、期刊、西歐極右派思想

家的書籍。第一期期刊「北方人」(Hyperborean；Гиперборейцы)收錄於研究基

督教神祕主義的年曆「親愛的天使」(Dear Angel)當中。雜誌《歐亞評論》(A Eurasian 

Review)宣揚Dugin的思想於 1992年七月就出版兩次並且有五千至一萬的發行量。

Dugin也善用廣播與電視獲得更多人民的支持，1993年 9月他與 Yuri 

Vorobyev(Юрий Воробьев)所合作的廣播節目「本世紀的奧秘」(Mysteries of the 

Century)在第四台 Останкино首播。1997年 Dugin在最受歡迎的廣播電台 FM101

有個一小時長的廣播節目「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這系列造成大學生們

的狂熱，而被禁止撥放長達 16 星期之久。Dugin因而在另一個比較不知名的廣

播電台「自由俄羅斯」(Free Russia)開闢新節目。142
 

    1993 年 5月 1日，Dugin 與 Limonov散發一份共同簽署的文件給志同道合

的同志們形成「民族布爾什維克陣線」(National-Bolshevik Front)，過沒多久他

們又與他們的支持者一起創造「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Party)。

                                                 
141 Aleksandr Dug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ksandr_Dugin)(檢索日期：2013/08/0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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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gin成為 1995年國家杜馬(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選舉中聖彼得堡區的候選人，

在競選期間得到流行爵士搖滾音樂家 Sergei Kuryokhin(Сергея Курехина)的支持，

Kuryokhin 在記者採訪會中大力宣傳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還辦了一場名為

「Kuryokhin 支持 Dugin」(Kuryokhin for Dugin)的免費音樂會，儘管如此，Dugin

在選舉中只獲得 0.85%的選票。143
 

    Dugin 與 Limonov 的夥伴關係維持至少有五年之久，他們相處的非常融洽。

Dugin沒有野心要取代 Limonov 成為領導人；關於理論和意識型態的問題

Limonov也非常尊崇 Dugin的想法。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有一致且連貫的思想，可

以說是 Dugin的功勞，但是 Dugin 最感興趣的神祕宗教主義，就沒有被民族布爾

什維克黨所接納。最後，嘗試將 Limonov的民粹主義與 Dugin 的菁英主義結合

的行為沒有成功，Dugin很難接受 Limonov 要將宣傳簡化的想法，且民族布爾什

維克黨的黨員們也無法理解 Dugin 的作品中的思維。1998 年的 5月，Dugin 帶著

小部分的支持者離開民族布爾什維克黨。144 

二、Eduard Limonov 

    Eduard Limonov 是 Eduard Savenko(Эдуард Савенко)的筆名，但一般都習慣

於用他的筆名稱呼他。Limonov 於 1943年 2月 22日在高爾基省(Gorky Province)

的捷爾任斯克鎮(Dzerzhinsk)出生，父親是一名沃羅涅日(Voronezh)的烏克蘭軍官；

母親則是當地的俄羅斯人，從小 Limonov在戰後的烏克蘭東部的哈爾科夫

(Kharkov)成長。但是嚴格來說 Limonov 的父親並不是一名軍官，其實他是秘密

警察(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在 1950年代負責運送罪犯至西伯

利亞的勞改營(labor camps)，Limonov恭敬地形容自己的父親是善良、誠實、不

菸不酒、有紀律的、毫不示弱的男人。Limonov 的自創小說第一部曲《我們有個

偉大的時代中》(We Had a Great Epoch)中描繪許多小時候在哈爾科夫的故事以

                                                 
143

 Ibid., p194. 
144

 Aleksandr Dug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ksandr_Dugin)(檢索日期：201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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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對強大的軍隊的印象 。145 

    Limonov 的青少年時期與一群年輕的小偷們結識，因為他們他學習到如何偷

竊，15歲時，Limonov 因為偷竊而惹上麻煩被逮捕進警察局。但是他卻在這時

接觸到蘇聯詩人 Alexander Blok(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的作品，他覺得深受感動，並

開始創作自己的詩，16 歲從學校畢業，並開始以焊接工做為自己的職業。Limonov

的小說二部曲《青年 Savenko》(The Youth Savenko)中寫到自己對於自己初戀

Sveta(Света)傷害的失望導致他與朋友坐上離開羅斯托夫的火車，想要到北高加

索展開新的人生。小說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年輕痞子》(The Young Ruffian)中提

到 Limonov回到哈爾科夫，做了許多的工作，直到 1965年在哈爾科夫遇到波西

米亞的作家和藝術家才改變 Limonov的人生。這些人鼓勵他創作文學做為職業，

其中一位藝術家 Vagrich Nakhchanyan 還幫他起了筆名 Limonov，但是 Limonov

認為哈爾科夫太過於鄉下無法完成他的寫作新志向，因此他決定前往首都。146 

    1966 年 Limonov 在莫斯科居住，由於他沒有居住證，只好靠著縫補褲子來

存錢，1967年的 9月 30日他終於在莫斯科定居。Limonov的故事與其他蘇聯的

極端團體的領導人十分不同。1973 年他躲避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逮捕，面臨

他必須離開莫斯科或者移民的抉擇，1974年也就是他從哈爾科夫離開到莫斯科

的第七年，他搭飛機離開到了維也納，並且在西方待了八年之久。居住在紐約的

幾年間，如同以前一樣他做各式各樣的工作過活，1980年 Limonov 前往巴黎，

並且在 1987年取得法國公民的身份。147 

    1974 年 Limonov 出版他在美國生活的三部曲《是我，愛迪》(It’s me Eddie)、

《輸家日記》(Diary of a Loser)和《秘密筆記本》(the Secret Notebook) 

被翻譯成 16種語言，大多是在描寫美國的唯物主義(materialism)、庸俗生活還

有對於俄羅斯的懷念。《他的僕人的故事》(Story of His Servant)一名鎮上的百萬

富翁聘請 Limonov擔任他的俄羅斯管家：Limonov與雇主在前兩個月相戀，然而

                                                 
145 Ibid., 
146

 Ibid., Russian Fascism: Traditions, Tendencies, Movememts, p.201. 
147 Ibid.,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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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不小心將雇主的褲子送去乾洗遭到斥責後開始恨雇主，雖然雇主後來有向他

