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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读后感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生由知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

一、问题的提出

2000 多年前的孟子就已经洞悉了群众的本质：做了仁义的事却不明白为什

么要做，习以为常，而又不知道所以然；每天都按照“道”去做，而又不知道什

么是“道”，这就是大众。而在其之后的法国人勒庞也用几乎同样悲观的论调分

析了群体的心理。

勒庞的《乌合之众》围绕“群体低智化”这一核心认识，经验性地探讨了群

体心理的产生与运行，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体的。勒庞

察觉了群体——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的各种特点和影响。在《乌合之众》

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勒庞对群众的评价并不高。在书中，群体被描绘成狂躁

易变、容易轻信的动物。他们很容易做出侩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

勒庞所说的群体实质上是一个心理群体，他们聚集成群，感性和思想全都转到同

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群体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则表现为：

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然而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乌合之众”？本文意图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并

将从几个轰动全国甚至是世界的事件中来一探究竟。

二．“乌合之众”在中国？

为什么勒庞会以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和描述群体呢？其与勒庞所处的时代

背景不无相关。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

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

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

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情绪化、善变、极端

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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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却要给自己冠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

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

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

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势的领袖，赋予他绝对的权力，并为他所描绘的

蓝图而赴汤蹈火。然而，这样独特视角下的观点却一次次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二战、文革——群众哪一次不是“乌合之众”？哪一次不是为了所谓的梦想

而疯狂？你可以不认同勒庞的《乌合之众》，但你却不能忽它的存在。他的理论

在今天的中国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在今天我们仍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状态之下扮演着“乌合之众”的角色。

2008 年汶川地震时，万科董事长王石在他的博客中写到，我认为：“万科捐出的

200 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

金额，我仍认为 200 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

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

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 10 元为限。其意就

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这些个人言论引起了网友抗议的浪潮，并严重影响了公司

的品牌形象和股票价格。
1

王石的言论在无情的天灾面前与社会普遍的情绪化相比可谓是及其理性的。

他的清醒何以会引起公众的抗议呢？也许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之中我们会找到

答案。依照勒庞《乌合之众》一书对群体心理的分析，“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

行动”，“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时，在

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

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

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汶川地震中那些普通的民众

印证了勒庞的观点，他们在天灾之下成为了“群体无意识”，他们在情感的风暴

中成为了盲从的“乌合之众”。

相较于王石，神州电脑董事长吴海军的“内部字条流出事件”同样引发了争

议。其字条批示：请没有向灾区捐款的员工离职，甚至骂捐了款却心有不甘的员

工滚蛋。
2
虽然同样是处于风口浪尖，但吴海军对公众情感的判读显然比王石精

1 “王石‘捐款门’事件全纪录”，载 http://book.qq.com/a/20081007/000039.htm，浏览于 2013年 3月 15日。
2 “‘不捐款员工请辞职’神州老总‘内部字条’引争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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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许王石的言论更加的理性，但是在这里王石的“卖直”在舆论和公众面前

却输给了吴海军的“血性”。

勒庞为我们指出了一个群体心理的表象，但是没有分析表象之下的根本原

因。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成为“乌合之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让我们盲从，是

什么让我们失去自我？

三、我们如何成为“乌合之众”？

勒庞的“心理群体”让我联想到了美国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的“社

会认同原理”学说。西奥迪尼的研究恰好印证了勒庞的理论，他研究的正是群体

心理盲从的原因。他的理论指出：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别人是怎

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更会以此标准为据。
3
往

往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成为了“乌合之众”。

社会认同原理有三个主要的因素构成，分别是：不确定性、多元无知和相似

性。当我们对自己缺乏信心时，当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时，我们最有可能接受并

参照别人的行为。因为按照社会认同原理，认为某观念正确的人越多，这种观念

就越正确，说服了别人也就说服了自己。
4
在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我们往往

愿意观察他人的行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为消除自己的不确定性，他

人可能也正在观察别人的反应。这种每个人都希望看看别人在做什么的倾向会导

致一种名为“多元无知”的有趣现象。
5
“多元无知”现象可以很好的解释“冷

漠社会”的存在。

2011 年 10 月 13 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市相继被两车碾压，

7 分钟内，18 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

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
6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包括美国、日本在

内的外国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中国人道德沦丧”的故事，他们质疑中国人的传统

道德真实存在吗。我们自己也很难接受这种“人性的丧失”。中国都在质疑：是

谁造成路人冷漠？
7
什么力量让我们如此害怕？

8
然而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5/21/content_8220578.htm，浏览于 2013年 3月 15日。
3 [美]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陈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50页。
4 同上，第 165页。
5 同 3，第 166页。
6 “小悦悦”，载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2882.htm，浏览于 2013年 3月 16日。
7 “‘冷漠路人’是你是我还是他？”，载

http://baike.baidu.com/view/6674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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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解读，展示了人性不同的断面。什么是事实与真相呢？

