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氓动力学

———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周晓虹

提要：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对啸聚而成的混乱而宏大的群氓场面及其常

常表现出的冲动、无理性和暴力倾向深感震惊。如何了解和把握群氓的本质

并予以有效的驾驭，自柏拉图直至马基雅维里，都是人类文明史讨论中的一

个凸显话题。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方面重创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封建
制度，另一方面也造就了长达百年的血腥、混乱和暴力。有关大革命及其意

义的争论，孕育了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等人有关群氓及其动力机制的讨论，

并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人类行为的另类叙事。尤其是勒庞及其“群氓精

神一统率”，既影响到后世有关群氓与领袖以及权力关系的讨论，也缔造了

美国社会学中集群行为研究的传统，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促使人们审视由

网络暴力带来的新的惊恐。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催眠与暗示　群氓动力学　集群行为研究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创世英雄，也有自己处理问题的独门绝技。

尽管有关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表述都会追溯到１９０８年英国人麦独孤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和美国人罗斯（Ｅｄｗａｒｄ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Ｒｏｓｓ）的两本《社
会心理学》，①再或追溯到１９１９－１９２４年间弗洛德·奥尔波特（Ｆｌｏｙｄ
ＨｅｎｒｙＡｌｌｐｏｒｔ）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经典性实验，但这门学科最
让人津津乐道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后围绕革命的主角———“民众”———

及其性质发生的探讨，而在学科史上最负盛名的估计也是出自法国人

古斯塔夫·勒庞（ＧｕｓｔａｖｅＬｅＢｏｎ）之手的那本《群氓心理学》（１８９５）。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群氓动力学（ｃｒｏｗ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或
群众心理学，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现代社会学中的集群行为（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研究，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一百多年历史上最精彩的另
类叙事。

６８１

① 准确地说，麦独孤的书名是《社会心理学导论》，罗斯的书名则是《社会心理学：大纲与资

料集》（参见周晓虹，１９９３：８２）。



一、“群氓”：概念厘定及“史前”讨论

述及这一主题问题，首先面临的任务自然是对“群氓”、“群众”或

“大众”这些社会学中最常见的概念进行辨析。在这里，作为核心概念

的是法文的“Ｆｏｕｌｅ”或英文的“Ｃｒｏｗｄ”，如前述勒庞的《群氓心理学》的
法文书名写作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Ｆｏｕｌｅｓ，英文译本的标题为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ｉｎｄ。已有的几十种中文译本大多由英文转译，因
此其中常见的标题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而在具体的叙述

中，Ｃｒｏｗｄ常常被译为“群众”。其实从法文来看，《群氓心理学》一样
是精准的译名，甚至更符合勒庞一系列心理学著作的原题之意。① 不

错，无论是法文的Ｆｏｕｌｅ，还是英文的Ｃｒｏｗｄ，这两个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群众”、“人群”或“大众”。按理说，在汉语中，“群众”最早的用

法———无论是“群众不能移也”（《荀子·劝学》），还是“宰制万物，驭

使群众”（《史记·礼书》）———都不过是指人群或一群人，与 Ｆｏｕｌｅ或
Ｃｒｏｗｄ存在比较吻合的对译关系。但在当代，一般人都知道“群众”的
基本含义有三：一指“人民大众”，与“阶级敌人”对应；二指没有加入党

团组织的人（甚至无党派领导在填写“政治面貌”时也写作“群众”）；

三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如果是党员，称作“党员群众”，与“非党群

众”相对应）（参见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２００２：１０５４）。而且，１９４９
年以后甚至更早，“群众”无论是否在“组织”内，无论是否担任领导职

务，都处在包括“单位”在内的严整的社会体制之中，和勒庞的原意“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一时聚集”的一群人（ｃｒｏｗｄ）（勒庞，２０１８：序１）确
实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将 Ｆｏｕｌｅ或 Ｃｒｏｗｄ直接译成“群众”不仅存在
“政治不正确”的可能，在学术上也有错讹的危险。与此相似，译成“群

体”同样也掩饰了这聚集而成的一群人的临时和易变特征。这也是大

多数中译者将其译为“乌合之众”或“群氓”的原因所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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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勒庞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除了《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１８９４），其他都基本称为“某
某心理学”，如《社会主义心理学》（１８９８）、《教育心理学》（１９０２）、《政治心理学》（１９１０）、
《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１９１２）、《欧洲战争心理学》（１９１５）以及《新时代心理学》
（１９２０），等等。所以，《群氓心理学》（１８９５）应当是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Ｆｏｕｌｅｓ最为贴切的译
名。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本文行文的一致性，有时我们会将中文著作的引文中翻译成“群众”

的字眼写成“群氓”，当然它的英文对应词一般为“ｃｒｏｗｄ”。



虽然作为法国早期社会学的主要遗产或作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知识主流之一”（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８３）的群氓心理学（ｃｒｏｗ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形成于１９世纪下半叶，但人类对群氓或群众现象的关注却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认为，人能成群乃立

世之本，所谓“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

不能群”（《荀子·王制》）；进一步来说，若要使群聚而生的人能够避免

“穷者患也，争者祸也”的痼疾，“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

国》），即通过建立社会等级和实现社会分工，达致群居合一。显然，在

“性恶论”者荀子看来，未受“礼义”之教化的“群众”，即所谓“庸众而

野”（《荀子·修身》），是社会之患祸。

同荀子相比，稍早时期的西哲柏拉图对群氓或群众的论述更为制

度化，但一样充满恐惧之心，甚至干脆将被统治者一律斥之为群氓

（ｃｒｏｗｄ）和暴民（ｍｏｂ）。在柏拉图看来，公元前５９４年梭伦通过设立
４００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础，但在此后近二百年之时
却发生了古代希腊最大的一起冤案———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 ３９９
年），这是对民主制最大的嘲讽。在苏格拉底慷慨赴死之前，每天去狱

中探望老师的柏拉图深信，愚昧、非理性的雅典民众（ｄｅｍｏｓ）尤其是年
轻人，就是将苏格拉底杀死的那杯毒酒。他们受智者派的蛊惑，“或聚

集到一起开会，或出席法庭听取审判，或到剧场看戏，或到兵营过军事

生活，或参加其他任何公共活动，他们就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闹

声回声互助声势，变得加倍响亮”（柏拉图，１９８６：２４３）。
由于古代希腊罗马实行城邦制度，无处不在的庙宇、市政厅、剧场、

集市、广场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为群氓演变成暴民提供了空间

条件，也使大多学者像柏拉图一样，不能不视群氓为洪水猛兽。惟一的

例外是撰写《罗马史》的李维（ＴｉｔｕｓＬｉｖｉｕｓ），他认为民众发展成群氓或
暴民是贵族压迫的结果，所以民众使用暴力“是使自由政府信守共和

原理的必要条件”（麦克莱兰，２０１４：６３）。尽管此后的历史学家塔西佗
（Ｔａｃｉｔｕｓ）将李维翻过的案又翻了回来（他坚持认为虽则罗马帝国的民
众常常是国家大事的看客，他们还是极有可能成为制造“剧场恐怖”的

乌合之众），在一千多年后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Ｎｉｃｃｏｌò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的著作中还是显露出了李维思想的草蛇灰线。

马基雅维里留下了诸多著作，其中尤以《君主论》（ＴｈｅＰｒｉｃｅ）和
《论李维罗马史》（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ｉｒｓｔＴｅｎＢｏｏｋｓｏｆＴｉｔｕｓＬｉｖｉｕｓ）彪炳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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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这两本著作的写作时间只差六年，但无论是目的还是立场都

