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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研究分析
———以“失意群体”为视角
贾俊强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失意群体 ”已成为当前我国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主要制造
者。“失意群体”制造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背后，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失范现象，
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心理、行为的失调及社会控制功能的弱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背离性越轨行为。基
于默顿的越轨社会学理论，对“失意群体 ”的疏导与调控亟需从根本上消融“失意群体 ”产生的社会基
础，即对收入调节制度、社会流动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表达机制、法律救济途径等进行再建构，以达
到利益的均衡、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综合协作功能，强化多元社会控制，并采
取更有针对性的化解策略，以逐步减少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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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频频发生 ，从 2008 年上海杨佳袭警案、珠海驾车恶意伤人案，到 2009
年湖北随州熊振林特大杀人案、四川成都公交车纵火案，从 2010 年福建、山东、江苏、广东、陕西等地连
续发生的多起针对小学生、幼儿园的暴力伤害案件，到 2011 年 4 月的辽宁鞍山特大杀人案、江西抚州临
川区爆炸案，直至今年以来接连发生的福建厦门公交车纵火案、上海“6·22”特大持枪杀人案、首都机
场 T3 航站楼爆炸案、山西汾西“8·24”伤害儿童案，这些案件事发突然、冲突激烈、影响恶劣，不仅给广
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 ，而且引发普遍的社会恐慌，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社会和
谐稳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些案件背后，一个个“对社会不满”、“心态扭曲失衡”、“采取极端方式 ”实
施暴力犯罪的个体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讲，对于个案的总结固然重要，但就事论事
的分析无助于我们在差异性较大的个案中掌握 、发现犯罪的基本规律，只有综合考察此类犯罪的主体、
犯罪行为等基本特征，深入挖掘、反思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寻求治本之策，从而更
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一、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中的“失意群体”
( 一)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 。近年，随着一系列以个人为犯罪主体、使用暴力手
段对不特定对象实施侵害的重大恶性案件频频发生 ，这一概念开始被实务部门提出，并逐渐引起学界的
重视。截至目前，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尚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 ，讨论的范畴也主要集中在犯罪学、心理学
等领域。如，靳高风从犯罪学的角度提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指一个人针对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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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残忍的武力手段实施的造成严重伤亡和重大社会影响的行为 ” 。 赵健生、周树华认为，“个人极
端暴力事件是指完全由一个人策划 、筹备、实施的极端暴力事件，行为人的动机往往起源于泄愤，但针对
［2］
的并不仅限于直接相关人，而是将报复目标泛化进行的无差别伤害 ” 。 也有学者将个人极端暴力事
件与个人暴力恐怖活动相比较，如张继东提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指单个行为人为了达到发泄私
愤、报复社会、制造影响等目的，以极端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运用爆炸、砍杀、放火、枪杀、车撞等暴力
［3］
手段，以社会或他人为侵害对象，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 ” 。 更有媒体将此类案件称为“一个人的
［4］
恐怖主义” 。无论如何界定，都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类犯罪的某些共同特征： 一是犯罪主体的“个人
性”，即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区别于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实施犯罪的主体是单个人 ，而非
有组织地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如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暴力犯罪等。
二是犯罪手段的“极端性”，犯罪嫌疑人多采用爆炸、纵火、砍杀、枪击、车撞等手段实施犯罪，有的暴力
手段超出人们的想象。如福建南平校园砍杀案、邱兴华故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手段极为残暴血腥，
［5］
55 秒钟内连刺 13 人，致 8 死 5 伤，其
有媒体甚至称之为“屠杀” 。做过外科医生的郑民生刀法极狠，
10 名受害人被邱兴
将匕首捅入孩子胸腔后甚至多次搅动 ，犯罪现场惨不忍睹。 邱兴华故意杀人案中，
华先用砍刀砍伤或砍杀后再用斧头砍砸 ，头部变形几乎难以辨认，一名受害人的眼球、部分内脏和脚筋
［6］
甚至被取出后炒掉 。三是犯罪结果的“严重性”。在这些案件中，犯罪行为人没有畏罪感，肆意妄为、
丧失人性，少则毁掉一两个生命，多则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生命。 震惊全国的河北石家庄“3 ·
16”特大爆炸案造成 108 人死亡，
38 人受伤，以其死亡人数之众、损失之大、影响之坏，成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大的爆炸案件。四是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 ”。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袭击对象往往并非针对直
