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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交车中的“弱势心理”及对现代公民的启示

■ 方 纲 李鑫诚
(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重庆公交坠江事件部分折射出当前“全民弱势”的社会心理。这

一心理往往表现为权宜性屈服与找补性暴戾并存、极度忽视他人利益与过分主

张自身权益并存、选择性运用法律规则与执着性迷恋人情关系并存。这一心理

主要通过社会比较、群体沟通、外部归因、预言实现等微观机制得以蔓延，需要

倚重于阶层流动的公平环境营造、良序运行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的家国

情怀养成等手段加以疏导。公交大巴坠江事件对现代公民的启示在于，个人权

利只有在法律框架和公序良俗内才能主张、个人自由只有在有限的边界内才能

享有、个人理想只有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关联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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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一刘姓妇女因为自己坐过站而怒打公交车司机，冉姓司机愤怒回击，结果导致公

交坠江，车毁人亡。同类事件为何频频发生? 这类事件折射出什么社会心理? 这一社会心理何

以形成? 有什么特征? 如何对这一社会心理进行疏导? 这一事件对现代公民的启示何在? 我

们或许庆幸自己没有乘坐在万州这辆公交车上，但每一位现代公民都置身于一辆名曰“社会”
的公交车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才是惨痛事故留给现代公民的宝贵财富。

一、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折射出的弱势心理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原因及其惨痛后果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近年来，因司乘冲突引发

的刑事案件数量稳中有升。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在全国 223 件

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中，乘客为被告人的占近七成; 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超半数; 乘客因错过下车

而选择攻击司机引发纠纷的占近四成; 其他乘客出面制止司乘冲突情形的近一成［1］。包括重庆

公交大巴坠江事件肇事者刘某在内的乘客，视其他乘客和公共利益于不顾，以自身特殊理由攻击

公交司机、干扰公交车安全运行秩序，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涉嫌触犯以危险方式危害

公共安全罪，不仅是个人价值与道德观缺失与扭曲所酿成的苦果，也是个体找补性暴戾、过分主张

自身权益、漠视法律与规则这一“全民弱势心理”在刘某等乘客身上的集中爆发。
近年来，“全民弱势心理”在社会各个群体中屡有表现。企业家面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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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时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教师面对家庭背景显赫的学生时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医生面

对医闹时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弱势心理”甚至蔓延到党政干部、大学教授、公司白领等似

乎令人羡慕的职业中。弱势群体本指由于生理性或社会性障碍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处

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考虑到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是这一人群自身几乎不可控制，保护弱势群体应

该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和道义责任。“全民弱势心理”主体与是否为弱势群体没有必然关

联，它是指普遍弥漫在社会中的相对弱势人群( 自陈报告为“受害者”) 由于自身权利得不到“尊

重”或受到“侵犯”时的剥夺感和不安全感。
社会比较、群体沟通、外部归因、预言实现构成了“全民弱势心理”蔓延的微观机制。个体

首先从外界获取社会信息，通过比较他人与自己的相同点或不同点来加工这些信息，最终基于

信息加工做出一系列认知、情感和行动的回应。社会比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自我概念、
情绪状态和对未来的期望。人们在社会比较中接受了“你是强势的，我是弱势的”这一主观事

实。包括微博、微信、QQ 等在内的新媒体网络空间，在为广大网民提供平等表达、便捷沟通的

新公共领域的同时，“去中心化”、“人人皆有麦克风”等匿名表达也为单项信息的极端化、非理

性乃至极端情绪的宣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强化了“你是强势的，我是弱势的”这一主观事

实。在对自身当前处境进行解释时，“弱势心理”主体往往归因为背景、机遇、他人影响等外部

情境因素，并假设大多数人在同样情境下也会做出同样反应。基于这一心理倾向，“弱势心理”
主体往往陷入“你的权益保障损害了我的利益实现”、“你的存在是我不幸的根源”这一零和博