迥然不同：如果说前者完全是献给神圣罗马帝国支持的美第奇家族的

阿谀之作，通篇充满了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权术主义或称“马基雅维

里主义”；那么后者欲图选择的献书对象则“不是君主之辈，而是具备

君主才德的出类拔萃之士”（马基雅维里，２０１３：ｖｉｉ），并且被公认为是
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者和宣扬以“人的主体性”为宗旨的现代性的开

创者。尽管像李维一样，马基雅维里对民众充满信心，但严格说来他绝

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

望交给不受约束的民众，他同意李维的说法，认为纯粹的“乌合之众一

无是处”（马基雅维里，２０１３：１２９）。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将所有
统治形式一分为二，即共和制与君主制。但他的理想既不是君主制，也

不是雅典式的民主，而是以古罗马为楷模的共和制。民主在他看来只

是共和的要素之一，而绝非共和的全部。这是因为任何长治久安的政

体都必须在民众、贵族和君主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而只有共和才是维持

这种平衡的利器。为此，君主应该“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马基雅

维里，１９８６：２），只有那些“有君主魅力的人（才）能将乌合之众变成有
组织的民众，又能将民众变成自己的人民”（麦克莱兰，２０１４：９６）。

马基雅维里是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从而申明“独立地

研究政治的主张”的第一人（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６０：３６８），也是“真正从
理论层次上研究群氓的第一人”（麦克莱兰，２０１４：１００）。而最为重要
的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反复咀嚼，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

斯鸠提出了政府管制下的民众自由的近代理论。借助孟德斯鸠对秩序

的强调和《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美国的建国之父和

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联邦和共和政体的

问题，并通过对强有力的政府所推行的“广泛而有序的政治权利”的重

申，有效制约了民众或群氓的反叛，美国也由此得以躲避法国因大革命

造成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全民狂暴带来的劫难。

二、群氓动力学的孕育

群氓动力学，如莫斯科维奇（ＳｅｒｇｅＭｏｓｃｏｖｉｃｉ）所言，常常又被称为
“大众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４）。名称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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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学者甚至民众论述同一现象时对 ｃｒｏｗ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ａｓｓ、ｇｒｏｕｐ等术
语以及其他相似概念的模糊混用有关。在群氓动力学中，最重要的主

题就是群众或者群氓（ｃｒｏｗｄ），再或大众（ｍａｓｓ或ｐｏｐｕｌａｒ），如果说前述
马基雅维里强调公民参与的思想经孟德斯鸠的改造而进入美国，造就

了民众的秩序感和个人主义的传统，那在他自己的祖国法国，包括伏尔

泰和卢梭在内的整个启蒙主义思想则缔造了自１８世纪末开始的激荡
百年的大革命风暴，而群氓或群众也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一）激荡的百年史，或大革命的余悸
产生群氓动力学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是１７８９年爆发的法国大

革命。尽管启蒙主义思想尤其是激进的卢梭对革命的源起多少应该负

些责任———他的《社会契约论》以强烈的煽情方式告知民众“人生而平

等”，因此毫无疑问应该推翻现实的压制（这后来成为雅各宾派夺权的

辩护词）———但革命真正的渊薮却在于：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兴起，

不断扩张的城镇开始成为新产生的穷人（即工人阶级）和一样也是新

产生的富人面对面搏击的拳击场。其实，除了快速的工业化，“它获得

的民主（也）远远走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之前，但是法国却成了革

命的火药桶和大本营”（周晓虹，２００２：１３２）。
从历史的变迁或转型的实践来看，法国大革命和稍后的英国工业

革命是欧洲社会自１７世纪甚至更早开始的那场所谓“现代化运动”的
必然结果。如果说工业革命影响了其后数百年间的经济发展，那么法

国的政治大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意识

形态，并因其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这场激进的巨变才会导致

不同的社会群体走马灯似地轮换着登上风暴的中心，并使一波接一波

的革命热潮及对革命的恐惧迅速由法国传播到整个欧洲，以致“１７８９
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起来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

‘民族之春’”（霍布斯鲍姆，２０１４：６５，１３０）。
尤为重要的是，１７８９年的历史并没有轻易结束。此后整整一个世

纪里，当时占欧洲五分之一人口的法国一直处在革命、复辟、再革命、再

复辟的轮回之中，或者说是由民主和专制轮番上演的一出“双推磨”：

攻打巴士底狱、第一共和国、雅各宾专政；雾月政变、拿破仑加冕、第一

帝国；兵败滑铁卢、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路

易·波拿巴称帝、第二帝国崛起；普法战争爆发、废黜波拿巴、第三共和

０９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国；巴黎公社、布朗热独裁、确立共和制……这一百年间，面对旧的复辟

势力，没有任何民族像法兰西这样不屈不挠，表现出“对平等与自由的

热爱”（托克维尔，１９９２：３４）以及建设新制度的非凡想象和创造力。单
是从攻打巴士底狱的１７８９年到拿破仑“雾月政变”的１７９９年，法国人
就在短短的“十年间实验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几乎所有可能形式：君主

立宪制、纳税人共和制、民族共和制、寡头共和制、人民专政、市镇直接

民主、军事独裁”（索雷，２０１５：３４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轰轰烈烈的历史是以混乱为序曲的，自攻打巴士底狱始到布

朗热政变止，参与这场混乱的主角就一直是民情汹涌的“群氓”。他们

既创造了历史，上演了最宏伟的实验剧目，也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血

腥、暴力和混乱。勒庞谈到，在攻打巴士底狱当天，被人群团团围着的

监狱长仅仅因为在推搡中踢到了一位参与者，大家就推举这位原本是

厨子的人用娴熟的切肉技巧割断了监狱长的喉咙。像勒庞所言，他们

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爱国行为”。接着，这些由“除了极少数彻

头彻尾的流氓以外，余下的多为各行各业的店主和手艺人”组成的造

反者，在用包括凌迟在内的残忍手法屠杀了上千位“民族的敌人”后，

又把关在监狱里的“白白养着”的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全部杀掉，“其

中还包括五十来个十二到十七岁的孩子”（勒庞，２０１８：１５４－１５６）。
这最后一句是说，如果你认为民众的暴戾之气一旦被点燃，还会仅

仅针对“民族之敌”，那就太天真了。此时，杀头是重要的爱国之举，至

于杀谁的头则并不那么重要。无独有偶，在随后的雅各宾专政时期，

“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特权阶级，有大约４０００名农民和３０００名工人也
成了铡刀下的冤魂”（勒庞，２００４：１７７）。为了满足“巴黎人民”的愿望，
绞刑架换成了效率更高的断头台———这似乎比鲍曼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更早预示了现代性与大屠杀间的关联———不但反对杀人的丹
东被砍了头，忙于将签署“砍头令”作为日常工作的罗伯斯庇尔和圣·

鞠斯特也很快被更激进的后来者砍了头。① 以致“那时候，母亲们带着

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勒庞，

２００４：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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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说得很精彩：“每当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

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

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１２：６９１）。



（二）南锡学派的催眠实践
在群氓动力学的讨论中，一开始仅次于“群氓”概念的主题恐怕就

是群氓与首领或领袖的关系。早在马基雅维里阅读李维的《罗马史》

时他就知道，“民众没有首领就没有用武之处”（马基雅维里，２０１３：
１２９）。到了现代，莫斯科维奇说，大众社会（ｍａｓｓｓｏｃｉｅｔｙ）里领袖或首
领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众们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

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他们粘合起来”（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６）。当
然，这里的所谓“领袖”并非单指高高在上的统帅、君主或帝王，群氓动