道歉，但是 Limonov 仍然感到受辱。148 

     1989 年 Limonov 的小說開始在蘇聯出版；1990年他成為《蘇維埃俄羅斯

報》(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的定期投稿人；1991 年他的蘇聯國籍恢復，1992年他回

到俄羅斯定居。1992年 2月 Limonov結識 Vladimir Zhirinovsky(Владимир 

Жириновский)，6月他成為俄羅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

的領導階層， 11月與Zhirinovsky意見不合離開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隨後Limonov

到前蘇聯的南斯拉夫旅遊：1991 年 11月在斯洛維尼亞(Slavonia)；1992年 7月

在德涅斯特(Transdniestria)；1992年 10月在波士尼亞(Bosnia)；同年 11 月在阿布

哈茲(Abkhazia)。旅行結束時(1992 年末 1993年初)，Limonov遇見 Dugin，共同

創立民族布爾什維克黨。149
 

     Limonov 是什麼時候以及如何成為一名法西斯份子和對於創立民族布爾什

維克黨感興趣的呢?可以確定的是 Limonov 的基本價值觀是在幼時生長的哈爾科

夫所形成的，在莫斯科與在西方國家居住的許多年中，Limonov一直比較關注文

化的問題，雖然政治對他來說越來越重要，他結交的朋友藝術家和音樂加更多於

政治理論家或者哲學家。Limonov 在美國一次偶然機會中看到 Evola的書，使他

第一次與西歐國家的新右派有所接觸，之後在巴黎與 Alain de Benoist 一起編輯

由 Jean-Paul Sartre 所出版的極端主義期刊「國際白癡」(Idiot International)，在西

方生活多年之後，Limonov 才終於找到「政治」做為他的價值和理想的寄託。150
 

    Limonov 對於左翼思想和行為也十分感興趣，1972年至 1973年，他與一名

奧地利大使館的奧地利女子 Liza Yvary 非常友好，Yvary 是社會主義黨的黨員，

根據 Limonov 自述，自己從 Yvary 那邊學習到許多社會主義的思想。151在美國期

間，Limonov 也與國內的無政府主義團體有所接觸，因此可以說，他的思想中社

                                                 
148

 ‘’It’s me Eddie’’中 Limonov有提到自己的性向是雙性戀。Ibid., p202. 
149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и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и, Лица (Москва: Сова, 2009),c.288. 
15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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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of Underground Moscow’s Life.’’ The eXile, no.69,pp.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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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佔了一定的影響。他所接觸到的左翼思想並不會使他拋棄本來的舊價值觀，

他反而把自己原本的價值觀與左翼思想結合在一起，也是因為遇到 Dugin，把

Limonov的「民族布爾什維克」思想和「左翼法西斯」思想合併。152
 

 

 

 

 

 

 

 

 

 

 

 

 

 

 

 

 

 

 

 

 

 

                                                 
152 Ibid., 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и, Лица,c.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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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理念與行為 

 

一、意識型態與象徵意義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黨綱第一條就明確指出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髓就

是反對：自由主義(liberalism)、民主(democracy)與資本主義(capitalism)。第十

七條則是對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表示支持。第十條對於經濟制度應以大

多數人的福祉為優先。其他黨認為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會引起一場「雙重革命」對

於俄羅斯的國家與社會都會帶來新的影響。153 

    根據黨報「手榴彈」(Лимонка)來看，可發現裡面有許多史達林主義(Stalinism)

和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影子，這兩者是與左派法西斯的思維較不相同。

Limonov融和法西斯主義、列寧主義(Leninism)、史達林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於民

族布爾什維克黨，是因為 Limonov想要表現出對於這些歷史人物的尊敬和推崇。 

    第一節中分析 Dugin與 Limonov 的思想之後，可以發現民族布爾什維克黨

是結合法西斯與左派思想的政黨。然而，布爾什維克黨員在敬禮時，手臂向右水

平伸直，手肘向上舉垂直，手緊握拳頭，肘關節與腕關節皆略成 45度。(如圖

4-1所示) 

 

 

 

 

 

圖 4-1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員打招呼圖 

資料來源：(http://nbp-info.ru/limonka_new/262/262_1_3.jpg)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黨旗，是明顯的布爾什維克設計：以紅色為背景，中間

圍成白色的一圈，裡面有黑色的槌子與鐮刀。(圖 4-2)紅色代表俄羅斯烈士的鮮

                                                 
153 Aleksandr Verkhovskii, Vladimir Pribylovskii, National-Patriotic Organizations in Russia: History, 

 Ideology, Extremist Tendencies,(Moscow:Institut eksperimental’moisotsiologii,1996),p.133. 



 

70 

 

血、白色代表皮膚的顏色(白種人)、槌子與鐮刀表示俄羅斯社會主義的立場。穿

著黑色的服裝是對於死去的兄弟的默哀，因為俄羅斯即將有一場戰爭。 

        

 

 

 

 

 

 

 

圖 4-2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黨旗 

資料來源：(http://www.fotw.us/images/r/ru%7Dnbp_r.gif)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以類似小檸檬(Лимонка)「手榴彈」做為黨的象徵圖(圖

4-3)，對於黨員而言，” Лимонка”有三種意義：是對於 Limonov 名字的愛稱、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另外一種稱呼和他們會使用手榴彈做為攻擊武器。民族布爾

什維克黨的標準穿著打扮是：黑色外套、黑色貝雷帽與軍靴，至於是否要剃平頭，

並沒有強制規定。 

 

 

圖 4-3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象徵圖 

資料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ru/d/d9/Limonka.gif) 

二、政策主張與國族認同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地方分支至少需要 15名成員，地方分支會成為區域分

隊的一部分，而 9個地方分支會成為一個區域分隊。地方分支及區域分隊的指揮

官由民族布爾什維克中心指派，所有的分支都必須參加黨中心所舉辦的活動，例

如：對於外國產品的抵制。黨員也都必須遵從領導者所發出的每個指令，民族布

爾什維克黨的中心就是指 Limonov。接著會根據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體制」、