用“多元无知”现象就可以对这个事件做出极好的解释。有时我们在判断事

情是否紧急的时候并不是十分的容易。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观

察周围其他人的反应。从他人的反应中，我们来判断事情是否紧急。但人们经常

忘记那些观察事态发展的人可能也在寻找社会认同。而且我们都习惯于在他人面

前表现得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因此我们在寻找社会认同时也只会偷偷扫视一眼，

结果每个人都“镇定自若”，无人采取行动。
9
“小悦悦事件”常与“冷漠社会”、

“非人性化”都市、“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等字眼相联系。但“社会认同原理”

或许会给那些麻木不仁的旁观者以辩护。18 个人的“沉默路过”，一群人的“冷

漠旁观”或许真的不能用“道德”来评论。正如勒庞所言，“群体心理”的结果

并不是“罪恶”和“不道德”可以解释的。参与到群体中的人,不但能够变得“偏

执野蛮”，也能够表现出极高的的道德。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十分恶劣，但参

与其中的个人动机，却可能与卑鄙的私欲无关。作为群体，其“残忍”的程度常

常令人瞠目结舌，而勒庞提醒了我们，这里说的“人”是群体中的人，而非独立

的个人。

“小悦悦”事件真相本身就如一个“罗生门”。形形色色的“围观”的看客，

圈点“是非”的评论家纷纷上阵，慷慨陈词自己对事件不同版本的解读。每一个

人都在参与“战斗”，都坚信自己是对的，或者最起码代表中立的观点。在这些

看似相似其实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每一个人因为不同的看法而产生争斗的范

围之大，似乎绝多数国人都已不能幸免了，其中充斥了善意抑或恶意的无尽想象

与推理。
10
但这决大多数人的这番评论，恰好又印证了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

他们盲从的跟随着“多数人”的评价，却怠于探究事实的真相。或许小悦悦的故

事还不足以体现“社会认同原理”的妙之处，人民圣殿组织的集体自杀事件会提

供进一步的论证。西奥迪尼正是用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来论证“社会认同原理”的。

人民圣殿组织是美国的邪教之一，于 1956 年由白人吉姆·琼斯创立。该教

http://www.sun0769.com/subject/common/2011/10191745/fxpl/201110/t20111020_1196076.shtml，浏览于 2013
年 3月 16日。
8 “什么力量让我们如此害怕”，载

http://www.sun0769.com/subject/common/2011/10191745/fxpl/201110/t20111020_1196095.shtml，浏览于 2013
年 3月 16日。
9 同 3，170页。
10 “‘罗生门’下的‘小悦悦’事件”，载 http://tieba.baidu.com/p/2077380906?fr=ala0&alath=1，浏览于 2013
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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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主要成员是穷人和黑人，以“维护穷人利益”、“消灭种族主义”为宗旨。1977

年吉姆·琼斯带领大部分成员移居到南美圭亚那的一片丛林。1978 年一场震惊

世界的事件在琼斯敦发生了：人民圣殿教的近千名教徒在那里集体自杀。
11
据幸

存者说，910 名教徒中大多都是有秩序地心甘情愿地死去。这种令人震惊的顺从

行为该如何来解释呢？是琼斯的个人魅力在发挥作用？还是人民圣殿组织的成

员因贫穷和少受教育而容易轻信存在一个“桃花源”？亦或是这个组织的准宗教

性质使其成员对领袖有不容置疑的忠诚和信赖？

（图一：人民圣殿组织壮观的死亡场面）

（图二：人民圣殿组织集体自杀现场） （图三：近千人的死亡场面）

11 吴德明：“人民圣殿组织‘集体自杀’始末”，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 1期，第 4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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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以上的猜想都不构成一个让上千人集体自杀的充分理由。罗伯特·西奥

迪尼认为“社会认同原理”对圆满解释这一事件非常重要。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问

题就是：假如人民圣殿组织仍旧在旧金山，人们会执行琼斯的自杀命令吗？
12
在

圭亚那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之前已经提到“不确定性”是社会认同原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人们不知如何是

好时，常以他人的行为来指导自己。人民圣殿组织的成员在人地两生的雨林当然

也不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相似性”——社会认同原理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即人们往往会模仿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而并非不同的人。
13
这就是为什么