力学家使用的概念显然是广谱的———从基层的“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

人”，直到前述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一百年中叱咤风云的英雄或枭

雄。首领并非是先赋性的，诸多后来成为首领的人一开始也不过是某

种信念或信仰的使徒而已，但他们或者不惜命，或者巧舌如簧，又或者

信念如炬，最终得以在动荡之中出人头地。比如，拿破仑在受到雅各宾

派赏识之前，不过是一个少校；希特勒在发动啤酒馆暴动、喊着“德国

革命已经开始”并做出惊天之举前不久，不过是个普通的上等兵；至于

一般的打家劫舍、啸聚山林、聚众闹事的头头们，则更多的是鸡鸣狗盗、

贩夫走卒之辈。

不过，不要小看首领或头头对群氓的作用，如若原先的首领消失，

新的首领又没有适时出现，群氓就会一哄而散。在群氓的形成及维系

的过程中，首领的作用不言而喻。如果说一般的基层首领或小头头为

群氓们提供的只是身先士卒的榜样的话———勒庞说过，“引领群氓的

是典范，而非论证”（勒庞，２０１８：１１６）———那些最终成大事的英雄人物提
供给群氓的则是坚定的信念或者信仰。并不是所有的首领都是靠欺骗

行事的，他们有时对自己的信仰一样怀有十二万分的虔诚，用勒庞的话

说，“大革命时期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在自己先被某种信仰征服后才开

始施展威慑力的”（勒庞，２０１８：１０９）。勒庞以法国一百年来的历史说明，
“在人类拥有的一切力量中，信仰总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有力可拔

山的能力”（勒庞，２０１８：１１０）。这话说得很棒，不过说得更棒的可能是他
的同胞柏格森（ＨｅｎｒｉＢｅｒｇｓｏｎ），在后者那里，“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
使人移山，而在于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引自霍弗，２０１１：１３３）。

所有成大事者都懂得如何驾驭或者说驱使群氓，其中最佳的社会

心理途径就是社会动员，即通过信念的诉求和想象的塑造，改变或重塑

追随者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勒庞认为，在首领或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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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群氓之时，最重要的手段有三：（１）断言法，即不理睬任何推理和
证据，对某人或某事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这“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

氓头脑中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如，“德国革命已经开始”是政治断

言，“果珍喝热的好”是商业或广告断言，它们在支配受众这点上都具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后来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ＶｉｌｆｒｅｄｏＰａｒｅｔｏ）将
此类辩解性知识体系称为“衍生物”，叹服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Ｐａｒｅｔｏ，１９３５：９０１）。（２）重复法，即断言如果要产生影响就必须不断
地重复。拿破仑说过，“最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

在勒庞和帕雷托的助推下，这句话演化为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千

遍就是真理”。重复对信念塑造的意义在于，如果在你耳边只有一种

观念或一种声音，那它最后就是你的全部知识疆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电视上整天播放的就是根本买不到的那几个日本的电视机品牌，没

有市场经验的中国人感到奇怪，买不到你放它有什么用？结果，等电视

机供应敞开后，中国人脑子里就只剩下这几个日本品牌。（３）传染法，
即所有的情绪都会像流行病一样快速传染，在人们啸聚成群的时候尤

为如此。情绪的快速传播不仅造就了恐慌等突发性心理，而且凭借人

类的模仿天性和反复刺激，也使得群氓的行为趋于两极化。

还是在《群氓心理学》中，勒庞说明了那种具有神性或超凡脱俗的

人格魅力的首领或领袖人物对一般大众乃至枭雄们的影响力。威武彪

悍的奥热罗将军原本对蹿上来的“矮小新贵”拿破仑不屑一顾，一直到

觐见前还在骂骂咧咧，但直面拿破仑时却首鼠两端、不敢吱声，“当拿

破仑离开时他才恢复镇定”，以至于他从此深信那个小个子对他施用

了幻术（勒庞，２０１８：１２３）。
在勒庞撰写《群氓心理学》的年代，“幻术”这样的字眼对法国人来

说并不特别神秘。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幻术”就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由

法国乡村医生李厄堡（Ａ．Ｌｉéｂｅａｕｌｔ）和巴黎萨尔伯屈里埃医院的精神
病学家沙尔科（Ｊ．Ｍ．Ｃｈａｒｃｏｔ）以完全对峙的立场推进的催眠术。精神
病学或变态心理学中的催眠术，其早期形态是奥地利医生麦斯麦（Ｆ．
Ａ．Ｍｅｓｍｅｒ）创用的通磁术或麦斯麦术，后经英国医生布雷德（Ｊａｍｅｓ
Ｂｒａｉｄ）改造，以希腊睡神修普诺斯（Ｈｙｐｎｏｓ）之名命名为催眠术
（ｈｙｐｎｏｔｉｓｍ）。一开始，布雷德提出导致患者进入迷睡状态的是肌肉疲
劳这样的生理原因，但后来发现更为重要的是暗示等心理因素。

布雷德前后观点的相异，导致了沙尔科代表的巴黎学派和李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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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南锡学派的分歧。沙尔科及其巴黎学派认为，催眠完全是一种

生理现象，催眠状态是精神病及变态者的表现特征；南锡学派的李厄堡

及其弟子伯恩海姆（Ｈ．Ｂｅｒｎｈｅｉｍ）却主张，催眠就是一种暗示，而暗示
能够使患者在催眠状态中接受一种新的观念，从而获得某种健康的治

疗。从催眠术的发展尤其是南锡学派的实践中，很容易发现这一精神

病学的治疗方法是如何和勒庞及其群氓心理学的分析挂起钩来的，所

以莫斯科维奇会说“如果说群氓心理学产生于法国，而非意大利或德

国，那是由于在法国同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革命浪潮和诸多的催眠术

流派的缘故，也就是说，那是巴黎公社和南锡或萨尔伯屈里埃医院的产

物”（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１０８）。简言之，如果说革命制造了麻烦，那催
眠术则希望能够解决麻烦。当然，将体现在宏大革命场面中的社会关

系简化为临床上的个人黏连，最终注定了勒庞甚至整个群氓动力学及

其分析路径的失败命运。

如果多说几句的话，本来法国人之间的对立和刻板保守与对催眠

术抱以敌意的德国人之间鲜有关联，但偏巧要命的是那个一直在探索

精神病治疗的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成了李厄堡和伯恩海姆的拥
趸。尽管弗洛伊德在观察了南锡学派的实验后只短暂使用过暗示催眠

法，并很快创立了自己的谈疗法（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但催眠师对患者的支配力
量（这非常像领袖与群氓的关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和莫斯

科维奇一样，笔者也相信，一如革命浪潮和催眠术的双元发展催生了群

氓动力学或群体心理学，原本只关心个体心理及其情感纠葛的弗洛伊

德在１９２０年向群体心理的转向也是２０世纪初“反犹主义”浪潮（它后
来在奥斯维辛酿就的暴行丝毫不亚于雅各宾专政时的巴黎）和南锡学

派的催眠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只是如果将由力比多支配的爱的关系或

情感联系视为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弗洛伊德，１９８６：９８），领袖
与群氓的关系就可以还原为作为家庭核心的父亲与其治下的儿子间的

关系。如此，不仅在教会和军队之中每一个体是由力比多为纽带与自

己的首领（基督或司令）联系在一起的，群氓们对首领的崇拜也不过是

一种因心理投射而产生的自居或认同作用。简单地说，此时他抛弃了

自恋而转为他恋。在这个问题上，就连对催眠术一度有所怀疑的加布

里埃尔·塔德（Ｊｅａｎ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ａｒｄｅ）也同意，群氓就像处在被催眠状态
的受术者一样，愿意受施术者的影响，从对首领的着迷中他们能够获得