「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及其他政策」之主張來分別討論： 

1. 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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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目標是根據民族的權利建立一個「共有的國家」(total 

state)，形成一個嚴格單一制的國家：俄羅斯將會被分成 45個戰略地區(strategic 

districts)，並且各區嚴格選出優秀的領導者服從黨中心，實行一國一黨制的概念，

防止執政菁英的墮落。Limonov 打算指派年輕的黨員擔任中央政府的官員和每一

個地方區域的領導人，他所創立的「新俄羅斯」會瀰漫著紀律、好戰、熱愛勞動

的氛圍。154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體制還包含議會制度以及選舉民主制，形成眾議院

和立法院，兩院代表會依據不同的職業、宗教、年齡而選出代表，大多數的公民

在一黨制的國家內享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這與義大利法西斯的概念類似。民

族布爾什維克黨明確指出「俄羅斯人」是根據個人意志鬥爭，並不是根據血液或

者宗教的信仰：「凡是將俄羅斯語言、文化和歷史視為自己的就是俄羅斯人，並

且準備隨時為了俄羅斯可以奉獻自己的鮮血。」也就是說一個人不論他的原生種

族和宗教信仰，只要忠於俄羅斯，他就可以成為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菁英，155民

族布爾什維克黨甚至有少數的猶太籍黨員。 

2. 經濟政策 

    經濟體制以「俄羅斯社會主義」為原則，以服務廣大的人口為目標，所有的

大型企業、軍事工業和土地都屬於國家。小型企業可以屬於私人或者共同擁有，

而中型企業交給地方政府所管。土地由國家或者私人農場租賃，承租人的收入納

入國家預算。對於外資滲透俄羅斯的經濟採取果斷的措施，目標是完全的自給自

足，禁止消費者進口物品，國家會壟斷石油、天然氣、電力、軍備、黃金和其他

重金屬的出口；會關閉銀行的海外分支，以防止資本外流。156 

    這些經濟利益將完全屬於國民：工資不得低於生活水平、凍結租金還有市政

                                                 
154

 Stephend Shenfield, Op,cit., p.211. 
155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и Гали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и, Лица (Москва: Сова, 2009),c.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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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d., c.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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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服務收費、固定住基本糧食產品(麵包、馬鈴薯、穀物、牛奶、奶油、牛肉)

的價格，軍人、公職人員、高齡退休者和低收入戶的稅金全免，民族布爾什維克

黨會在過度時期開起全面的經濟專政。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認為文化必須要像野生

的樹木一般壯大，並不打算削減它，而是讓他自由的生長，Limonov 認為「做自

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唯一的法律」。科學家、研究人員和發明家則優先從國家的

預算中支出預算加以資助。157 

3. 外交政策及其他政策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將外部敵人定義為「大撒旦」(the Great Satan)，也就包

含美國、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還有聯合國

(The United Nations)。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同時主張應該要廢除與西方的所有協議，

可能成為俄羅斯朋友的國家是位於歐亞大陸上的國家：德國、伊朗、印度及日本。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全球目標是創立一個以俄羅斯文明為基礎從福拉迪渥斯托

克(Vladivostok)到直布羅陀(Gibraltar)的帝國。要達到目標必須完成四個階段：

第一，一場俄羅斯革命將現在的俄羅斯聯邦造成「單一的俄羅斯民族國家」；其

次，由俄羅斯併吞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來擴充俄羅斯的領土；第三，統一俄羅斯周

圍的歐亞大陸及前蘇聯國家；最後，創造一個巨大的大型帝國。某些區域會舉行

公投決定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人口，例如北部的克里米亞(Crimea)、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愛沙尼亞的東北部地區的納爾瓦區(Narva district)。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提出對於政治、社會的具體政策和立法計畫，這些計畫大

多是對於俄羅斯人口稠密的地區還有他們認為前蘇共政權做的不好的地方進行

補強，其他還有一些像是俄羅斯應該要如何更有效的打擊恐怖主義、提高軍隊的

紀律、打擊人口下降和修改憲法的計畫等。另外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認為俄羅斯應

該授予當地的警察機關強大的權力，包含警察可以不用先給予罪犯口頭警告就開

槍的權力。158法律同時禁止墮胎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是對於「俄羅斯民族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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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d., c.297. 
158

 Ibid., c.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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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患有精神病的婦女、無法治癒的遺傳性疾病和被強暴的婦女除外。1994年 9

月，Limonov 向國家杜馬發出一封公開信，內容提及「俄羅斯的總統應該要是原

生的俄羅斯族人」，這一點應該要被添加到憲法中。
159

 

三、極端行為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一般以公眾集會、示威遊行和散發傳單為主要的活動，直

到最近，示威活動的人數往往超過一百人，大型的示威活動開始漸漸產生。1993

年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年輕人發起一項抵制外國產品、拒絕為外國公司工作的活

動，以表示對於外國的經濟和文化滲透的反對。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是無法參加選

舉的，儘管屢次的請願、抗議，但是俄羅斯司法部還是不讓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通

過申請成為正式的政黨。Limonov、Dugin或者部分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員會以

個人身分擔任政治選舉的候選人，但是從來沒有成功參政過。160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黨綱教導他們的黨員在最短時間內發揮最大的破壞，並

且應該要避免警察的介入。黨報「手榴彈」教導讀者在電影院應該有的行為：約

15個青少年到有播放西方電影的電影院，部分青少年固定在出口，其餘則是散

布在其他觀眾席間，一個暗號發出，對著屏幕丟上油墨，並且要小心不能留下任

何指紋，在警察出現之前要迅速離開現場。類似的手法，也會出現在劇院、演唱

會、展覽或者麥當勞餐廳。161對於一般人來說，這種行為很像流氓行為，但是民

族布爾什維克黨員卻將這種行為當成英雄行為。 

    訓練黨員是公認的有價值，但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對此投入太大的注

意力，Limonov認為第一優先應該是建立一支有紀律的政治隊伍。民族布爾什維

克黨在學生族群中的活動比較成功，1995年在「紫羅蘭國際」(Violet International)

的幫助之下，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一個名為「學生防禦」(Student Defense)組

