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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融 失意群体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林 月
(内蒙古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 近年来我国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频频发生, 不仅透视出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 同时也让我们

开始关注事件背后的 失意群体 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 30 余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导

致的贫富巨大差异和社会保障滞后是孕育 失意群体 的根本因素;加上法治建设滞后及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

健全等制度原因, 加深了本已处于弱势的群体的 失意感 ; 而危险人格的膨胀与心理疏导工作的缺失则成为

造就 失意群体 的社会文化因素, 也是恶性犯罪的直接原因。消融 失意群体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应抑

制和缩小贫富差距; 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基础性工程建设; 完善法治建设;拓宽、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

心理疏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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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19 日湖北大冶街头发生特大杀人案, 2009

年 6 月 5日四川成都发生公交纵火案, 2010年福建、山东、江

苏、广东、陕西等地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小学生的暴力袭击

事件, 以及湖南永州枪杀法官案、广西梧州像法官泼硫酸案

等。这些恶性事件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并成为了威胁

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

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搞不成, 已经取得

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我们不能就事论事, 只关注事件本

身,应挖掘、反思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 ,寻求从根本上杜

绝此类事件发生的措施,维护改革、发展的稳定环境。

一、初步认识 失意群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我国出现了一个特殊

的群体 失意群体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生活的

不幸,并在遭受挫折之后呈现无信心希望、无法纪意识、无精

神信仰的状态。这一群体尽管人数极少, 但仍是威胁社会稳

定的隐患。 失意群体 中的一部分人在生活磨难的重压下

选择忍耐、屈从, 但其中也不乏在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情绪

郁积缺乏疏导的情况下走向极端危害社会的个体。从

望 新闻周刊记者调查的结果中, 我们可以勾画出 失意群

体 的大致轮廓, 他们大多是 40、50 多岁的男性, 经济上处于

弱势地位、缺乏尊严与成就感; 政治上, 在社会参与和利益诉

求方面常常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大多有种种不

如意,缺乏归属感和温暖感。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共

同的心理特征是消极、偏激, 存在人格缺陷。

分析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与犯罪, 我们不难发现, 40、50

多岁的中年男性具备实施暴力犯罪的脑力、体力条件。此

外,这一年龄段的人在人生各阶段中家庭负担最重, 社会经

验丰富,并且有强烈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 同时对分配不

公、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有较深的体会。与年轻

人相比, 处于社会底层的 4050 人员很难再通过学习知识、

技能改变生存现状,加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 4050 人员的

失业、就业歧视, 一旦事业无成、家庭败落、利益诉求得不到

满足,他们很容易在绝望中选择用报复社会的手段来泄愤。

二、失意群体 产生的原因

( 一)财富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生存艰难,演变

为 失意群体 的重要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这部分群体缺乏

权利、资本、知识、技能等生产要素, 在财富分配中不占有优

势,因此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生活状况, 加之有些人还

面临身体状况不佳, 家庭成员过多, 教育、住房、医疗费用负

担大,无固定职业等困扰, 因而难以脱离 失意 的现状。并

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居民

贫富分化也呈现逐渐扩大之势,虽然我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

了居民的温饱问题,但仍有上千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据

统计,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已有 200 万个家庭拥有百万以上家

产,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城市居民贫困规模呈现

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城市仍有 2000 万贫困人口。1 我国贫

富差距巨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 0. 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 警戒线 ,超过这条 警戒线 很容易引

起动荡。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 0. 24 到 0. 36 之间, 而

我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激增至 0. 51 大大超过 0. 4 的 警戒

线 而一旦达到 0. 6 则处于高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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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面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现实时, 社会 失意