无法抵御的乐趣。如此，如若一旦建立类似父亲与儿子的联系，按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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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心理学的逻辑，父亲就能够成为任何一种领袖的先兆：“因为父亲一

直是并且永远是其儿子的第一位主人、神父和榜样。每一个社会，即使

今天的社会，都是从这种方式开始的”（Ｔａｒｄｅ，１９６２：７８）。

三、勒庞与群氓精神一统率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及其暴行（即“多数人的暴政”）给整个１９世
纪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自然也孕育了后来的群氓动力学：不仅托克

维尔（Ａｌｅｘｉｓｄｅ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描述过革命及向专制复归的复杂心态（托
克维尔，１９９２），莫泊桑也描述过“一种相同的思想在人群中迅速地传
开，并支配着大家”的革命心理，并直言不讳：“我对群氓有一种恐惧”

（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２１，２０）；而那位以《艺术哲学》闻名的伊波利特·
泰纳（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Ａ．Ｔａｉｎｅ），在六卷本的《现代法国的起源》（１８７６－
１８９４）中用了三卷的篇幅来讨论法国大革命，他对这场革命的关键词
是“暴民和恐怖”，而革命的教训非常直白：“社会消解后出现的新政权

一个比一个暴虐”（麦克莱兰，２０１４：１８０）。在勒庞之前，同样受泰纳影
响的法国人塔德以为，因为群氓常常将自己想象为受害者，他们往往会

采取“最恶劣的暴行”（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２１１），而意大利人西皮奥·
西格勒（ＳｃｉｐｉｏＳｉｇｈｅｌｅ）则干脆将一群人的集合称为“犯罪的群众”（周
晓虹，１９９３：４７）。

从更加广阔的学术史的角度来说，１７８９年的革命爆发伊始，英国
人埃德蒙·伯克（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就写成了那本一时间引得洛阳纸贵
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１７９０），此后包括基佐、梯也尔、泰纳、马克思
和托克维尔在内，论述大革命的历史及其成败都是欧洲知识界最感兴

趣的主题之一。而且就现实而言，从１７８９年开始，革命的基因就融入
了法国人的血液之中———一直到托克维尔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

１８５６年，泰纳打算写《当代法国的源头》的１８７１年，①甚至到勒庞动手
撰写《群氓心理学》前的１８８９年，革命或动荡的搅拌机一如尤金·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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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７０年泰纳去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次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给了他新的冲击。无论是
否出于误解，“巴黎公社以后，他的学术生涯与此前迥然不同：他试图结合群众和心理学

理论，以期形成一种集体行为的精神病理学”（麦克莱兰，２０１４：１５８）。



伯（ＥｕｇｅｎｅＷｅｂｂ）所言，都丝毫没有停止转动的迹象（参见索雷，２０１５：
ｖｉｉ）。可以说正是连续不辍的革命浪潮，最终孕育了群氓动力学和以
《群氓心理学》（１８９５）彪炳青史的勒庞，后者以群氓心理动力学为主
题，出色地论述了包括“借助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新的神祗取代了旧

的上帝”的“雅各宾心态”（Ｊａｃｏｂｉ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在内的种种革命时期的心
理状态，是如何“主导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勒庞，２００４：７０，６７）。

（一）啸聚的力量
作为群氓动力学的核心，勒庞撰写《群氓心理学》首先需要解释的

是，这群体性的暴政或骚动，即这种在个人独处时所没有的激情甚至迷

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批评勒庞是惧怕包括“无套裤汉”在内

的大革命民众，尤其是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７１年两度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法
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门客———作为保守主义思想家，他认定“少部

分贵族阶级的精英，而非群氓，创造并引领了文明”（勒庞，２０１８：６）。
不过，总体来说，勒庞对群氓的嘲讽其实只涉及个人的群聚。在他眼

里，只要是聚集成众，无论是什么阶级，也无论是否有教养，他们都会表

现出冲动而非理性的一面。在《群氓心理学》中，勒庞两次谈到１７８９
年８月４日晚参加国民会议的那些贵族“满腔热忱地投票放弃了所有
的特权”，而他们任何一个人在独处时都不会有这种英雄主义的壮举。

在同一个地方勒庞也提到，雅各宾专政时期，那些议会的委员单个都是

“举止温和的开明人士”（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然而他们一旦成群就成
了“野蛮人”（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正是这些人把“最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甚
至在知道“明天这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时也一样如此（勒庞，

２０１８：２１，１８８）。
如此说来，无论是造就英雄壮举还是支配野蛮行径的最重要的变

量，都似乎与民族、职业、阶级或性别无关，单与人的“群聚”有关。值

得注意的是，与涂尔干（?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出版《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１８９５）几乎同时，撰写《群氓心理学》的勒庞也关注到社会或群体是一
种由个体组成但又不同于个体的“突生现象”（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Ｋｒｕｇｌａｎｓｋｉ＆Ｓｔｒｏｂｅ，２０１２：３６８）。他以类似涂尔干的语言写道：此时，
“这群人会表现出极不同于每个个体的新的特质”，而“这些异质成分

的结合就像是一些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

具有一些与单个细胞完全不同的特征”（勒庞，２０１８：１７），或者说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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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并服从于群氓精神一统律（ｌａｗｏｆ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ｒｏｗｄｓ）”（勒庞，２０１８：１４）。

造成群氓心理一统，或者说造成群聚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

了不受自我意志支配的群氓的心理因素不胜枚举，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数量上的赋值带来个人责任感的分散，也就是说仅仅由于人数众

多，便使群聚在一起的个人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心理力量，从而敢于放

纵个人独处时必须克制的本能。不仅攻打巴士底狱是啸聚而成的成千

上万的民众所为，就是雅各宾专政时的所有暴行也无一不是群氓行动

的结果，他们或呐喊，或助威，或帮着动手……个人本能的发泄最终叠

加成狂热与残暴。其次，情绪的感染。这不仅指感染所具有的循环反

应的特点加剧了人们的狂热程度，还指感染催生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

绪，“甚至使个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勒庞，２０１８：１９）。再
次，观念的暗示。在勒庞看来，暗示虽是相互感染所造成的结果，却是

使群氓与组成它的个体其独处状态迥然相异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正是这种与被催眠者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迷幻状态十分相似的情

形，使得人们“有意识的个性衰减，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情感和观

念因为暗示的作用而转向同一个方向”，此时“个体不再是原来的自

己，他们变成一个个木偶，不再受意志力的引导”（勒庞，２０１８：２１）。

（二）心理群氓：异质向同质的转化
要透彻地解释理智的个体是如何转变成无意识的现实群氓的，不

能不关注由个人的聚集首先形成的“心理群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
尽管在《群氓心理学》中勒庞对这一概念着墨不多，但我以为心理群氓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单个的个体向现实的社会群体或群氓转化的

不可缺少的中介。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通常都将“群众”或“群氓”

（ｃｒｏｗｄ）与“大众”（ｍａｓｓ）或“公众”（ｐｕｂｌｉｃ）相对应，解释为直接面对
面的一群人；但勒庞专门申明，群氓“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些个体同时集

中在一起”，“成千上万分散的个体……（也）能够获得心理群氓的特

征”（勒庞，２０１８：１５）。换言之，无论是弥散在社会中的个体，还是无组
织的聚众中的个体，他们首先要意识到相互间的一致性，并认同某种集

体表征（传统、观念或共识），即在精神层面上凝聚起来成为一种“心理

群氓”，才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最后通过由集体行动向社会运动的转

变，成为现实的“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心理群氓”不一定是有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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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现实性在于：“无论这一群氓由怎样的个体组成，无论这些个体