織，積極參與學生的抗議運動，因此，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成功的在各個大學內參

與學生事務。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的烏拉爾大學(Urals State University)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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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d.,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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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d.,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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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genii Khorkhe, How to Behave Oneself in the Cinema, Limoka,1997,no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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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許多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黨員，販賣 Dugin 的書籍、舉行與民族布爾什維克

黨有關的展覽和音樂會。對於年輕人來說，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最吸引人的地方莫

過於 Limonov 與知名搖滾、爵士樂家和民間音樂家的熟識，例如：搖滾樂團「公

民防禦」(Civil Defense)的 Yegor Letov(Егор Летов)、「金屬腐蝕」(Metal Corrosion)

的 Sergei Troitsky(Сергей Троицкий)、Sergei Kuryokhin(Сергея Курехина)、Dmitry 

Revyakin(Дмитрий Ревякин)和 Oleg Medvedev(Олег Медведев)。162
 

    2001 年 Limonov 與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五名黨員因為購買非法武器而被逮

捕定罪，包含嚴重的企圖推翻政府的罪名，2003年 Limonov 從 Lefortovo 監獄中

被釋放，出獄之後 Limonov對記者表示，日後將會繼續改變俄羅斯的政治制度。

163
2004年 8月 2日，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成員為了抗議社會福利的取消占領位於

莫斯科的衛生部，最後 30名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員遭到逮捕。164
2005年 11 月最

高法院裁決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為非法政黨，理由是因為沒有完成登記。165
2006

年 11月 7日，警察拘留 27名企圖闖進石油公司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黨員，166
2007

年 3月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參與反對 Putin 政府的示威活動。167
2009年民族布爾什

維克黨黨員參加「戰略 31」(Strategy-31)一系列的支持和平集會的權益168。2011

年 5月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甚至攻擊在莫斯科的塞爾維亞大使館。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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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field, Ibid.,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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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nationalist Russian Writer is Released from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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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對國族認同的影響 

 

    1999 年時 Limonov 認為俄羅斯在短時間內並不會解體，俄羅斯共產黨還會

繼續他們的「官僚習性」數年，只有在俄羅斯共產黨權力開始削弱時，民族布爾

什維克黨才有機會奪權。同時，Limonov致力於創造自己的組織，並且吸引那些

對社會不滿、對國家有雄心壯志的青年們加入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因此，民族布

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勢力是不容小覷的，目前在葉卡捷琳堡、奧倫堡、莫斯科、聖

彼得堡等大都市都有千餘民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積極份子，未來的幾年，數量還

有可能繼續生長。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有許多激進、極端、並且帶有共產主義的思

想，對於國族認同的影響可分為兩個部分「不利於社會凝聚力」與「不利於社會

多元化」。 

一、不利於社會凝聚力 

    凝聚力是維持社會生存最基本的力量，沒有它小至家庭大至國家、社會都有

可能瓦解，社會凝聚力的作用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它使社會和社會組織生存

下去，將分散的個人力量凝聚成為整體組織的力量與社會的力量，並產生出遠超

出個人和小組織總和的巨大力量，產生出豐富複雜的社會組織；第二，社會凝聚

力有巨大的穩定功能，它使社會成員團結一致，並且減少和消除有害的分裂與衝

突。170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認為不應該設立擁有相對特權的民族共和國還有邊疆地

區，應該取消各地的「總統」，而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劃。政府的組成部分，民族

布爾什維克黨提倡俄羅斯國會應該由兩院所組成：一為由選舉所產生的立法機構，

共計 450 個席位；另一不需經由選舉所產生的諮詢機構，有 900 個席位。諮詢機

構就是民意代表，應該由各種職業、各種年齡層的代表所組成，並且由這些民意

                                                 
170 石中英，「論國家文化安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2004年)，頁 12。, 



 

76 

 

代表選出總統。171
 

     David Miller 認為民族有五個條件，而國族認同也藉由這五個條件所形成。

第一，民族的成員必須視其他成員為同胞(compatriots)，並且相信他們之間共有

的某種相關的特質，也就是民族成員是相互承認且分享共同信念的人。第二，國

族認同也是一種具有歷史連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認同，不僅指大家共同擁

有的過去，也指向未來。第三，國族認同是一種能發生主動行為的認同(an active 

identity)，包含整個民族共同的決定、共同的行動、以及共同的成就等。第四，

國族認同要求一群人定居在固定的領土，也就是有自己的「家園」。最後，國族

認同要求成員共享某種特質，而這種特質指的就是「共同的公眾文化」(a common 

public culture)。亦可解釋為「人群關於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彼此瞭解」。172但

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無法將在俄羅斯生活的其他人種為同胞、也不認為大家擁有

共同的過去和未來，完全不符合 Miller 所說的國族認同的五個要件。 

   國族認同往往是由政治環境所引發，國內政治就是企圖要操縱國族認同。因

為國族認同包含全國人民，是可以超越文化、種族、宗教信仰的。如果政治家可

以將自己與國族認同的概念加以結合，那麼他就可以獲得人民的支持。在面對社

會、經濟還有政治的不斷發展，為了維護政治整合還有穩定，國族認同確實有其

的必要性。國族認同是一項由民眾、政府的決策以及國際環境三個因素交互而成

的概念。但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將外部敵人定義為「大撒旦」，對於其他種族加

以歧視、施暴，無法超越文化、克服不同種族的障礙，因此俄羅斯民族布爾什維

克黨不利於社會凝聚力更不利於俄羅斯國族認同的發展。 

二、不利於社會多元化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是屬於保守式的極端民族主義，懷疑多元種族、多元文化、

多元信仰的社會能夠穩定與歷久不衰，因為這種社會缺乏文化與社會的凝聚力，

但其實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對於國族認同並不是重新發明就是重新界定，也就是制

                                                 

171 陳黎陽，《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民族主義》，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年)，頁 93。 

172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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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是減少移民遷入，這樣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排外的，並且使用狹隘的國族觀