当今的广告中经常出现一个“普通人”来推荐某一产品，其效应要比明星效应显

著的多。原因何在呢？因为具备一定分析能力的人一定会质疑明星真的在用这个

产品吗？而“普通人”却 与我们是相似的，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他们的言论。而

人民圣殿组织的成员在圭亚那，除了与其一起迁徙来的成员外，再无他人与其相

似了。社会认同原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参照别人的行为来决定我们

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尤其是当我们认为那些人与我们相似的时候。
14
对

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呢？决定性因素是那些深受琼斯

影响的其他成员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够理解近千人秩序井然、

面无恐惧地走向死亡的谜题了。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被琼斯说服的，另一部分是

被社会认同原理说服的。

当最初听到死亡命令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惶恐的，不知所措的，于是他们开

始观察周围人的反应。当然会有几人个率先心甘情愿地喝下毒药。这在任何一个

强势领导人统治的组织里都会有几个这样盲从的人。这些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心

理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此之后多元无知效应又发生了作用。每个人都在观

察周围人的反应，大虐发现似乎大家都很平静。因为其他人也在不动声色的观察

着和判断着，而不是贸然行动。结果他们“发现”，平静地等待喝下毒药才是正

确的。正是这种被歪曲的具有说服力的社会认同，导致了全体成员镇定自若地等

待死亡的震撼事件。

我想琼斯最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把组织迁徙到了圭亚那那个陌生的环境。这

12 同 3，第 193页。
13 同 3，第 178页。
14 同 3，第 180页。



曲秋明 1201301714 法社会学读书报告

7

使得不确定性和相似性在社会认同原理中发挥最大的效应。与其说琼斯是一个罕

见的煽动家，倒不如说他对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运用自如。作为领导者，他真正的

天赋体现在他认识到了个人领导的局限之处：没有哪个领导者可以单枪匹马地说

服群体中的所有成员，然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应该能说服群体里相当大比例

的一部分成员。“大量群体成员已经被说服了“这一天然信息，本身就足以令剩

下的人信服。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掌控上千名居民的，但因为圭亚那的特殊

环境，上千名追随的信徒变成了一群失去个人意识的牲畜。此时，个人的意识已

经被群体的意识所取代，就是勒庞所说的“群体无意识”。

我们往往有一种假设：如果很多人做同一件事，他们必然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一些事。尤其当我们并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这种“集体智慧”投入极大

的信任。但“集体智慧“往往是错误的，因为群体成员根本不是根据优势信息在

采取行动，而只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在做出反应。

四、民意“绑架”司法

让我们回忆一下能够印证这种假设的发生在 2010 年曾引起过全国轰动的事

件——药家鑫事件。一个 21 岁的大学生在交通肇事之后，连续用随身携带的刀

刺向受害者 8次之多，最终导致受害者死亡。
15
在药家鑫未被判决死刑之前，舆

论有多少的猜测？药家鑫被冠以多少的称谓？“军二代”、“官二代”、“恶魔”、

“道德沦丧的大学生”......事发之后，舆论一边倒地将矛头指向药家鑫一家，

一点点质疑的声音也会被“所谓的正义和道德”的口水所吞没。

药家鑫该不该杀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一波的舆情高潮。从 2008 年开始，中国

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形成了一个“人人都要替天行道”的网络背景。因而

这个“撞人补 8刀”的荒诞故事，当然会遭遇“群起而攻之”。从被害人家属到

大多数网民跟帖，舆论站在了被告人的对立面，“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果

给他机会，那谁给无辜者机会”，这种直接诉诸“死刑立即执行”的情绪，甚至

对辩护律师进行语言攻击的网民行动都是“公正焦虑”的表现。嘈杂的民意与一

纸判决相连，法官操持的不仅是一个生命，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导航仪”。每

个人都将判决视为验证“公正”的标尺，扯开嗓门向法院喊话，妄图左右法官的

15 “药家鑫事件”，载 http://baike.baidu.com/view/5601506.htm，浏览于 2013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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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笔”。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之下，辩护律师受到谩骂，被告人的同学受到质疑，

法官左右为难。这给舆论漩涡中的司法造成了很大困境。每一个人似乎都代表正

义，每一种声音仿佛都是真理，处于各种动机和预设立场，不同的人在没有对案

件进行全面、客观、冷静地了解下就先入为主，一旦判决结果和他们预想的不一

致，就对司法审判出现情绪化的反应。

（图四：药家鑫庭审现场的忏悔）

（图五：死者张妙所在村庄的条幅）

在药家鑫执行死刑之后，央视的一档栏目《看见》曾专访过药家鑫的父母以

及受害者张妙的父母。当央视记者柴静结束了她的专访时，她不会想到她将会卷

入舆论的漩涡。天涯论坛上有大量的网友质问柴静为什么要在片头播放药家鑫弹

钢琴的片段来煽情？为什么将镜头主要对向了药家鑫的父母？为什么置正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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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而悲天悯人地讲述宽容、人性、人道？
16
有人甚至责问：“柴静，你的泪水为