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是智力水平相同与否，形成群氓这一事实使

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灵魂。这种集体灵魂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动

完全不同于他们原来处于独立状态时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勒庞，

２０１８：１７）。
正是经历心理群氓的过渡形式，使啸聚的个体完成了从异质性向

同质性的转化。如果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来做些补充的话，我们

可以将这一转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

即当个体通过社会认同将自己与某一心理群体置于同一范畴时，他就

会以此划分“我群”和“他群”，并主动缩小与我群的差异，同时扩大与

他群的差异；第二阶段涉及社会比较，即新加入的个体会将自己的看法

与我群成员的尤其是群体的看法相比较，从而或改变或增强原有的看

法，即形成支配共同行动的所谓“共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最有效

的凝聚群氓的共识当首推对“人民公敌”的认定。像易卜生的同名话

剧表达的一样，此时“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霍弗，

２０１１：１５１）。所以，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是在苏联的大清洗或
中国的“文革”期间，一旦一部分人被标定为“卖国贼”或“阶级敌人”，

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人民”马上会表现出步调一致的同仇敌忾。

回到勒庞，他指出，一旦“异质性在同质性中湮没，无意识的特征

（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勒庞，２０１８：１８）。在《群氓心理学》中，这种无
意识与意识或理智相对，包括本能、情感和性格等诸多非理性的先天因

素，或者说“隐藏着不计其数世代相传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构成了一

个种族的灵魂”（勒庞，２０１８：１８），并支配着智力活动和有意识的行为。
将无意识的品质之区别归于种族或民族间的差异，说明作为种族主义

理论的拥趸，勒庞一方面看到了同一种族或民族的单个成员聚集成群

后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受自己的同胞戈宾诺的影响，强调不同的种族

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有感于１７８９年后法国的一直乱象不断，勒庞在推
崇英国人镇定自若的同时，抱怨包括法兰西人在内的整个拉丁民族具

有女性一样的冲动和多变的情绪化特质，这使得法国“一直行走在泰

比亚岩巅，终有落入深渊的一天”（勒庞，２０１８：２８）。
在此不必计较勒庞对种族、民族甚至人民（ｐｅｏｐｌｅ）概念的混用，也

不必介意勒庞的男权主义立场，他只是想说明在自己命运多舛的祖国，

正是这占据人们心灵上风的无意识导致了啸聚而成的群体“冲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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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怒”，也导致了他们容易屈服于世俗的等级制度，骨子里“十分保

守”，与他们短暂地表现出的革命气概完全相左。它同样也使得他们

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即使表现出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之时，也只

不过“是无意识的”（勒庞，２０１８：４５）。

（三）群氓的两重性
在现代欧洲的历史上，究竟谁拥有“群氓动力学”的首创权一直是

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意大利人西格勒生前甚至有过专门的抗辩。不过，

面对绵延不绝的革命狂潮，“考虑群氓的心理因素”（勒庞，２０１８：８）是
勒庞超越泰纳的地方；而他未简单地将群氓视为罪犯的同义语，又使塔

德和西格勒相形见绌。事实上，由于最早看到了大革命改变了原有的

社会政治结构，并看到随着普通民众登上历史舞台，从欧洲开始，整个

世界都逐步进入了“群氓的时代”（尽管面对这一现实，勒庞的内心也

许充满了鄙夷和不甘），勒庞不仅洞察到历史进程的奥秘，而且经过其

加工，“群氓心理（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ｗｄ）成了群体心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
ｍｉｎｄ），且可以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的心理”（麦克莱兰，２０１４：２４）。以致
罗伯特·默顿（ＲｏｂｅｒｔＭｅｒｔｏｎ）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肯定之语：“勒庞的这
本著作所关注的主题，几无例外将注定成为所有社会心理学家，事实上

也包括所有思考生存其间的社会世界的人们感兴趣的首要问题”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０：ｖｉ）。
反对将群氓简单地视为罪犯，是因为勒庞看到了个人聚集成群时

其行为表现的两重性。似乎是作为对塔德和西格勒的回应，在《群氓

心理学》不算太大的篇幅中，他在多处提及这种两重性：“群氓的确在

很多情况下都具有犯罪性，但他们也常常具有英雄性。轻而易举就可

以使他们为了信仰或是思想的胜利牺牲自己……英雄主义显然有无意

识的一面，但历史正是得益于这些英雄主义”（勒庞，２０１８：２２）。
不过，最早看出群氓所具备的这种双重道德实践的，似乎不是勒庞

而是马克思。尽管马克思对大革命中的恐怖表露出与包括勒庞在内的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迥然不同的态度，即将“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视

为“对付专制主义、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但

他对运动中的“群氓”或“流氓无产者”行为其道德两极化的描述却与

勒庞无二：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写道，他们既“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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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恩格斯，

２０１２：４４２，４６１）。
仔细想来，如果说最先关注到这种两重性的不是勒庞，那么他起码

最先注意到了在这行为的两极间群氓的“变身”机制———其关键就是

孤立的个人聚集成群。至于群氓们何时扮演何种角色，则取决于其所

面临的情势，以及当时影响着他们心理走向的首领或者说头头。如此，

当它是问题群体或犯罪群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压抑、暴戾乖张、

惊恐万状和焦躁不安的氛围，而当它是英雄主义群体时，则代之以群情

激昂、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和不怕牺牲的社会心态。当然，冷静的社会心

理学家都明白，有时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这两种极端社会心态的颠覆性

转换。这也是为什么始终未能从法国大革命的惊恐中摆脱出来的莫泊

桑、左拉、勒庞、西格勒以及其后的弗洛伊德，本质上都认同托克维尔的

见解：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和国民中，“看到的是缺点而不是罪恶，并且只

要少一些罪恶，宁可也少一些伟大的壮举”（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９４５：２６２）。

四、欧洲传统的延续与美国叙事的开端

勒庞的《群氓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时百年的法国大革命

的“结语”。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另一场闹剧的大幕也在法国的邻邦德
国拉开，继而在整个欧洲上演。从１９世纪末起开始孕育的包括德意志
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在内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

成的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同盟国失败以及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被废黜的同时，包括俄国

“十月革命”在内的一系列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接踵而至。在当时的

欧洲，不仅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和缠斗之中，每一阶级也都处

在剑拔弩张的境地。１９１８年，受“十月革命”影响，已处于劣势的德国
发生了以基尔水兵和工人为主体的“十一月革命”。这场仅仅延续了

半年的革命，后来却因“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为奥地利籍的

希特勒扫清了攀登政治脚手架的障碍（哈夫纳，２０１６：１２）。于是，一如
法国大革命成就了走向革命反面的拿破仑，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最终

竟帮衬了“革命的死敌”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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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弗洛伊德到卡内提
前文已经交待，包括反犹主义浪潮在内的欧洲社会的动荡与喧嚣，

加上法国南锡学派的催眠实践，促成了先前一直关注个体心理学的弗

洛伊德转向社会或群氓心理学。１９１３年，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
洛伊德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因性资源的争夺而发生的从认同依赖到反目

为仇的父子情仇，其时已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预示了１９２１年通过《群
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揭示的领袖和群氓之间可能的另一种现实关