弈思维。在通过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符合既定主观事实信息的基础上，“事实”的正确性也得到

了确认，尽管期间行动者不得不过滤掉很多不支持主观事实的信息来达到这种确认。经由社会

比较、群体沟通、外部归因的心理过程，当行动者一直将“自身弱势”定义为真实的，这种“弱势”
情境的预言果真就自我实现了。随即，秉持“弱势心理”的行动者表现为“我吃亏了，我不乐意，

我要主张我的权益”的行动逻辑，全然不顾权益是否正当或合理。

二、全民弱势心理的两极症候

1． 权宜性屈服与找补性暴戾并存

“弱势心理”表现出很强的欺软怕硬和恃强凌弱特征。“弱势心理”的表象特征是行动者在

特定情境中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示弱”或“屈服”，其可能是心悦诚服的恭敬礼让，也可能是隐

忍不发、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为维持自尊和心理平衡的需要，相对强势下屈服的示弱者在时

空转换的情境下会对更弱势者表现出找补性的暴戾。当面临人身安全、经济利益、个体尊严、价
值遵循等实在或潜在的威胁时，行动者使用远超出常理和需要程度的包括语言谩骂、暴力攻击

等在内的手段做出回应，其回应可能是对实在威胁的过度反击，也可能是对潜在危险或无辜对

象的情绪宣泄。暴戾爆发的烈度取决于所面临对象的弱势程度及先前所面对强势者的“屈辱”
程度。面临对象越是相对弱势，先前越是感受屈辱，行为越是暴戾。更弱势者成为行动者失利

或屈辱的“替罪羔羊”。在中国传统中不乏鼓励行动者审时度势、伺机而动的丰富资源，这一资

源成为孕育“全民弱势心理”的深厚文化土壤。如俗语中将“十年报仇不晚者”称为“君子”、将
“识时务者”称为“俊杰”，将“通机变者”称为“英豪”、将“不吃眼前亏者”称为“好汉”，等等。
其目的是“且让他一步，再作道理”。就连阿 Q 这个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底层小人物，还会转过来

欺负比他更弱的小尼姑，鲁迅传神地刻画出了阿 Q 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文学形象。
还原重庆公交大巴坠江事发当天场景，我们会注意到刘某和冉某之间矛盾不断升级的互动

细节，指责 － 争执 － 语言攻击 － 手机击打头部 － 侧身挥拳颈部 － 再次手机击打肩部 － 格挡并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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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上臂。刘某作为经营至少一家店面的个体经营者在互动中肆无忌惮地由语言攻击到手机击

打，显然预设性地将公交司机视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工或城市底层市民。“你一个开公交车

的有什么了不起”或许就是刘某当时心态的集中体现。悲剧之所以发生还因为冉某作为司机，

置职业操守于不顾，在互欧中毫不示弱，以暴制暴，其背后的心理逻辑或许是“你那么强势为什

么不开自己的私车”，因此无需示弱、无需忍辱负重。近年来，屡屡占据媒体重要位置的暴戾事

件，如雇佣黑社会残害讨薪农民工、公交车上长者殴打不让座的中学生、虐杀小动物等，其背后

都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利的个人心生不满并泄愤于弱者和社会的踪影。“从强势者到弱

势者到更弱势者，再通过反社会行为折返到强势者，一条自我强化并循环往复的戾气之链便由

此生成并持续生长，暴戾事件因此层出不穷。”［2］

2． 极度忽视他人利益与过分主张自身权益并存

“弱势心理”表现出很强的厚己薄彼和损公肥私症状。重庆万州公交坠江、“高铁霸座男”
等事件中当事人行为的主要逻辑在于将一己私利凌驾于他人和公共利益之上，无不体现着弱势