來區分本族與他族。例如：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經濟體制以「俄羅斯社會主義」

為基準，主要是使大多數居民受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有土地都應該收歸國

有。對於像能源、貴金屬、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只有國家才有權進行買賣，所

有與此相關的收入應該用於發展俄羅斯的國防工業。 

    民族布爾什維克呼籲政府應該警惕俄羅斯最大的敵人-美國與歐洲。外交政

策應該要反對美國，拉攏亞洲，只能與德國、伊朗、印度和日本等國家保持友好

關係，甚至應該將曾經與西方簽訂過的不平等合約徹底廢除，為了國家的安全，

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採取相對的措施，將流向國外的俄羅斯資本全數回收，

重新反對西方的價值觀、拒絕外國的貨品，俄羅斯應該建立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

體系，因為俄羅斯擁有一切，進入全球經濟市場對俄羅斯有害無益。這些都是狹

隘的觀點，十分不利於俄羅斯社會的多元化，更不利於俄羅斯的國族認同。 

Putin 剛上任總統時，將國族認同列為鞏固他政治議程的首要任務，並且認

為俄羅斯國家生存受到威脅，因此 Putin 提出一個計劃性的綱領「在千禧年之交

的俄羅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將「俄羅斯思想」(Russian idea)

重新提出詮釋，俄羅斯的思想應該可以歸納成：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意識

與社會團結。173「俄羅斯思想」是對於 1990年代以來在俄羅斯思想領域各種社

會思潮盛行局面的一種反應，Putin不但對民族主義和親斯拉夫主義的某些觀點

加以繼承和發展，而且也對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歐洲-大西洋主義認為市場萬能

的觀點進行矯正，包含對民族主義某些觀點的繼承與改造，一方面「俄羅斯思想」

是指民族主義對於俄羅斯傳統價值觀態度並加以發揮，提出應該尊重傳統，倡導

整個俄羅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對於過去俄羅斯歷史的發展十分重要，在現在的

俄羅斯社會也仍然有效。「俄羅斯思想」也是對民族主義觀點的改進和修正，強

調繼承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的同時，也主張要對西方的文明成果加以吸收和借鏡。

                                                 
173 Vera Tolz,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ussia of Yeltsin and Putin’’, in Yitzhak 

Brudny, Jonathan Frankel and Stefani Hoffman, eds, Restructuring Post-Communist Russia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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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原則已經在「全球範圍扎根」，而現代化的俄羅

斯要取得發展就必須把這些「跨國家的全人類價值觀」作為俄羅斯社會團結的另

一個支撐點。
174
 

    Putin上台之後提出「俄羅斯思想」來緩和俄羅斯的民族信念危機，因為他

了解民族主義思潮在俄羅斯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採取他希望「國家統一強大」

的要求，提出「富國強民」的口號，採取強硬措施限制地方權力，建立新的垂直

管理系統，以防止國家的危機。「俄羅斯思想」不但與俄羅斯民眾的歷史文化傳

統互相契合，也增強了民族的自豪感，而且也與俄羅斯的現實環境符合，可以做

為統一全民意識，緩解民族信仰危機的作用，為社會不同階層、不同集團和各種

政治力量奠定發展的基礎，也為在轉型中掙扎的俄羅斯民族以及在困惑中思索的

俄羅斯人提供了前進的道路。175
Putin所提出的「俄羅斯思想」認為對於西方的

文明可以加以吸收和借鏡，對比 Limonov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所認為的「將美國、

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聯合國定義為大撒旦」就可得知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是

在分化俄羅斯的國族認同。 

 

 

 

 

 

 

 

 

 

                                                 
174 陳黎陽，《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年)，頁 158。 
175 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現代化之路-中國、俄羅斯、東歐國家改革比較》(北京：當代世界

出版社，2003年)，頁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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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以激進極端的行為聞名，是俄羅斯內反對總統 Putin 的最

大聲浪，2002年 Putin下令取締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可見 Putin 對於民族布爾什

維克黨問題的重視。Limonov曾經表示他要建立一個與眾不同的政黨，而所謂的

與眾不同也就是以極端暴力的行為去對抗 Putin政府。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

傾向是反對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認為這些是反人

權的體系，並不適用於俄羅斯。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是希望在俄羅斯國內重建確立一種穩固的秩序，利用強力

進行政治整肅，消滅反對派以達到迅速發展的目標。但是對於國際關係的處理，

則是推蘇聯時期推崇的軍事對抗，具有濃厚的反西方情緒，就最終的目標來說，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要建立一個從福拉迪沃斯托克到直布羅陀海峽、以俄羅斯文明

為基礎的大帝國，在實現目標的方式，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主張要進行俄羅斯革命，

內容包含「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民族革命」是指確立俄羅斯人在俄羅斯

國內的統治地位，徹底擺脫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控制，成為一個有自尊感的獨立

俄羅斯國家；「社會革命」是指要在俄羅斯國內確立財產和經濟公平性原則。 

    就種族主義的傾向來說，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宣稱自己是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

政黨，雖然提倡應該將俄羅斯建設為俄羅斯人的國家，但在「俄羅斯人」的社會

標準上，認為不能簡單的以血緣或信仰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俄羅斯人。一個人只

要講俄語、認同俄羅斯文明、認為俄羅斯歷史是自己的歷史、準備為俄羅斯流血

犧牲都可以是俄羅斯人。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支持者大多是對於自己社會地位不滿的年輕人：小企業

家、工人、軍人、大學生和年輕警察，最主要的活動方式集會和遊行。民族布爾

什維克黨提出許多切合社會實際需求的口號，例如呼籲要有人民代表進入國會、

要求社會經濟體制以為大多數公民謀福利為主、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等。但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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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觀念和現在的俄羅斯社會實際情形大相逕庭，例如土地收歸國有、社會財

富重新分配、建立專制社會、重塑俄羅斯秩序、實行軍事對抗等，這些口號大多

數是在蘇聯時期已經實行過並且被歷史所拋棄的。現在的俄羅斯人雖然渴望穩定

秩序的生活，但是絕對不會願意回到蘇聯那種高度集權、毫無自由的生活，且民

族布爾什維克黨不利於國族認同的發展，在俄羅斯政府一系列的打擊措施之下，

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未來是否能繼續穩定發展還是有待商榷，若未來能夠有效的打

擊，俄羅斯邁向國族認同的復興之路也就更進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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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俄羅斯民族主義是 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國內影響深遠的一種思潮，