系。作为从事精神分析的犹太学者，无论是一战期间德国工人阶级的

怒吼，还是弥漫在整个欧洲尤其是保守的东欧社会的反犹主义浪潮，都

自然会引起弗洛伊德并非莫名的惊恐。虽然弗洛伊德一生中经常以犹

太人的英雄汉尼拔为榜样，勇敢抵御包括来自盖世太保在内的反犹主

义的侮辱，这个“有野兔一样竖着灵敏的耳朵的犹太人”也不能不对来

自左右两大阵营的“怒火中烧的群众的力量”（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２８８）
有所忌惮。后来，儿子马丁在传记中证实，１９２１年撰写《群体心理学与
自我分析》时，弗洛伊德的周遭已经“安全殆尽，纪律松弛，暴民失控，

度日如年”（Ｆｒｅｕｄ，１９５８：１８８）。
如果想到《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这本书的主题似乎就是“为了

揭示领袖和群氓之间关系的现实问题”（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３０１），你就
会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会埋怨勒庞对群体中首领或领袖作用的描述仍

然不够详尽（弗洛伊德，１９８６：８５；另见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０：ｘ）。确实，对一个
将家庭中的爱恨情仇作为关注点并将其中的父亲作为主轴的精神分析

学家来说，作为成员的群氓处在研究的边缘状态，而核心只能是占据主

导地位甚或绝对地位的首领，或曰如父亲一般的领袖。在弗洛伊德之

前，包括勒庞在内的学者都强调凝聚群氓成员的纽带具有两重性：一是

群氓与首领间的纽带，二是彼此间的纽带。如果加上性欲的视角，自然

会像弗洛伊德在分析两种特殊群体（军队和教会）时说的那样，“在这

两种认为构成的集体中，每一个个人由力比多的纽带一方面同他们的

领袖（基督、司令）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系在

一起”，但他们“与领袖的联系……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

１９８６：１０１，１０７）。
假设这本著作再晚写几年，也就是说假设弗洛伊德能够目睹希特

勒是如何轻易将异质性的群氓“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的（哈夫

纳，２０１６：１５），或许他对希特勒操控德国大众并由此戕害欧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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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更为精彩的描述。不过，默顿对弗洛伊德的预测能力已经赞叹不

已，他称弗洛伊德同勒庞相比，“既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的问题发现者，

有时也是一位成功的问题解决者”（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０：ｘｉｉｉ）。我以为，其实
没有必要夸大弗洛伊德理论的实践性，他在１９２１年有关所谓领袖气质
的描述与１９３３年后的希特勒惊人的相符，只不过因为他的著述表达出
了２０世纪初欧洲社会的焦虑和对解决这种焦虑的领袖的期待，而希特
勒恰巧体察和利用了相同的焦虑，并以“逆行”的方式迎合了大众或群

氓们的期待。

在学术界，促成理论迭代或范式转换的原因常常就是时间的流逝。

在勒庞和弗洛伊德之后，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１９８１）的埃利亚斯·卡
内提（ＥｌｉａｓＣａｎｅｔｔｉ），因为“纵览了自人类起源之日起的全部群氓经
验”，耗时３４年写出了被麦克莱兰（ＪｏｈｎＳ．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过誉为“群氓
理论的唯一杰作”的《群众与权力》（Ｍａｓ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１９６０）。虽然卡内
提同为犹太人，但和弗洛伊德不同，他年轻时代曾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

两度参与过工人阶级的抗议游行，体验过那种身不由己地受到人群磁

力般吸引的感受。这种“亲身经历的最接近革命的事件”（转自麦克莱

兰，２０１４：３４９），与勒庞和弗洛伊德所遭受的单纯的惊恐和屈辱相比，
自然使卡内提对“群氓”有完全不同的想象。卡内提认为，大众之所以

能够吸引人们投身其中，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获得“平等”之感，解除

“加诸于人们的外在差异，即等级、地位和财产的差异”，因此，这是一

种使大众真正成为大众的“释放”（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而除了“平等”之外，大
众的另外三大特征是：大众的人数越多越好，如果没有持续的人员的增

长，大众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大众喜欢聚集，密集就是人与人距离的

释除，就会克服其因孤独而产生的无力感；最后，大众需要导向，即需要

“向着某个目标运动”（Ｃａｎｅｔｔｉ，１９７８：２９）。
如书名所示，卡内提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大众与权力的关

系，而解释所依赖的两个概念是“指令”（ｃｏｍｍａｎｄｓ）和“蜇刺”（ｓｔｉｎｇ）。
卡内提认为，在原始的小群中人们趋向平等，但现代社会这个大群是由

指令者和隶属者组成的。如果说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向往平等的隶属

者的伤害，人们不得不屈从指令，那么每一道“指令”自然会在人们的

身体上留下痛苦的“蜇刺”。蜇刺的解除途径有两种：（１）日常的途径，
比如士兵可以通过获得提升从听命者变为发号施令者，那“他一旦发

号施令就开始抖掉了身上的一部分蜇刺”（Ｃａｎｅｔｔｉ，１９７８：３１５）；（２）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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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途径，即通过群体行动的方式，“他们联合起来，攻击由其他人组

成的群体”，“以摆脱指令的蜇刺”（Ｃａｎｅｔｔｉ，１９７８：３２８）。如此，革命大
众或“逆反型大众”相聚的宗旨就是拔掉单凭个人的能力无法拔掉的

如芒在背的蜇刺。这样一来，与勒庞和弗洛伊德不同，在卡内提眼中，

大众在行动中的暴虐倾向或非理性行为就不是道德沦丧的“返祖现

象”，而是摆脱权力先前对大众的伤害。按这样的路径，一直以来群氓

理论家们处理领袖权力时所倚重的精神病学的催眠模式就丧失了解释

价值。

（二）集群行为：微观社会的互动视角
当勒庞的群氓动力学在欧洲继续以鲜明的政治色彩流行时，在缺

乏大规模群众或社会运动的美国，这一套有关社会抗争甚至国家革命

的参与者的另类表述，蜕变成美国社会学中后来被称为“集群行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研究，此时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丧失了对群众（群
氓）、阶级和民族等宏大群体的兴趣，开始变身为关注个体与小群体行

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周晓虹，２０１４）。唯一的例外是，那个码头工人
出身的埃里克·霍弗（ＥｒｉｃＨｏｆｆｅｒ），凭借着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丰富
经历，继续保持着对勒庞传统的兴趣。１９５１年，在他那本销量惊人的
《忠实信徒：有关大众运动的本质思考》（ＴｈｅＴｒｕ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ｓ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中译本题为《狂热分子》）一书中，霍弗根
据包括法国大革命、纳粹主义、俄国革命和太平天国等世界各地（惟独

没有美国）风起云涌的各色群众运动的分析，尖锐地指出积极投身群

众运动的狂热分子往往都是生活的失意者。因此，再伟大或再具有克

里斯玛权威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凭空变出来一个群众运动，要革命首先

“必须有对现状强烈不满的人”（霍弗，２０１１：１８０）。
其实，比霍弗早３０年，即在弗洛伊德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

析》一书时，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即开始尝试以皮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Ｓ．
Ｐｅｉｒｃｅ）、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和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的实用主义思想
改造韦伯尤其是齐美尔（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在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基础上发
展出的解释主义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号互动理论。这被

科林斯（ＲａｎｄａｌｌＣｏｌｌｉｎｓ）称为“虽不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但确实只有我
们做得最好”（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４：２４２）的新范式的出现。而整体上与欧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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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社会文化氛围，①也使得关注大规模社会骚乱或国家动荡的群氓