谁而流？”
17
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张显也对柴静进行了言论攻击。

18
央视的这一期节

目被指有着某种特殊的目的，而柴静也被指是在为药家鑫的父母开脱，是有失职

业记者的水准。

然而向公众披露药家鑫父母的真实情感不对吗？向公众讲述药家鑫 21 年的

生活轨迹不对吗？探究究竟是什么让药家鑫在他青春风化之际，用他那弹钢琴的

纤细之手向无辜者举起屠刀，走向万劫不复不正是我们想了解的吗？或许在药家

鑫的刀下，张妙是弱者；但是在聒噪的舆论中，药家鑫一家更是绝对的弱者。他

们与罪恶相连，但他们并非是罪恶的；他们教育失败，但他们没有原罪。只有让

他们坐在媒体的镜头前，我们才能一探究竟，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澎

湃汹涌的民意，不仅将司法逼到墙角，就连局外人一句稍不留意的话语，都可能

引来网络拍砖。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关于药家鑫杀人的“弹钢琴说”，就遭

致不少网民的板砖，甚至被斥为“犯罪漂白家”。只要话题涉及弱势群体，网民

往往不去仔细辨析事件的是非曲直，一边倒地同情“弱者”，痛扁事件中相对“强

势的一方”。这种“道德恐怖主义”缘何而来？这种自认为正义的力量为何如此

强大？

往往正是这样的舆情充当了杀人的刽子手。难道这刽子手之中没有聪明人

吗？难道他们全都是无理性的？不，这其中不乏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正如勒

庞所说：“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

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19
形成群体的个人往往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使他

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在独自一人时，势必控制的欲望）。群体是一个无名

氏，不必承担责任，因而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20
这些不断拍砖的

网友就是因为不用为自己的言行而买单，不用背负道德的谴责才能这么“义愤填

膺”的高声呐喊。此外，在群体中每种行动和感情都有传染性；因为相互传染，

他们也易于受到暗示。“或许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许是出于

16 “柴静采访药家鑫案所暴露的 3个明显问题”，载 http://bbs.tianya.cn/post-free-2247852-1.shtml，浏览于

2013年 3月 18日。
17 “看到很多网民对柴静采访药家鑫父母的反应有感”，载 http://bbs.tianya.cn/post-free-2248188-1.shtml，浏
览于 2013年 3月 18日。
18“张显攻击柴静‘《看见》柴静专访药家鑫双方父母’节目”，载 http://bbs.tianya.cn/post-free-2246405-1.shtml，
浏览于 2013年 3月 18日。
19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53页。
20 同 19，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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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类似于被催眠的状

态。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

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得到

了强化。他们会在暗示的影响下采取某种行动。”
21
而这种暗示在群体中因相互影

响而力量大增，足以抵制的人寥寥无几。勒庞所说的“无从知道的原因”，在我

看来应该是上文提到的“社会认同原理”。我们预设大多数人做出的决定是正确

的，于是我们相信这种“集体的智慧”从而人与亦云，这就是“社会认同原理”

在起作用。

张家失去了女儿，药家失去了儿子，法律失去了独立，公义失去了悲悯，社

会失去了一次反省的契机——这一场战争，没有一个胜利者可言。然而谁是这场

彻底悲剧的导演呢？是法律判处了药家鑫死刑，还是民意判处了他死刑？群体的

无意识在这场悲剧中被阐释的淋漓尽致。社会认同原理又一次地打败了人类的智

慧和理智。

五、结语

《乌合之众》让我们产生了无限的思考，尤其是对其原因的探究。只有充分

理解了“乌合之众”形成的根本原因，才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许“社会

认同原理”并不是“乌合之众”形成的根本原因，仅仅是对其从某个角度的解读

而已。然而我仍旧希望这样的一种解读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出口，让民众不再盲

从，让舆论不再扼杀真实，让民意不再绑架司法。勒庞发现了“乌合之众”的存

在，西奥迪尼分析了“乌合之众”的成因，留给我们的应该是如何解决“乌合之

众”的难题。我们已然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因此留给我们的将不再是难题而

是无尽的思考。

21 同 19，第 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