它的影響涉及到俄羅斯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領域，是蘇聯解體之後

的俄羅斯社會中的一種超越社會矛盾和意識形態紛爭的潤滑劑，發揮凝聚民族，

重新整合社會力量的作用，為俄羅斯聯邦國家和政府解決危機。但是就另外一個

角度而論，俄羅斯民族主義在大規模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其中就

本文所研究的兩個個案：光頭黨與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都破壞國家與民族的正常

機制、妨礙社會的永續發展、不利於社會凝聚力與社會多元，對於國族認同的影

響是負面的。 

    極端民族主義是否能在一國內大規模的爆發與政府對其態度密切相關，但是

就俄羅斯來說，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並沒有讓極端民族主義肆意妄為的發展，因

為他們知道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對於國族認同會帶來危害，所以國家對極端民族主

義必須制定相關法規與以打擊，像是《反極端行為法》，雖然有部分的法案在目

前執行上還有一定的困難，例如：光頭黨並不是具體明確的政黨，沒有辦法完全

遏止光頭黨對於外國人的攻擊、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仍然可以透過集會申請來抗議

對於 Putin的不滿，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國家與政府已經認為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是

問題的存在，正在為問題的解決做出積極的努力。 

    筆者認為，Juan Linz與 Alfred Stepam在比較許多分裂的國族認同國家之後

所寫下的一席話，值得對於俄羅斯國族認同的現況做為借鏡：「許多關於民族主

義的作者都強調「原生性」(primordial)的認同，以及人們必須在相互排斥的認同

中做一個選擇。但是，我們對國族認同的研究卻顯示兩件事。第一，國族認同並

不是固定的或者原生的，而是高度可變與社會建構的；第二，如果民族主義政治

人物不要強力促成兩極化，許多人可能都願意界定自己為擁有多重認同或互補性

的認同。事實上，在具有包容與平等公民權特性的國家共同政治保障之下，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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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重互補性認同的能力正是促使多民族國家實踐民主政治的最主要關鍵。」

176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出現分歧的國族認同的機會也會更大，

但是大部分國家並不會因為多元國家認同的存在而分裂，反而更能和平相處。所

以俄羅斯處理分裂的國家認同的方法不是加強同化、強迫遷移或者以武力鎮壓，

而是應該盡量容忍尊重，以改善現有體制還有人民權利保障，來消除不同認同者

的不安。 

    國族認同及民族意識在俄羅斯民族和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

就是俄羅斯的民族意識和國族認同推動了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形成，而俄羅斯民

族和國家的形成又進一步激發俄羅斯民族的民族自尊與自豪感，從而強化國族的

認同意識。 

   綜合前四章可得出以下結論： 

一、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是保守式的極端民族主義 

    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懷疑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信仰能夠穩定並且

歷久不衰，並且缺乏強烈的國族認同來產生共同的團結意識，是屬於排外的極端

民族主義，使用狹隘的國族觀念來區分本族與他族。例如：旨在擁護種族主義思

想的「俄羅斯民族團結」(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認為外國人是可怕

敵人的「國家布爾什維克陣線」(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Фронт)還有對俄羅

斯影響比較嚴重的本研究的兩個個案-光頭黨與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回顧人類過

往的歷史還有全球的發展文明，這種認為自己民族優越於其他族的想法，常常造

成衝突或者戰爭，並且容易危害社會的機制，對於國家來說造成嚴重的後果。 

二、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不利於國族認同的發展 

    國族認同的建立是否成為政治共同體的主要危機，還要端看社會上的政治發

展。對於土地疆域明確、主權完整、歷史文化歸屬有相當共識的國家而言，國族

                                                 
176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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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是一項爭議不大的問題。但是對於一個多族群並立、文化歸屬不同、領土主

權範圍不清的政治體而言，例如俄羅斯，國族認同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藉由對於國族認同的研究，有助於了解個人和團體認同，這些認同的基礎，就是

族裔本身團結和形成凝聚的主要原因，若是不好的認同，也是族裔團體間衝突，

國家整合問題產生的主要來源。一個國家之內各種因為種族所引起的衝突、暴動

或者國家認同等問題，其實都是必然的關係。國家整合因而困難重重，國家的安

全更式經常受到內外各種威脅。筆者認為，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就是完全競爭

市場中的「分化」，因為對於國家的認同產生變遷，進而產生新的、額外的團體，

使得本來的國族認同開始縮小，「分裂」成許多個極端民族主義團體。 

    本研究中個案-光頭黨，就是屬於「認同變遷型態」中的「分裂型態」，從俄

羅斯那麼多種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中，光頭黨「分化」使原來團體(俄羅斯)的認同

發生變遷，並且在「分裂」而成許多俄羅斯光頭黨的分支。另外一個個案-民族

布爾什維克黨也是一樣的模式，在俄羅斯眾多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中，民族布爾

什維克黨產生「分化」使原來團體(俄羅斯)的認同發生變遷，並且在「分裂」而

成許多俄羅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分支。無論是光頭黨還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都

不利於俄羅斯社會凝聚力還有社會多元化的發展。 

三、政府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打擊影響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日後的發展 

    2002 年俄羅斯正式實行《反極端行為法》包含了三個方面：第一部分是對

於極端民族主義的概念與定義、第二部分提出全俄羅斯社會和國家都應該對於極

端民族主義和極端行為進行預警、第三部分則是禁止個人、社會和組織實施極端

行為的具體規定，並且對於施行極端行為的人該承擔的責任進行明確的界定。

2006年 7月國家杜馬通過對於《反極端行為法》第一章及第五章條款的修正，

詳細羅列「極端主義行為」的概念。裡面對於極端主義活動的定義如下：公共的

活動、宗教協會或者其他組織，旨在強行改變憲法秩序和違反俄羅斯聯邦的完整

性、破壞俄羅斯聯邦的安全性。實行破壞行為、煽動種族、民族或者宗教仇恨，

宣揚排他性、公民優越感者為極端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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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07年 7月開始，俄羅斯政府每半年公布極端主義組織清單。內政部開