接相关人，而是对大量无辜人群进行无差别伤害 ，因此也极易引发社会的恐慌。它不但造成无辜人群的
死伤，断送了犯罪嫌疑人的前程，引发事件目击者或施救者的心理障碍，更危险的是，“无差别杀人 ”还
造成公众安全感缺失，引发整个社会群体的恐慌。五是犯罪影响的“关注性”。这里讲的“关注性 ”包括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就是要震动社会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评
论，如唐永明袭击美国游客案，其“理由 ”就是只有杀外国人才能引起世界关注； 另一方面，无论犯罪行
为人的犯罪目在主观上是否要引起社会关注 ，客观上其犯罪后果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六是犯罪
规律的“突发性”。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行为人虽然有报复社会和他人的心理准备，但日常特征不明显，
难以排查管控，加上策划、准备和实施都是个人完成，时间、地点和目标有一定的随机性，实施过程用时
很短，因而社会防范处置难度极大。如 2010 年我国福建、山东等地连续发生袭击小学生、幼儿园的恶性
案件，公安机关紧急部署警力严密防范 ，全社会如临大敌，其重视程度甚于应对恐怖袭击。但此后，仍连
续发生了数起校园伤害案件，其防范控制难度可想而知。
( 二) “失意群体”的认识与界定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 ，各种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各种
利益矛盾也随之凸显。尤其是当个体力量对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 ，各种新时期的社会矛盾集
中反映在个体身上时，有些个体在遭受挫折后，往往就会无信心希望、无法纪意识、无精神信仰，这些人
被人们称为“失意群体”。这一群体对社会的不满、怨气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
到及时宣泄就会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暴力事件 。无论是上海袭警案中的杨佳，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中
的熊振林，四川成都公交车纵火案中的张云良 ，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中的刘赘衡，江苏泰兴杀人案中的
徐玉元，还是厦门公交车纵火案中的陈水总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处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个人
能力欠缺、社会资源缺乏、上升渠道受阻的压抑状态，受过一定的社会挫折，他们的理智情感、道德观念、
性格等方面往往偏离正常，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人际关系不协调，认知方式较偏激，情绪易冲动，心理易
失衡，对自身生活缺失信心和安全感，容易将自身所遭受的生活、情感等挫折以及承受的生存压力迁怒
于他人与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情绪淤积后，在被来自于家庭或社会的某种因素刺激之时 ，往往会以突
然向不特定无辜公众发起极端暴力攻击的方式将累积已久的怨恨爆发出来 ，以宣泄自己的情绪。 这一
判断也得到了相关数据的支撑。在有关媒体对 2004 年至 2013 年公开披露的 38 起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7］
30—50 岁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多发阶段，约占案件总数的 73． 68% ，明显区
进行定量分析 后发现，
别于当前我国整体犯罪人的多发年龄段 。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当前我国犯罪人尤其是暴力犯罪人
的高峰年龄集中在 18—25 岁之间，即从事一般暴力犯罪的多为年轻人，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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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明显高于一般暴力犯罪的年龄。 与此同时，犯罪人多数存有心理障碍，挫折与社会支持① 链断裂，约
71% 的案件中犯罪人无任何稳定的社会支持来源 ，导致遏制犯罪的外部力量弱化而实施犯罪 。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失意群体”的轮廓，他们的年龄在 30 岁至 50 岁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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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 岁的中年男性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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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暴力犯罪的脑力、体力条件。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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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底层的这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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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对该部分人员的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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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上，本文中所谈到的“失意群体 ”是指遭受挫折后无信心希望、无法纪意识、无精神信仰，极可能
自杀自残或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对抗社会 ，甚至策划组织群体性事件对抗政府的人群。 它与弱势群体的
差别在于，弱势群体的界定更注重的是物质生活层面 ，但“失意群体 ”更多的是强调心理层面的失落、被
剥夺感、反社会情绪，“失意群体”大多是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不一定是“失意群体”。
二、背离性越轨：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机理
越轨社会学（ Sociology of Deviance） 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以人类各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