心理中的“巨婴”现象。有心理学家将年龄上已经长大，但是心理上并没有断奶，行为上高度以

自我为中心，既不懂得社会规则，也缺乏独立性和责任感等由于幼儿阶段缺乏正确照顾而导致

的心理缺失群体称为“巨婴”［3］。成年巨婴主要有两方面的心理特质: 一是“全能自恋”，即认为

自己无所不能，这种作为婴儿早期“自我中心化”的特质导致其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人，把全世界

都当成自己的附属品; 二是“偏执分裂”，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想象世界，脱离现实，不能接受质

疑、预期对待和挫折。巨婴一旦遇到质疑、非预期对待或挫折，轻则心理抵触和陷入忧郁，重则

情绪失控，易产生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下，中国巨婴现象微观上固然与个体幼儿阶段不当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宏

观上也与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价值观的嬗变紧密相连。对个人利益的认可、对市场竞争主体

地位的提升，以及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产生，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湮没个体的集体意识转

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理性自我意识的进步所在，也正是这种价值观调动了个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在极大激发社会成员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其强大的、自发的扩张性要求一切领域都遵循市场法则，其趋利性

和交换性易使人们滋长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导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甚嚣尘上以及

社会道德的衰退。一方面表现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极端利己主

义的论调沉渣泛起; 另一方面体现为“道德的滑坡”、“信仰的迷失”、“精神家园的隐退”以及成

年巨婴社会现象的频繁出现。这一失去集体主义价值观约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相去甚远。
3． 选择性运用法律规则与执着性迷恋人情关系并存

“弱势心理”表现出很强的目无法纪和投机取巧征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各行其道，

红灯停绿灯行，机动车行驶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要求驾乘人员在无公交站点的路段上下车等

交通规则，本应作为熟稔于心的交通常识加以遵守。事实上，全民也只有养成良好的交通意识

和出行习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对公共交通秩序以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才能顺利抵

达“终点”。然而，无视红灯提醒的“中国集体式过马路”、无视先来后到的“中国式加塞”、无视

交通站点的“中国式上下车”，乃至无视公共场合他人存在的“中国式大嗓门”等“中国式”现象，

无不体现了不文明的中国人集体破坏公共秩序、规则意识淡漠的形象。很多中国人对待规则抱

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如对自己利大于弊，便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则逃避和破坏规则。对规则的

漠视和践踏以至于到了“不守规矩走遍天下，守规矩寸步难行”的程度。
一般认为，中国人并不一味排斥普遍主义，如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隋朝就诞生了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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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样“同期人类历史上最为精致的普遍主义系统”。但与制定规则和遵守规则成为人们心理

确认和行动自觉基础的普遍主义精神( 典型如美国) 不同，中国人有着“将特殊性视为普遍性存

在”这一特殊主义精神生存和成长的深厚文化土壤，如“刑不上大夫”“特事特办”。伴随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对公民一系列大规模的法制动员、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制度建设的空前加强，以及本

质上要求普遍主义精神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熏陶和洗礼，中国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这一古训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制度和规则的产生似乎更多地受制于权力而不是权

利，这就使得制度和规则总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没有转化为行动主体内在的行动自觉。公

民在越来越意识到法律对于维护其权益重要性的同时，“对法律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与普

遍性的精神缺乏更深刻的认识，这使得国家的法治目标尚未成为公民普遍性的内在需求”［4］。
因为人情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是非曲直往往让位于关

系是否“到位”，对破坏规则的自觉抵制让位于对他人拥有某种“关系”的羡慕、嫉妒和愤恨。规

则因其执行中的弹性或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而失去其无一例外性和权威性。
综上，“全民弱势心理”在本质上是“各司其私”原子化社会的体现。“弱势心理”下，人人追

逐权力鲜有义务关照，人人关心个体鲜有集体凝聚，人人珍视自由鲜有规则约束。

三、全民弱势心理的疏导

1． 国家层面: 阶层流动的公平环境营造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对公平收入分配的要求更加迫切，更意味着对畅通阶层间

竞争性流动的愿望更加殷切，因为民众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其身份的合理转变本身就是中国梦的