动力学向更关注个人体验、不安和躁动的集群行为转变。除了勒庞、塔

德和弗洛伊德所关心的涉及特殊时期的群氓行为（如暴乱、骚动、恐

慌、流言和谣言）外，日常的休闲、流行、时尚与狂热也一并被囊括了进

来。并且，即使是群氓行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与日常生活琐事发生关

联：如经济危机时蜂拥去银行挤兑、剧场失火时争先恐后地逃窜、股票

投机或集体发财骗局（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１９８），以及街角青年的聚众滋事
或球迷骚乱。除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反
战”运动，美国人的生活中少见让欧洲人亢阳鼓荡、血脉贲张的宏大

叙事。

留学德国的罗伯特·帕克（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ｒｋ）凭着多年担任新闻记者而
获得的敏感，成为美国集群行为研究的缔造者。早在１９０３年，帕克跟
随文德尔班（Ｗｉｌｈｅｌｍ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就
关心群氓（群众）与公众的关系问题；②１９２１年，在与伯吉斯（ＥｒｎｅｓｔＷ．
Ｂｕｒｇｅｓｓ）合著的《社会学导论》中，帕克杜撰了“集群行为”一词与“个
体行为”的相对应，并以互动论的口吻强调：“集群行为是在某种共同

的和集体的冲动影响下做出的个体行为，换言之，这一冲动是互动的结

果”（Ｐａｒｋ，１９６７：２２６）。帕克之后，符号互动论的主要阐释者赫伯特·
布鲁默（ＨｅｒｂｅｒｔＢｌｕｍｅｒ）“发展了帕克有关群氓和集群行为的思想，提
出了群氓的类型学，以及社会动荡和循环往复的观点”（Ｆｉｎｅ，１９９５：
１９２－１９３）。单就类型学的贡献而言，首先，ｃｒｏｗｄ、ｍａｓｓ和 ｐｕｂｌｉｃ三个
概念在社会学中第一次获得明确划分。如果说“群氓”是因共同关注

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大众（群众）和公众则是分散的、由媒介互动的群

体，其中与大众惟一不同的是，公众具有更为共同的利益关涉。③ 第

二，群氓又可以分为偶合群氓、常规群氓、行动群氓和表意群氓四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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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针对美国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莫斯科维奇后来谈到群氓动力学在美国的兴

衰时分析道：“在欧洲之外的美国，甚至英格兰，知识分子并不是非要对这类问题感兴

趣”（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３０３）；这也是我们说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欧洲遭遇的
是社会或群体溃败问题，而美国是个人主义盛行问题，也正是两种社会转型所关注的焦

点或问题不同，才最终导致了两种社会心理学不同的历史境遇（周晓虹，２０１４）。
帕克的博士论文题为《群众和公众：一种方法论和社会学的探讨》，德文版题为Ｍａｓｓｅｕ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ｕｍ，１９０４年在瑞士伯尔尼出版；英文版题为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１９７２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以为，如果将 ｃｒｏｗｄ翻译成“群氓”，强调其松散与临时性，那么就可以将 ｍａｓｓ翻译成
“大众”或“群众”，这样做的好处是符合中国的政治语境：在这里，群众就是人民大众。



型，如此一来，勒庞一生的“鸿业”就被窄化为“行动群氓”这一亚型。

在帕克和布鲁默的垂范下，更加理论化的努力很快跟了上来。如

果以流行为标准的话，起码这样一些理论值得在此一提：（１）紧急规范
理论（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ＮｏｒｍＴｈｅｏｒｙ）。用创始者拉尔夫·特纳（ＲａｌｐｈＴｕｒｎｅｒ）
所倾心的涂尔干式的语言，这一理论应称突生规范理论，在这一理论

下，群氓所以会出现不同于个体的行为，是因为在特定的情境中个体间

的互动（传言是一种主要的互动形式）产生了随后能够支配和控制个

体行为的“突生规范”（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４：３９０），它的优越性起码体现在“恢
复了群氓中主体的自我理解（ｓｅｌ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与行动间的联系”，其
弱处则表现为“其社会性仅仅与群氓中的个体成员的微观社会互动相

关”（Ｒｅｉｃｈｅｒ，２００８：１９３）。（２）价值累加理论（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
芝加哥学派的互动论立场及微观主义缺陷很快就受到了与之对峙的结

构功能主义的填补，帕森斯的高足尼尔·斯梅尔塞（ＮｅｉｌＳｍｅｌｓｅｒ）提出
集群行为的发生受到六大因素的影响，即结构性助长、结构性压抑、概

化信念（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ｂｅｌｉｅｆ）的提炼、诱发因素、行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
机制，并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些决定因素视为一个价值累加的过程。

在某一集群行为事件中，每一决定因素都是在下一阶段起作用的决定

因素出现的必要条件。随着必要条件的积累，对事件的解释就愈加具

有决定性”（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６２：３８２）。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社会控制机制，
它可以在前五步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力，其最终失效就是集群行为必

发之时。（３）社会认同理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为了反叛美国社会心理
学的个体主义倾向，亨利·泰费尔（ＨｅｎｒｉＴａｊｆｅｌ）通过“微群体实验”证
实，造成不同群体间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客观的物质资源，也包括主观

的认同差异（Ｔａｊｆｅｌ，１９７１）。此后，约翰·特纳（ＪｏｈｎＴｕｒｎｅｒ）进一步发
展出“自我分类理论”，证实人们确实会自动地将事物进行分门别类，

并在给他人分类时主动地区分内群（我群）和外群（他群），“并足以激

发偏好内群的群际歧视”（Ｔａｊｆｅｌ＆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８６）。将这些理论用于群
氓行为的解释，就能够说明在发生集体性事件的时刻，我们所认同的

成员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会赋予我们以力量。因此，和勒庞的

传统解释相反，群氓的力量并不一定是身份隐匿的结果；相反，它来

自身份的集体表达，尤其在面对外群的压力时更是如此（Ｒｅｉｃｈｅｒ，
２００８：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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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全球化时代的惊恐

集群行为研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日渐式微，尤其是帕克和布
鲁默一直秉承的勒庞强调聚众的非理性和冲动传统不断受到质疑，其

中以经济学家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
辑》（奥尔森，１９９５）所表达的“理性人假设”带来的冲击最为致命（冯
仕政，２０１３：５）。加之二战后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政体稳定、社会繁
荣，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使得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困扰西方的工人抗
议和民权运动在整体上走向衰落，代之以层出不穷的妇女运动、学生运

动、绿色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动物权益保护运动甚至同性恋维权

运动。新的社会运动从形式上说无理性和暴力色彩大为减弱，组织性、

结构性尤其是持续性明显增强，这使得在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研究大有

替代集群行为研究的趋势，群氓动力学似成强弩之末。

不过，问题并没有就此打住。不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始终有

人对勒庞和塔德的传统坚信不疑，而且从１９６８年波及欧美的“青年大
造反”，到遍及全球的群体性动荡和骚乱，再到当代由网络社会的到来

而频频引起的规模同样惊人的新的社群冲突，这一切似乎都成了“勒

庞粉”不断增长的现实温床。１９８１年，在欧洲战后社会心理学重建中
堪称旗帜性的人物塞奇·莫斯科维奇出版了《群氓的时代》一书，重新

诠释了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这些群氓动力学的创世英雄的激荡人心

的论述。莫斯科维奇意识到，一方面群氓心理学的科学性依旧非常粗

糙，另一方面“群体（群氓）现象在世界各大洲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欧洲

似乎有趋于稳定的倾向，但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它们正变得更加

引人注目”（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４８７）。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传统上
居住在广袤乡村的人口像早先的欧洲一样突然间涌入越来越大的城