群体 的心里极易充满恐慌和不满情绪。国家体委 1990 年

的一项调查就揭示了这种不满,提出 80. 6%的人对当前收入

差距表示不满。2 尤其是面对以权谋私和用非法手段致富的

现象时, 看到自己的处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心理更愤恨不

平,产生仇富情绪。而其中一部分极端者寻求某种方式发泄

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旦诱发, 极易酿成极端暴力事件。

(二)社会保障滞后

英国社会学家、社会政策专家马歇尔指出: 社会问题产

生于福利制度的不完备和不公平,在福利能够充分满足人们

需求的情况下,社会弱者是不存在的。 3 虽然社会福利仅仅

是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 但马歇尔的论断也深刻

揭示了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

阀,但是我国社会保障存在滞后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

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合理, 保障能力低, 并

且一些保障措施由于制度原因、人为原因落实不到位, 很大

一部分弱势社会成员,如下岗、离退休职工、农民工等基本生

活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这就直接造成了这部分群体的 失

意 , 一旦连最低水平的生活也难以保证, 就很难杜绝极端暴

力事件的发生。

(三)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

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是 失意群体 形成并走向极

端的社会体制原因。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

益有关。 4 转型时期利益分化, 人们利益意识不断觉醒、强

化,但现阶段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尚未建立, 表达渠道比较有

限。现存的信访等渠道有效性低,网络上各大论坛中流行一

时的官员称 99% 访民精神病的说法, 正印证了这一点。此

外,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提出建议遭遇无回应的情

况也时有发生,这些都难以满足广大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的

需要, 一旦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 同时利益诉求难以得

到满足就会引发更深刻的社会矛盾。

(四)法治建设相对滞后

一些通过法律手段完全可以正常解决的的矛盾却得不

到解决,往往更加深了 失意群体 的挫折感与不满情绪。古

希腊政治家梭伦说过: 我制定法律, 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直

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5 当未实现 各得其所 时, 其中极

端的群众便会质疑法律的平等性, 极有可能寻求法律之外

的、威胁社会稳定的途径。

法治建设的滞后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制不够健全, 一些

新发生的问题处理起来无法可依, 法制建设明显落后于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法制的不健全造成很多新的矛盾无法

找到法律作为解决的依据。比如目前普遍存在的下岗失业

现象却无失业法可循。而就业问题恰恰是十分敏感的,与本

已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 失意群体 切身利益最密切的

问题,一旦解决不好,极易引发悲剧。二是司法腐败等问题。

弗兰西斯 培根深刻揭示了司法腐败的危害, 应当懂得一次

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冒犯

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源。由于司法腐败所导致的歪曲事实、曲解法

律、程序违法及裁判不公, 必然会使当事人无所适从甚至黑

白颠倒、是非不分,并丧失将矛盾、问题诉诸法律的信心。民

间有顺口溜: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以关系为关

键。倘若本已遭受贫困困扰的 失意群体 由于在政治上缺

乏有效的话语权,那么一旦遭遇办关系案、人情案、索取不义

之财的司法腐败现象遭受不公平待遇, 那么对他们的情感与

生活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仇恨社会的种子已经在心里潜滋暗

长。正如 望 周刊记者报道的那样广西梧州向法官泼硫

酸的犯罪嫌疑人陈宏生接受警察审讯时说: 我知道对人泼

硫酸犯法,但我也不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我打不过他们,

泼硫酸还可以把他们烧伤。湖南永州枪杀法官的案犯事发

前曾说, 法官太黑了, 我太委屈, 不想活了。
6
这些某种程

度上是司法腐败诱发的。

(五)危险人格的膨胀与心理疏导工作的缺失

危险人格是一种个体的缺陷,健康的社会心理和完善的

社会人格的形成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目标与内容之一,而对

社会造成危害的罪犯本身就是个人社会化的失败。
7
无疑,

极端暴力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人格上都是不健全的。他们

中有很多人犯罪之前已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福建南平杀

害小学生的凶手对自己犯罪原因的表述竟然是失业、情感受

挫。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完全归因于社会, 并且将不满与愤恨

发泄到无辜、弱小的群众身上的做法就是在一种极端不理

智、偏执、悲观的思想支配下的。因此危险人格的膨胀是诱

发 失意群体 犯罪的直接原因。

心理疏导工作是挽救 失意群体 的重要手段。 失意群

体 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没能够及时接受到社区、心理工作室、

家庭等的开导与理解,不能获得沟通自己的困扰的途径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深陷于苦闷无助中不能感受到归属感和温