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违反既定规则的行为 （ 例如犯罪 ） 或对社会规范的非正式侵犯 （ 例如拒绝
接受某地区、民族的风俗） 等。西方研究越轨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有很多分支，如以涂尔干和 Ｒ． K． 默顿
为代表的“社会结构论”学派认为，当人们很少有机会通过社会合法化的手段以实现文化上所限定的目
标时，各种越轨行为（ 不仅仅是犯罪行为） 的发生率将会上升； 以埃德温 ·M． 莱默特和霍华德 · 贝克尔
为代表的“标签理论”（ 后由卡·T． 埃里克森、艾伦 ·V． 西克雷尔和约翰 · 基特苏斯做了进一步发展 ）
认为，社会群体导致了越轨行为，因为是它们订立了哪些人的行为属于违法越轨行为的规则 ，而且把这
些规则用于特定的人，使他们贴上“越轨 ”的标签而成为局外人； 以犯罪学家苏瑟兰为代表的“分帮理
论”认为，个体在面对面的互动群体中，由于与别人结交而成为越轨者，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越轨行为
的文化传递； 以舒兹的现象学派生出的“本土方法论”则企图通过行动者于具体情境中对社会的体验来
理解社会现象和活动，其重要意义在于使我们看到了规范“后设 ”的意义，也就是说看到了一个行为者
如何应用规范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或“合理化”的过程。无论是哪种研究越轨问题的理论，都有其关
注的主要方面，这决定了每一种越轨理论在研究某一时期的某种越轨问题的适用性 。 处在转型期的中
国社会，由于社会体制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 ，部分社会群体和成员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合法
的途径去实现文化上的成功目标 ，社会结构限制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导致这些成员体验到社会失
范，成为潜在的越轨者，这也正是默顿的“社会结构理论 ”对越轨问题的研究重点。 同时，“社会结构理
论”注重引导人们关注越轨行为在社会结构中的根源 ，这与本文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个人极端暴力事
件的关注点是吻合的，因此，本文在阐释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发生机理时主要应用的是默顿的越轨理论 。
( 一) 失范———“失意群体”产生的社会基础
“失范（ anomie） ”一词是由法国社会学家 E． 迪尔凯姆提出的，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缺少规范 ”，但迪
尔凯姆所指的主要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 、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
的社会状态。他认为，“个人是依赖于社会的，或者至少是依赖社会中个别群体的，因为共同的信仰和
价值给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而规范则引导和调整人的行为。社会联系的任何削弱都会损害共同的信
［8］
仰，降低道德的价值和侵犯规范性的结构。 其结果导致失范，或者导致一种无意义无规范的状态 ” 。
美国社会学家 Ｒ． K． 默顿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失范理论，指出所谓失范，“就是人们用社会认为合法的手
①

原文 social support，属于社会学学术上较为正式的定义，它是指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

无偿帮助的行为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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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时所发生的 ，而对于这种情形的一个共同反应，就是越轨行为，即用不符合
［9］
社会规范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 ” 。默顿认为，社会失范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平衡 。
简而言之，当人们能够用社会所肯定的手段达到社会所认可的目标时 ，它们是平衡的。这时社会成员的
行为是遵从行为。反之，如果社会化教育缺乏，人们不知道社会所肯定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人群对这种
目标不感兴趣，或者人们不重视达到这种目的所应该遵循的手段 ，那么，社会规范的目标与社会所认可
的手段就会产生不平衡，人们就容易发生越轨行为。越轨行为的形式主要有： 隐退、创新、形式主义和造
反等。虽然越轨行为是对社会规范的不遵从 ，但并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会对整个社会或者其他成员
造成危害。根据形式的不同可以将越轨行为划分为超越性越轨行为和背离性越轨行为 。超越性越轨行
为是指那些并不对社会制度和其他社会成员造成危害的越轨行为 ，它只不过是一种非遵从行为； 背离性
越轨行为则多是指那些对整个社会或其他成员造成危害 、带来损失的越轨行为 （ 多为违法犯罪行为 ） ，
这些行为凸显了社会失范状态下严重的社会问题 。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广
大人民群众民生不断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用
30 年的时间实现了欧美发达国家用 100 多年时间实现的目标，西方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渐次出现的各
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如失业、贫富分化、地区和城乡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等问题在
我国现阶段集中出现，使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从社会结构层面看，由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结构在转型期变动的力度、速度很不平均，社会结构本身已处于一个失衡状态 。首先是社会结构比
例失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却在逐年攀升，收入分配
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呈加速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 2003 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连续 10 年超
［10］
过 0． 4 的国际“警戒线” ，贫富差距巨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倒丁字形 ”社会结构的下层群体庞大，而
且由于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是直角式的连接方式 ，致使社会结构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这种类型的社会矛