市，当他们同原先的传统和社群失去联系，尤其当他们由于常常失去工

作的机会而被抛入城市与社会的边缘时，就不是没有可能“在世界的

这些地方重演 １９世纪末发生在欧洲的事情”（莫斯科维奇，２００３：
４８７）。

勒庞依旧是群氓动力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绕不过去的人物，而

所有的争论也还是集中在人们千百次地讨论过的那个主题：群氓究竟

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从奥尔森以降，批判和调侃勒庞的天才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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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成为人们进行智力竞赛的角逐场。斯蒂芬·赖歇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ｅｒ）在《群氓动力学的心理学》一文中，对勒庞将群氓视为匿名的
和非理性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受了大革命惊吓的资产阶级绅士

们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预设做出的误判，这一误判使经典群氓动力学

与大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严重割裂，由此带来了对群氓的两个特性的

忽视：（１）群氓的行动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现有的文化与社会现实；
（２）群氓的行动能够促进社会变迁（Ｒｅｉｃｈｅｒ，２００８）。① 其实，赖歇尔在
二十年前就讨论过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何以勒庞的《群氓心理学》在

学术层面存在这么多无法解释的缺陷，但在实践层面却为诸多运用大

众操纵技术的领袖人物深感受用？赖歇尔以为，勒庞从群氓现象中抽

去了社会类别建构的分析，这一脱离语境的路径使得集群行为理论被

置于意识形态鲜明的种族—民族模式之上，这一理论缺陷导致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都可以将自己的政治修辞植入社会类别的建构之中（比如

纳粹对犹太人的污名化）。一句话，勒庞理论的缺陷为专制政治家们

提供了实用而丰富的修辞资源（Ｒｅｉｃｈｅｒ，１９９６）。
沿着同样的思路，克里福德·斯托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Ｓｔｏｔｔ）和约翰·德鲁

利（ＪｏｈｎＤｒｕｒｙ）从理论上对比了勒庞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路
径的长短，他们通过对一系列抗议和球迷骚乱的分析指出，在群氓的互

动中建构起来的认同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社会现实得以形成

的心理基础（Ｓｃｏｔｔ＆Ｄｒｕｒｙ，２０１６）。德泽凯什·吉拉姆（Ｄｅｚｅｃａｃｈ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反对将群氓简单描述为非理性和反社会性的，他提出在紧
急情况下群氓也常常会奋不顾身，做出大量的亲社会行为（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２０１５）。大卫·沃丁顿（Ｄａｖｉｄ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则以２００５年由巴黎蔓延到
法国南北的为期三周的骚乱②为例，提出“即使是最具破坏性、自发和

情绪化的集体暴力行为，通常也是以指导和理性克制为基础的”，尤为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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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实，如果“群氓”（ｃｒｏｗｄ）的字眼被换成“民众”或“人民”（ｍａｓｓ或ｐｅｏｐｌｅ），就极易使人
想起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的推动作用的论述，其中最为著名的

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的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巴黎东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少年在躲避警察追赶时触电身
亡，由此引发了蔓延到巴黎周边十多个城镇的大规模骚乱。骚乱刚起时，内政部长声称

要用高压水枪“清除”郊区的“乌合之众”，但事与愿违，骚乱后来蔓延到南部和北部更多

的城镇。参与骚乱的多是非洲与阿拉伯裔的移民，这意味着二战后法国实行多年的融合

多元文化的社会政策全面破产。



重要的是，他提出政府或警察等市政当局的不当管控常常会激化群氓

的暴力行动（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８），这与赖歇尔关于警察的行动实际上
加剧甚至煽动了集体暴力（Ｒｅｉｃｈｅｒ，２００８）的观点如出一辙。同样的理
念甚至促进了警方视角的转变，２０１０年英国警官协会（ＡＣＰＯ）出版了
《维持和平指南》，该手册将群氓视为理性和可控的，因此导致了群氓

管理策略和技术路径的改变，侧重社会认同的形成、与群氓团体成员建

立良性有效的沟通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根据雨果·戈林奇（Ｈｕｇｏ
Ｇｏｒｒｉｎｇｅ）和麦克·露西（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ｏｓｉｅ）对２０１１年伦敦骚乱事件①的分
析，在谈判和沟通基础上实施的管理策略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次事

件最后还是由大量警察涌入伦敦才得以平息（Ｇｏｒｒｉｎｇｅ＆Ｒｏｓｉｅ，
２０１１）。

现实的困窘迫使人再度转向勒庞及其群氓动力学的传统，勒庞的

群氓动力学及其解释梅开二度。从应用价值上说，不仅希特勒、墨索里

尼等独裁者会利用勒庞，在二战中这一理论的运用也同样对美军领导

才能的提升、军人士气的提高以及战场心理的把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Ｂｅｎｄｅｒｓｋｙ，２０１０）。而从理论意义上说，即使群氓的行动像批评者所
言的那样具有自己欲图实现的目标，也不能肯定他们就是理性的，否则

就忽视了勒庞强调的情感唤起这一动力学因素对群氓行为的内在影响

（Ｂｏｒｃｈ，２０１３）。为此，克里斯汀·博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ｏｒｃｈ）干脆提出回
到勒庞和塔德的经典群氓理论，找回在这一理论中被人们忽视但却最

为基本的两个原则：（１）非理性是集体生活进而是人类社会固有的本
质之一；（２）人的个性是可塑的，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完全
是结构性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群氓在现场的行为并非都是既定的、可预测
的，而经典群氓理论的优长之处就在于“它是借助内部动力而不是外

部激励来解释集体过程的”（Ｂｏｒｃｈ，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无独有偶，斯蒂芬·维德（ＳｔｅｐｈｅｎＶｉｄｅｒ）也为勒庞站台，对赖歇尔

在早前同特纳（ＪｏｈｎＣ．Ｔｕｒｎｅｒ）、霍格（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Ｈｏｇｇ）等人一起提出
的自我类别化理论（ＳＣＴ）解释（Ｒｅｉｃｈｅｒ，１９８７）提出批评。他以１９９９
年在纽约伍德斯托克发生的骚乱为例，认为参与骚乱的群体内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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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２９岁的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被伦敦
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引发民众上街抗议警察的暴行。三天后，骚乱已扩散至伯明翰、

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地区的大城市，迫使首相卡梅伦和伦敦市长约翰逊提前

结束休假返回伦敦处理暴力事件。



存在社会认同，但也存在一种虚假的共识效应，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价

值观和动机归因于其他骚乱者（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７７）。值得肯定的是，维
德不但强调应该重估谣言和口口相传在集群行为中的作用，而且提醒

人们更应注意网络时代智能暴民的产生及其影响。由于网络具有自我

建构与对话的特性，群氓领袖的重要性降低了，相反，所有网民个体、网

络的集体连接器以及创建者的作用提高了。一句话，包括骚乱和暴乱

在内的群氓行为往往不是通过特定的领袖人物煽动的，而是网民群体

交流或互动的结果（Ｖｉｄｅｒ，２００４）。事实也是这样，随着网络的日益发
达，其所具备的迅疾和全覆盖的功能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也愈发显著，

在这一领域汗牛充栋的经验研究对理论的提升形成了新的需求和

压力。①

现在看来，只要争议集中在人类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千古

之辩”上，在群氓动力学领域就必然会呈现出有关群氓或群体性事件

的经验性研究蜂拥而出而理论的想象力却不断枯萎的现象。勒庞著作

的热卖②以及由此带来的群氓动力学经典理论的复兴，一方面说明了

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对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群氓现象复出的惊恐，另

一方面也说明了勒庞之后还没有哪位大师能够给出让人既浮想联翩又

击节赞叹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期

待看来还远远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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