应有之义。然而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社会多元化程度日益加深，阶层界限却渐趋鲜明，“富

二代”“官二代”等两极分化现象不断涌现，“拼爹”行为大行其道，不同群体拥有截然有别的竞

争起点，以致于民众改变身份的尝试与努力屡屡受挫，阶层固化问题严重，使民众易于产生“全

民弱势心理”。此种背景下，通过公平环境的营造以保证竞争过程中起码的程序公平显得尤为

重要，这样能够为个体的阶层流动提供平等的机会，进而可能实现底层民众向上的纵向流动，恰

如罗尔斯所言，“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同时，权

力地位和领导型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5］。因此，新时代的公平正义原则不仅要保

障个体在社会竞争中具有同等的基本权利，更需要宏观的法律、政策倾斜以弥补个体在出身、地
域和天赋等方面的自然缺陷，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比如，针对重点大学农村生

源相对下降问题，为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均等，有必要通过降低录取分数线、增加招生名额等方式

向贫困和落后偏远地区进行政策性倾斜，以使这些地区的学子相对公平地具有能够改变身份的

受教育途径。又比如，制定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切实简化优化随

迁子女繁琐的入学流程和条件要求，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乃至高中教育的权利。总

之，应该在国家层面构建公平的阶层流动环境以保障流动渠道的畅通。
2． 社会层面: 良序运行的社会资本培育

“全民弱势心理”所表现的两极症候主要是阶层隔离的结果，阶层间呈现出的封闭循环趋

势导致不同群体间的“交往区隔”，它“是由于阶层差异而发生的人际交往态度的相互漠视，行

为上的相互排斥，最终体现为人际交往的相互断联，阻碍了流动群体的阶层融入，在我国现阶段

影响了‘农转非’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融入”［6］。正是阶层间互动的缺失使社会不断滋生各种

极端心理，比如，仇富、仇官的敌视心态日益蔓延，甚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声也不断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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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致于社会戾气逐渐加重，使得社会的运行成本无限上扬。当然，这与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

多元性和包容性南辕北辙，它从反面佐证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因为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运行

的基石，社会稳定正是通过互惠互利的信任与合作实现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信任、规范

和网络特征，而且“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和成功的合作，所有这些都在互相支持，

互相强化”［7］，它能促使社会成员通过相互合作提高社会效率。为此，社会资本的培育势在必

行，全社会应该提倡一种诚信互惠的价值观，各种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应将其作为首要准则，使

得分属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沟通方式或微信、QQ 等自媒体方式增进

不同个体间、群体间的互动和了解，进而形成日益完善的网络参与渠道，进行互利互信的有效合

作，使社会戾气逐渐转变为社会和气，降低多元社会的运行成本，有效整合社会中的不同价值

观，缓解乃至消除“全面弱势心理”两极症候，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3． 个人层面: 公共精神的家国情怀养成

“全民弱势心理”反映了当代公共精神的缺失，精致的利己主义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实为

公民的异化，因为它强调公民权利的享有而忽视公民义务的履行，现代公民则意味着权利与义

务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分离。“全民弱势心理”蕴含着人们对个人权益的排他性强调，它遵循

利益至上原则，甚至不惜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

管他人瓦上霜”现象的不断涌现。这种病态的自私心理使得公民只讲私人权利而忽视公民义

务，进而在正规渠道表达不畅的预设下诉诸于个人的非正常手段，通过辱骂、暴力等非和谐方式

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这种现象是有违“共和国”本意的，因为共和国意味着人们对公共事务

的积极参与，它强调公民的公共精神和美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体认到公民权利与

公民义务的统一性。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内圣外王”思想正是以修身养性作为出发点