盾更易激化，社会问题和危机更易发生，因而也蕴藏了更多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风险 。其次是社会结构
变动过快。社会转型加速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打破了原来简单的社会结构关系 ，使同质性社会趋于异
质性，人们的社会行为趋于多样化，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同时，社会转型使社会流动大大加快，目前我
国流动人口约占城镇常住人口总数的 43． 5% ，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为 19． 6% ，其中仅农民工就高达 1． 4
［11］
亿 。处于流动中的社会成员往往不易于接受社会规范和舆论的有效约束 ，诱发行为失范的因素不断

增加。再次是结构层级趋于固化。由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的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从而
形成了一种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过多地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底层对社
会资源的占有分享，由此造成了“赢家通吃”、“贫者通贫 ”的社会现象，从而堵塞了社会向上流动的渠
道，进而固化了整个社会结构。此外，社会保障体系滞后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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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造成该部分群体的“失意 ”，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
全等因素则是推动“失意群体”形成并走向极端的又一社会动因 。
( 二) 失调———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准备过程
研究背离性越轨行为的发生，不能不考虑失调问题。所谓失调，即因缺乏调节而失去平衡。越轨是
一种行为失调，是此个体的行为与彼个体的行为之间的不平衡 。行为失去了规范积极、有效的指引，就
会产生这样的失调。然而，越轨仅仅是外显的失调，越轨现象背后还有内隐的失调，即个体心理的失调。
行为与心理相联系，失调的行为出自失调的心理。因此，是先由失范引起了个体心理失调，然后再由心
理失调导致了行为失调。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身处其中的部分社会成员心理承受和
调适能力不强，会感到迷茫和难以适应，外在社会的失衡容易引发个人心理的失衡。 一般来说，失意人
群往往容易对现实社会产生以下感受 ： 一是孤独游离感。他们大多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既缺乏单位的
管理约束，也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有的行为人甚至与家庭互动的纽带都已断裂，与其他社会个
体和社会组织互动的渠道少、频率低，逐渐沦为原子化的个人，心理上有一种不被他人和社会认同的抛
离感，甚至认为自己已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员 ，因此，他们对家人和社会的责任意识也很欠缺。 二是挫折
无力感。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失意群体 ”往往耐受力差，通常表现为不能自拔，自暴自弃，对生活失去
信心，仇恨社会及身边与自己有矛盾的人 。如马加爵之所以杀害四位同窗好友 ，直接原因是吵架中同学
18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1 期

［12］
说了一些他脾气古怪、为人差的话，导致其“越想越气愤，想要毁灭他们，也想毁灭自己 ” 。 另一种表
现为人性扭曲，思想极端，行为偏执。在福建南平郑民生案的供述里，他的所作所为是针对前领导和第
［13］
二任女友，“他要让社会因为仇恨他而追究背后的原因 ，进而牵出这两个人，令他们也被仇恨 ” ，足见
其人性之扭曲。三是不公平感。“失意群体 ”大多身处社会底层，学历不高，能力不强，生活态度消极，
对前途悲观失望，又找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往往被他人贴上“没用 ”的标签。 这群底层边缘人如果遭
遇社会挫折与不公，由于其主观上对挫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加之个性冲动、孤僻、多疑、心胸狭隘、报
复心理严重等特点，往往会归因于他人、社会，有可能产生强烈的怨恨心理，极易导致采取极端手段进行
宣泄报复。
失范引起的失调，不仅表现于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中 ，而且在社会控制机构的功能上反映出来 。要使
规范成为社会个体内在的权威，必须借助于某些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 ，即有专门的社会机构强化规范的
权威性，并促成规范权威性由外在向内在的转化 。各种社会控制机构，往往可以履行这种转化的功能。
社会控制机构依据社会的规范，采取具体措施预防、限制和阻止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 。在我国社会转型
时期，传统的、与过去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不断受到冲击而减弱或失去其效能 ，这种弱
化集中表现在对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预防和控制上 ： 一是发现功能相对弱化。 在个体由“单位人 ”向
“社会人”转变后，传统的“有问题找单位 ”变成了“有问题找社会 ”。 以往农村或居民社区里的基层干
部走家串户排查问题，很清楚地掌握家家户户的信息； 现在的小区多数为商品化住宅，人员构成复杂、流
动性大，居委会、社区民警很难摸清社区情况，无法及时发现矛盾。 同时，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
人际关系也变得淡漠、冷漠，一些弱势群体缺少关爱，心理扭曲得不到及时纠正，家庭细胞化解矛盾的功
能不强等，都为及时发现“失意群体”中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员带来难度。 二是管理手段单一。“失意群
体”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管理手段的多样性。但目前除了对已发生案件采取刑罚手段外 ，对于消
除“失意群体”产生和发酵的过程缺乏有效的控制。 如“失意群体 ”往往经过社会竞争失败，处于弱势，
对社会财富分配极易产生不满情绪 ，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通常的行政管理手段很难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失意群体”产生后，如何及时排查发现、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及时化解矛盾，目前
也很难找到更多的办法。三是民间组织和博弈群体稀缺。一方面，政府以一元化的行政方式控制和管
理着多元化的社会，以相对稳定的体制机制治理动态的社会结构 ，本身就存在很多盲点、漏洞和不适应
的地方。另一方面，原来社会个体间的刚性联系逐渐解除 ，社会自由度扩大，出现了很多新的空间，但却