始建立極端組織資料庫，其中收錄俄羅斯國內外極端民族主義組織還有極端份子

的資料，資料庫中包含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成員們的居住地址還有工作等資訊。對

散播極端民族主義行為的責任追究相當嚴厲，對媒體警告並終止他們的極端民族

主義行動。俄羅斯前總統 Dmitry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在 2011年簽署

命令，成立打擊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跨部門委員會，主要實施打擊極端民族主義

等九大任務。成立打擊極端主義委員會旨在保障國家該領域相關政策的執行，協

調聯邦權力執行機關與各聯邦主體權力執行機關在該領域的活動，以及相關活動

的組織領導等事項。公告指出，該委員會主要有九大任務。其中包括：向俄總統

和政府提交有關制訂打擊極端主義的國家政策、完善相關立法的建議；編製有關

俄羅斯境內極端主義情況的年度報告，並按時向總統提交；研究打擊極端主義、

消除其滋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的措施；研究制訂打擊極端主義的思想、戰略、方

針政策和計劃等一系列檔案；確保國家和地方權力執行機關以及社會團體組織在

該領域的協調配合；對俄境內打擊極端主義的狀況以及各部門應對措施進行監控、

分析和評估；參加打擊極端主義領域的國際合作等。 

    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與人民的意識和觀念是密切相關的，隨著俄羅斯慢慢克

服嚴重的社會危機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之後，民眾也會開始回歸理性，對於

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就會採取警惕和防範的態度。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實行蘇聯

時期強大的專制主義、嚴格規範人民的生活、無自由可言的生活」與光頭黨的「強

調俄羅斯民族的特殊地位、俄羅斯人高人一等、國家的困境都是外來人所造成的」

這種口號短時間內確實可以引起大多數人的關注和認同，但是卻是沒有未來的。

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所提倡的自給自足、挑起不同種族間的爭端、反對俄羅斯加入

國際市場，這些都與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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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俄羅斯《反極端行為法》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5 июля 2002 г. N 114-ФЗ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иня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ой 27 июня 2002 года 

Одобрен Советом Федерации 10 июля 2002 года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в целях защиты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осно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тро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правовые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основы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е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Статья 1. Основные понятия 

Для целей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применя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основные понят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экстремизм): 

1)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либо и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либо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либо физических лиц п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ю,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совершению действий,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осно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троя и нарушение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дры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хват или присвоение властных полномочий; 

создание незаконны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збуждение расо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розни, а также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озни, 

связанной с насилием или призывами к насилию; 

ун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массовых беспорядков, хулиган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и актов вандализма по 

мотива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асо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ненависти либо вражды, а равно по мотивам ненависти либо вражд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акой-либо социальной группы; 

пропаганд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 либо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 по признаку 

их отношения к религ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асо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или языков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2)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публичное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стской атрибутики или символики либо 

атрибутики или символики, сходных с нацистской атрибутикой или символикой до степени 

смешения; 

3) публичные призывы к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указа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ли совершению 

указа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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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указа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ибо ин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е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или 

совершению указа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ут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указа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финансовых средств, недвижимости, учебной, 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ой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базы, телефонной, факсимильной и иных видов связ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услуг, иных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либо и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оторых по основаниям,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м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судом принято вступившее в законную силу решение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или запрет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вязи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обнародов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либо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иных носителях, призывающие к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ибо обосновывающие или оправдывающ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том числе труды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Германии, фашистской партии Италии, публикации, обосновывающие или 

оправдывающ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и (или) расовое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либо оправдывающие 

практику соверш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или и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олное или 

частичное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какой-либо этниче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асо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группы. 

Статья 2.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блюдение и защита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а равно зако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законность; 

гласность; 

приоритет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оритет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ми, и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гражданами 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татья 3.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основ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принятие 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выявл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ующее устранение причин и условий,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их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ыявлени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и пресеч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и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физических лиц. 

Статья 4. Субъекты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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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едеральные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рганы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участвуют 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пределах свое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Статья 5. Профилактика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целях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рганы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пределах свое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в приоритетном порядке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 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ые,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е мер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татья 6. Объявление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я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и наличии достаточных 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ых сведений о готовящихся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содержащих признак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оснований для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к уголо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прокур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е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либо подчиненный е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прокурор или е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направляет руководител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иб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ю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лицам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форме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 указанием конкретных оснований объявления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я. 

В случае невыполнения требований, изложенных в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и, лицо, которому было 

объявлено данное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ивлечено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Статья 7. Вынесени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лучае 

выявления факто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х о наличии в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хотя бы одного из 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ли други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признаков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выноситс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форме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 указанием конкретных оснований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допуще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допуще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в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и также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срок для устранения 

указа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составляющий не менее двух месяцев со дня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ыносится Генеральным прокурор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подчиненным е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прокурором.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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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ъединению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несено также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органом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сфере юстиции или е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м органом.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не было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или не 

признано судом незаконным, а также если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й в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и срок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объединением,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либо 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или другим структурны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м не 

устранены допущенные нарушения, послужившие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либо если в течение двенадцати месяцев со дня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выявлены новые фак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е о наличии признаков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в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порядк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либо и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длежит ликвидации, 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не являющего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лицом, подлежит запрету. 

Статья 8.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через 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м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луча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через 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ибо выявления факто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х о наличии в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изнаков экстремизма, учредителю и (или) редакции (главному редактору) дан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органом, 

осуществившим регистрацию дан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либо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органом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сфере печати, телерадиовещания и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либо Генеральным прокурор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подчиненным 

е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прокурором выноситс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форме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та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либо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 указанием конкретных 

оснований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допуще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допуще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в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и 

также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срок для устранения указа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составляющий не менее 

десяти дней со дня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не было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или не 

признано судом незаконным, а также если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й в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и срок не 

приняты меры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допуще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послуживших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либо если повторно в течение двенадцати месяцев со дня 

вынес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выявлены новые фак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е о наличии 

признаков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длежит прекращению в 



 

97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порядке. 

Статья 9.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и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прещаются созда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и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цели или действия которых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луча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ом частью четвертой статьи 7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либо в случа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объединением,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либо 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или другим структурны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м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влекшей за собой нарушение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причинение вреда личности, здоровью граждан,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порядк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кон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нтересам физических и (ил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обществу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ли создающей реа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причинения такого вре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либо и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гут быть ликвидированы, 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не 

являющего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лицом,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прещена по решению суд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аявле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подчиненного е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прокурора. 