的，完整的人格正是由私德和公德共同构成。为此，在私欲横流的多元社会中，原子化的公民不

仅应具有私人领域的良好品格，更应具有“胸怀天下”的公共精神，正是公民这种以自主人格为

前提的家国情怀的养成使得共和国得以稳定前行。当然，人们要养成一种家国情怀，最切实的

做法就是各司其职，坚持职业操守，并积极向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

合的人物学习，比如，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乃至参与每年进行的“全国劳动模范”、“最美乡村教

师”等评选活动。

四、重庆坠江事件对现代公民的启示

重庆大巴坠江对于本以为“只错过一站”的刘姓妇女来说是“错过了一生”，对于“不为正义

站岗”的有行为能力的乘客来说是“为邪恶陪葬”。这一事件昭示现代公民都乘坐在一辆名曰

“社会”的公交车上，对于改变“社会”公交车方向，危害“社会”公交车安全的行为，无人能够充

当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逍遥看客。
1． 个人权利只有在法律框架和公序良俗内才能主张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启示现代公民要正确辨识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具备良好的法治

思维，信任法律，依法行事，依法维权。事实上，正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义务构成了公民权利的保

障，如果人人只讲权利而忽视义务，那么将国之不国，民之不民，因为公民本质上就是权利与义

务的双重载体，二者统一于法律之中，须臾不可分离，个人权利只有在法律框架内才能得以有序

伸张。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正是当事人的感性压制理性，意图通过以暴制暴等非法方式维

护自己权益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当然，个人权利的维护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健全，更需要良风

美俗的衬托。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世风日下，道德被金钱所蚕食，理性被欲望所淹没，堕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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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着各个角落，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状态，社会矛盾将通过暴力的强弱而非理

性的沟通来解决，这种丛林般的社会终将解体，人类将恢复到最初的动物状态，个人权利的伸张

根本无从谈起。与之相对，在德性彰显的社会，人们处于一种荣辱与共的非零和博弈状态之中，

矛盾的解决依靠理性而非蛮力，人们本着诚信互惠的原则，通过合理的法律途径处理问题，以期

维护多数人的正当权益，从而有益于公民权利的伸张。
2． 个人自由只有在有限的边界内才能享有

事实上，“全民弱势心理”所展现的诸多现象启示现代公民自由是有边界的。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但对权利的行使却存在巨大的误区，即认为言论自由、行
为自由等自由权利是不受约束的。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恰如卢梭所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当然，个人作为自然人而言是不受社会规则束缚的，对于社会人来

说，难免受到诸多规则的制约，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如若人人都是裁判，那么便无公理可

言，共同体行将就木。现代自由的观念绝不意味着恣意妄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良法

作为边界将个体行为限制在不侵犯他人权益的范围之内。其实，这种自由观是以民主政治为保

障的，因为唯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才有公意可言，才有法治可言，才能真正实现不同公民间

平等的自由，使得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至于阻碍乃至剥夺他人成功的机会，否则自由便成为特殊

群体的既得利益，社会也将成为脱缰的野马，不知奔向何方。为此，现代公民唯有遵循合理的法

则，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3． 个人理想只有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关联才能实现

重庆大巴坠江事件所反映的公共精神匮乏现象警示现代公民应具备集体价值观的基本信

念，它是实现个人理想的前提和保障。放眼世界，民族国家在当代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国家

的强大是现代公民实现个人理想的外部保障。唯有具备了发展和奋斗的良好外部环境，现代公

民才有施展个人抱负的空间和时间，才有可能通过内在的努力而实现自己的追求，这展现了我

国传统文化中“国”在“家”前的基本理念。正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首要价

值就是“爱国”，个人唯有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才有成才的可能。当然，国家是由公民所构成

的，它的强盛离不开每个公民的奋斗努力。尽管如此，每个公民作为国家这个郁郁葱葱“森林”
中一棵棵茁壮成长的“树”，他们的成长始终离不开整个森林的呵护。为此，千千万万的时代新

人要有担当精神，要有“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唯有将民族复兴与个人理想结合起来，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奋发而为，才能在不断进取中实现并超越自我，最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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