没有新的社会组织发挥社会整合作用 。一旦遇到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工伤赔偿、教育医疗等问题，弱势
的社会个体难以找到为其代言的组织 ，难以与地方政府部门或企业进行公平的协商谈判 ，就有可能处于
意愿被违背、权益被侵犯的不利局面，成为潜在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人 。
( 三) 失序———社会变革时期不可避免的紊乱
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失调以及社会控制机构功能上的失调会直接作用于社会秩序 ，使社会秩序在一
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 ，即导致“失序”。失序并不是整个社会真正的“无序 ”。 它只是指社会
秩序出现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的紊乱 。当失序现象超过了一定的阈值，即当法律、道德甚至风俗习惯等
规范以及社会控制系统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完全失去约束作用时 ，社会才真正陷入“无序 ”。 因此，社会
的秩序状态可划分为三类，即有序、失序和无序，失序的极致才是无序。既然失范、失调与失序之间存在
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那么，一旦出现失范的社会状态，背离性越轨行为发生的几率有所提高也就变得
合乎逻辑，失序现象的出现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同时按照这种理论构架，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就
应当首先努力避免出现失范状态 ； 而当失范状态在某种情况下成为不可避免时，则应当尽量控制其范
围，以尽量减少失序或减轻失序的严重程度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失调有时难以避免 ，因而确保社会控
制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就成为防止社会出现失序状态 ，遏制背离性越轨行为发生的可行途径 。

三、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化解路径
( 一) 消融“失意群体”产生的社会基础
前文已述，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社会失范是背离性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基础 ，因此，要从根本上减少
和消弭这种行为，就要从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入手 。首先要抑制贫富差距，促进社会流动，降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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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风险。就业和收入分配是实现阶层间社会流动的关键渠道 ，能否通过充分的社会流动达到社会结构
的平衡，关键在于社会阶层间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是否合理 。 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
乡、阶层、地域之间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国企下岗群体、失地农民、二代农民工
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工作。要推动社会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水平，减少贫富差距。其次要加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建设 。改善民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
消融“失意群体”的基础，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将很大程度上消除导致“失意群体 ”
失意的因素。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着力解决群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等社会
问题，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救助力度，避免更多群众步
入“失意群体”的行列，同时也使陷入不如意的人重拾对社会和生活的信心 。 再次要大力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 ，也是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冲突
的基本要求。要通过规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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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公权力的
监督，督促公权机关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诉求，提高执法水平，增加执法透明度，真正将“执法为民 ”落
到实处。要建立完善的个人权利保障机制 ，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诉求能够顺畅表达，从源
头上减少矛盾对抗。
( 二) 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综合协作功能
实践证明，抑制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依靠制裁、惩罚等消极的社会控制手段，虽然是十分必要
的，但并不是根本性的。依据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加强社会控制应在不同层面上同时
动员相关的社会力量协同进行。在目前的形势下，应将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社会排解等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工作，不断消除各种社会失衡现象，协调社会关系，减少社会
转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净化社会风气，从而为社会行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要强化社会排查和预
警功能。要充分发挥社会控制机构特别是基层组织对“失意群体 ”的排查发现功能，使社情民意、矛盾
纠纷、群众诉求能够及时顺畅准确地反映到管理部门 ，做到情况清、预警灵。 拓宽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渠
道，健全投诉、信访、听证、民调、评议等制度，引导群众通过合法、规范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保障广大群