По указанным в части второй настоящей статьи основания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ликвидировано, 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не являющего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лицом,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прещена по решению 

суда также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ая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ргана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сфере 

юстиции или е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органа. 

В случае принятия судом по основаниям,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м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решения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други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также подлежат ликвидации. 

Оставшееся после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требований кредиторов имущ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ликвидируемых по основаниям,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м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подлежит обращению в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шение об обращении указан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 в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ыносится судом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решением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татья 10.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В случа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объединением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влекшей за собой нарушение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причинение вреда личности, здоровью граждан,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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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рядк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кон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нтересам 

физических и (ил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обществу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ли создающей реа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причинения такого вре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или орган с момента 

их обращения в суд по основаниям,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м статьей 9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с заявлением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ибо 

запрете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праве своим решением приостановить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д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судом указанного 

заявления. 

Решение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д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судом заявления о ег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либо запрете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случае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пра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его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други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как учредителей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м запрещается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и проводить собрания, митинги,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шествия, пикетирование и иные массовые акции или публич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выборах и референдумах,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банковские 

вклады,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расчет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х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озмещением причиненных их действиями убытков 

(ущерба), уплатой налогов, сборов или штрафов, и расчетов по трудовым договорам. 

Если суд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 заявление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ибо запрете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а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возобновляет 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сле вступления решения суда в законную силу.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порядк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о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Статья 11.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з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прещаютс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через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им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луча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ом частью третьей статьи 8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либо 

в случа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средством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влекшей за собой нарушение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причинение вреда 

личности, здоровью граждан,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порядк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кон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нтересам физических и (ил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обществу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ли создающей реа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причинения 

такого вред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может бы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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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екращена по решению суд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аявления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ргана, осуществившего регистрацию дан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либ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ргана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сфере печати, телерадиовещания и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либ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подчиненного е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прокурора. 

В целях недопуще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суд 

может приостановить реализац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номера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го издания либо 

тиража аудио- или видеозаписи программы либо выпуск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теле-, радио- 

или видеопрограммы в порядк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ом для принятия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иска. 

Решение суда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изъятия нереализованной части тиража продукци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одержащей материал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из 

мест хранения, оптовой и рознич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Статья 12. Недопущени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тей связи обще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Запрещае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етей связи обще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сеть связи обще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именяются меры,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е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с учетом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отношений, регулируемы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связи. 

Статья 13. Борьба с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прещаются издание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печатных, 

аудио-, аудиовизуальных и и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одержащих хотя бы один из признаков,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х частью первой статьи 1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К таки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тносятся: 

а)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запрещенных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б) материалы, авторами которых являются лица, осужденны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ми актами з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мир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содержащие признаки,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е частью первой статьи 1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в) любые ины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ноним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содержащие признаки,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е частью первой статьи 1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аличия 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ах признаков,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х 

пунктами "а" - "в"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настоящей стать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федеральным судом по 

месту нахожде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существившей издание та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прокурора. 

Решение суда 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личия 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ах признаков,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х частью первой статьи 1 настояще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являетс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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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изъятия нереализованной части тираж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важды в течение 

двенадцати месяцев осуществившая изда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ишается права 

на вед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пия вступившего в законную силу судеб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о признан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яется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рган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сфере юсти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список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длежит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му опубликованию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ешение о включени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список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жаловано в суд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ключенные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список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е подлежат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Лица, виновные в незаконных 

изготовлен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и хранении в целях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указа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ривлекаются к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либо уголо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Статья 14.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служащих 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им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должностного лица, а также иного лица, состоящего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л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й службе,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ли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деланные публично, либо при исполнении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либо с указанием занимаемой должности, а равно непринятие 

должностным лицо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его компетенцией мер по пресечению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установленную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и вышестоящие должностные лица обязаны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по привлечению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лиц, 

допустивших действия, указанные в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настоящей статьи. 

Статья 15.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граждане и лица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несут уголовную,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ую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правов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рядке.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 основаниям и в 

порядке,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ы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лицу,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му 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 решению су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ограничен 

доступ 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й службе,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е по контракту и 

службе в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ах, а также к работе в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и 

занятию частной детективной и охра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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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или член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орга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ибо и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елает публич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изывающее к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ез указания на то, что это 

его личное мнение, а равно в случае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законную сил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кого лица 

приговора суда з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либо и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язаны в течение пяти 

дней со дня, когда указан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публично заявить о своем несогласии 

с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ми ил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такого лица. Ес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либо и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такого публично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не сделает, 

это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факт,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о наличии в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изнаков экстремизма. 

Статья 16. Недопуще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й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обраний, митингов, демонстраций, шествий и пикетирования не 

допуск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ы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й 

несу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соблюдение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ребований, касающихся порядка проведения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й, недопуще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а также е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есечения. Об 

указа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ы массовой акции до ее проведения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тся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форме органам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частникам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й запрещается иметь при себе оружие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тех 

местностей, где ношение холодного оружия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остюма), а также предмет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изготовленные или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ные для 

причинения вреда здоровью граждан ил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ущерба физическим и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лицам.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й не допускаются привлечение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них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х символики или атрибутики, а такж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случае обнаружения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х частью третьей настоящей стать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ы массовой акции или иные лиц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за ее проведение, обязаны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указа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Несоблюдение 

данной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массовой акции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е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по основаниям и в порядке,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ы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17.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орьбы с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прещает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иных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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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оторых признана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ми актами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Запре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ой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а) аннулир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аккредитации и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в порядке,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 запрет пребыва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да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запрет на ведение любой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и и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 запрет публикации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люб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от имени 

запрещ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 запрет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запрещ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 равно и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содержаще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а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е) запрет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любых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й и публич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а равно участие 

в массовых акциях и публич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запрещ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ли ее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ж) запрет на создание ее организаций-правопреемников в люб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равовой 

форме. 

После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силу решения суда о запрет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ой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рг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язан в десятидневный срок уведоми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ли консульск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запрет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а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ичинах запрета, а также 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запретом.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договор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ает в области борьбы с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х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службами, а также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ми борьбу с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Пути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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