暖感 ,很多人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这不能不说是心理疏

导工作不到位造成的遗憾。

二、如何消融 失意群体

正如列宁所说, 我们应该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

毫无虚假地、老老实实地诊断和彻底治疗好它。 8 个人极端

暴力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的 毒瘤 , 实事求是的正视这一问

题,寻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 将有利于从全局上

维护社会稳定。

(一)抑制并缩小贫富差距

减少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需要通过各

种政策、法规调节收入差距, 更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提高贫

困群体的收入上。我国目前人口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贫困,二是经济贫困, 职业贫困与经济贫困交织, 造

成严重的生存危机后,就容易引起心理扭曲, 产生仇视社会,

报复社会的心理也就不难理解。解决贫困问题应该从上述

两方面入手,采取有力措施。职业脱贫是关键, 经济脱贫是

基础。因此应把就业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应关

注中年男性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 为他们创造条件, 提供帮

助和指导,促使其顺利就业。例如: 提供公益性岗位、投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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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担保贷款帮助失业人群就业、及时向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

息、组织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等。职业上脱贫了, 经

济上脱贫就有了保障, 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 不满

情绪自然会消减。

(二)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基础性工程建设

改善民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融 失意群体 的基础, 民

生问题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民生得以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 那么将很大程度上消除导致 失

意群体 失意的因素。改善民生应从这些方面入手。第一,

重视发展教育,教育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 对全体国民、对国

家和民族的现在和将来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业, 通过发展教

育,能够提高公民素质, 增强法律意识, 有效减少暴力事件的

发生。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保证困难家庭子女平等享受教育

等也是避免困难群众变为 失意群体 和大大减轻 失意群

体 负担的明智之举。第二,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

卫生事业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公

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大力发展农村

医疗卫生事业和社区卫生服务, 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

度。同时政府还要加大监管力度,为公民提供安全、有效、方

便、廉价的医疗服务。通过采取这些措施, 解决群众 看病

难,看病贵 的问题, 大大减轻群众负担 ,不致 因病致贫, 贫

病失意 。第三,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养老保险制度、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 加快解决居民住房困难

问题,这一系列焦点问题的解决, 将避免更多群众步入 失意

群体 行列, 同时也将使陷入不如意的人重拾对社会和生活

的信心。

(三)拓宽、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面对我国目前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现实, 应拓宽、畅

通利益表达渠道,开辟新的官民对话途径。在政府可以开设

热线 接待日 等有利于社情民意的反映 ,也可通过协商使

矛盾得到有效协调与合法仲裁。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报纸、

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和迅速发展的网络、手机短信、热线电

话等现代媒体, 给人们提供便捷、畅通、高效的民意表达渠

道,保障广大群众的话语权, 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能够理性

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从而缓和了矛盾减少民众心中的不满

情绪。

(四)完善法治建设

健全的法治能完整的表达公民的利益并保障公民的权

利,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针对我国法治建设相对

滞后的具体状况,完善法治建设, 首先必须加强立法工作, 有

法可依是法治的前提。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立法, 完善法

制体系,使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和矛盾都能够找到适用的法律 ,妥善解决。其次, 加强

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杜绝司法腐败。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可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 以便当事人投诉或社会公众

对司法腐败进行举报,对于公开举报者应该在规定时间内给

予答复。此外 ,新闻媒体的监督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新闻媒体可以揭露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 进而防范腐败行

为的发生,也可以追踪有关信息源, 为监督机构提供查处违

法、渎职和腐败犯罪的重要证据, 还可以鼓舞人民与各类司

法犯罪行为斗争,保障人民利益。

(五)建立心理疏导机制

众多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走上极端道路的社会成

员多是在遇到挫折后缺少宣泄途径而产生绝望情绪并产生

报复社会的行为。人格缺陷所致的思想行为偏激是造成恶

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这就要求国家重视心理疏导工作的落

实。针对心理问题的处置, 应由政府主导建立相关机构、组

织培训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到社区、家庭、农村、工厂、学校等

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工作,并通过科学方法及时发现存在心理

隐患的的群体,有计划的进行个别干预、疏导, 化解潜在的社

会危机。此外,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 村委会、社区、街

道等内部也应先行组织心理疏导机构深入排查, 积极开展心

理疏导工作。例如: 在社区组织公益劳动如安全巡逻、保洁

保绿、扫雪等公益活动, 使社员充分感受到温暖, 融入社会,

积极寻求与人交流排解内心烦恼的方法, 避免情绪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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