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表达权和话语权 ，缓和和减少民众心中的不满情绪。 二要创新社会管理手段。 按
照理念人性化、机制社会化、手段信息化的要求，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机制和方法，加大对“失意群
体”等重点人群的管理服务力度，完善社会支持系统。 针对人户分离、城市居住方式变化、流动人口猛
增等新情况，建议采取双向管控的措施，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与走村入户相结合的方式做到有效管控 。
对可能引发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重点人员 ，则要主动协调其工作单位、居住地村 （ 居 ） 委会、亲属等，进
行多方管控。三要大力加强民间组织建设。要更加注重发挥社区和社会中介组织在价值引导、道德构
建、社会保障、互帮互助等方面的作用，通过挖掘利用民间组织的各类资源 ，探索综合型、协作型、互补型
社会管理新模式，将漏管失控的社会闲散人员、个人极端暴力行为潜在人员整合进社区和社会中介组
织，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四要充分运用舆论导向功能。舆论是社会
［14］
控制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中，犯罪行为的示范效应较强，媒体的不当报道容易引
起诱发作用，典型的如 2009 年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发生后，经过媒体大量报道，此后全国多地发
生数起公交车纵火案，作案对象和方式如出一辙。2010 年福建南平案件发生后，江苏、山东、广东、山西
等地连续发生袭击小学生、幼儿园的恶性案件。因此，要加强舆情导控，正确引导公众认知，引导人们区
别认识社会问题与反社会行为，区别对待群体利益诉求与个人极端暴力 ，在全社会形成极端暴行不能同
情、不可饶恕，必将受到法律严惩的共同认知和舆论氛围 ，有力震慑潜在的效仿人员。
( 三) 特殊的化解对策
针对“失意群体”个体的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问题 ，建议尽快将心理疏导机制建设纳入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建设的范畴，进一步落实心理疏导、行为矫正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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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患的群体，有计划地进行个别干预、疏导，构建覆盖广泛、全程干预、反应迅速的心理疏导机制，提升社
会成员的内在调适能力。此外，对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负有特殊责任的专业部门 ，如公安机关，可以采
取更有针对性的防范策略，如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人群的安全防范，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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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体系，以专业化的警务策略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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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xtreme Violent Incidents by Individual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Frustrated Population”

Jia Junqiang
（ Public Security Academy，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
Abstract：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frustrated population”has become the main
manufacturer of current extreme violent incidents by individuals in China． The extreme individual violent incidents by “frustrated population”is a series of social anomie caused by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the consequent personal 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disorders as well as the weakening of social control
functions，and the deviance misconduct generated on that basis． With the theory of Merton’s Sociology of Deviance，the social basis generating the“frustrated population”is required urgently to ablate fundamentally for the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the“frustrated population”，i． e． to reconstruct income regulation system，social mobility mechanism，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interest expression mechanism and legal remedies，in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 of interests，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Meanwhile，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rehensive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of social control，and strengthen control of a pluralistic society，and take more targeted
mediating strategy，to gradual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such incidents．
Key words： extreme violent incidents by individuals； frustrated population； deviance misconduct； resolv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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