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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审视
——— 基于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 ”理论的视角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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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社会上各种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时期
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特殊时代背
景下产生的政治产物，尽管他所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于我国当前有效
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仍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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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tional Examination of Group Events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ontradication among the People”Proposed by MAO Zedong
LI Li
（ School of Marxism，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63，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the various social group events
increase gradual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group events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is major issues which China must face and deal with． Guan Yu Zheng Que Chu Li Ren Ming
Rei Bu Mao Dun De Wen Ti written by MAO Zedong is the political produ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ecial times，although the theory of “contradication among the people”proposed by MAO Zedong
has s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s，it still ha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ffectively
preventing and proper disposal of current group events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group events； theory of “contradication among the people”
近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群体性事件表现出频发的态势。2005 年社会科学院对外发
布的《社会蓝皮书》中列举了一组不容乐观的数据： 从 1993 年到 2003 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 1
［1］（ p78）
2006 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
万起增加到 6 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 73 万人增加到约 307 万人；
［2］（ p10）
日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一
件 6 万余起； 2007 年猛增至 8 万余起。
个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 ”理论对
于我国当前认识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否具有一定的启示 ？ 本文拟作一探讨。

一、理性认识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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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社会的深层转型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 ，而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必然会以一定形
式呈现出来，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便是这种形式的具体体现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绝大部分群体性事件
［3］

是维权事件，此类事件约占目前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80% 以上。 而这些维权事件的参与者大都又
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下岗、失业工人，待业者，农民及农民工，他们都是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 。例
如，农民维权主要是因为土地、税费、村民自治、争夺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工人维权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
破产安置、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 而市民维权则主要是因为房屋拆迁问题。 由于没有畅通
的利益诉求渠道，部分人重大利益一旦无法得到维护 ，他们便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抗争，进而产生群体
性事件。此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突出问题 。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群体性事件呢 ？
1． 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性质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
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
［4］（ p204 － 205）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
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4］（ p205）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认为
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在我
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
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
［4］（ p205）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总体上来说，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 ”，最早是出现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而且政府有关部门对群体
性事件的态度和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迁即“从强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到强调群体性事件由
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过程。
群体性事件最初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常常与“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突发
事件”等混用。2000 年 4 月 5 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 》把“群体性治安事
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
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是官方公开文件中较为正式的表达。 从公安部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群体性治安事件主要特征是“群体性”、“违法性 ”和“社会危害性 ”。 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制定的《关
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 》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
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
［5］
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这一定义强调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 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
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以及事件的“非法性”（ 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
联、聚集等活动） 。自此，在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体系中“群体性事件 ”逐渐被当作一个中性词而使用，
［6］

这意味着它已不再是一种事实上的禁忌 ，反映了我国政府对此类现象基本态度的改变 。
总而言之，群体性事件就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 、以群体参与为特征的冲击社会正常秩序的公共
安全事件。由于参与者对社会矛盾的情绪性发泄 ，群体性事件常常会严重冲击社会的正常秩序 ，对社会
公共安全产生重大危害。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也成为了考验政府执政能力以及衡量社会综合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2． 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群体性事件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不
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
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
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 ，因而使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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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不懂得在不断地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
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
［4］（ p213）

可见，毛泽东把社会矛
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
盾的存在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的一种常态 ，而且是辩证地看待矛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看到
了矛盾的正面功能。当然，毛泽东并不主张民众用“闹事 ”的方式解决矛盾，“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
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
［4］（ p236）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分配有了很
大的差距，社会矛盾以及作为社会矛盾表现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也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向 ，而
且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复杂。这是我们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必然要经历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各种矛盾或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存在的理由和
价值。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 “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
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
［8］（ p41）

可见，社会和谐的现代性建构不是一种静态稳定，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是化解
社会冲突以及冲突化解之后人际协调与利益平衡的过程 。
社会冲突和动荡。”

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 ，我们没有理由谈“群体性事件 ”色
变，而是要坦然承认和面对当前日益频发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群体性事件 ，决不能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现
代化无限美好的憧憬来否定这些社会矛盾的存在 ，同样也不要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而否定社会
主义的价值，关键的问题是正确把握、控制各种群体性事件发展变化的“度 ”，并从群体性事件中吸取教
训。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但是这种事
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
［4］（ p237 － 238）

变成为好事”。

二、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思考
尽管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属于人民内部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群体性事件也有可能
向对抗性矛盾转化。毛泽东在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
［4］（ p211）

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
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就显得尤为重要 。

因此，预防和妥善处置我

1． 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
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 。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
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
［4］（ p205 － 206）

同时指出，如果民众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
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
闹事，“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
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 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
［4］（ p236）
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
从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 ，大多都是因为处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合法利益受
损而引发的。从某省自 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 7 月之间的统计情况来看，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参与者
［8］（ p94 － 97）
80% 以上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民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
抗争行为，毕竟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
［9］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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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79）

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 ，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并不排
斥事实上存在的具体利益差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有各种利益需求是正常的，这种利益可以是
经济、政治方面的，也可以是家庭或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尽管人的本质和行为都是一样的 ，但是人们对
利益的追求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只要人们的利益追求是合法的，我们就不必讳言人民内部利益矛
盾的普遍存在，在当前尤其是不必否认公民个人或集体 （ 群体 ） 同政府之间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 事实
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存在并不都是消极意义的 ，其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改革的不竭动力 。
总之，面对利益矛盾冲突新格局，应坚持“公正公平 ”原则，正确反映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找准
利益关系的结合点，缩小利益差距，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关心的与生存问题联系最密切的切身利益 ，
坚决纠正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
2． 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所谓官僚主义，主要是指“某些领导干部，由于不了解情况，不检查工作，不研究政策，缺乏思想政
治领导，抓不住工作中的本质问题和关键问题 ，陷入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泥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因而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的一种官僚主义 ，以及与这种官僚主义同时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本
［11］（ p117）
位主义、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 ”。
一般说来，官僚主义作风是与执掌权力联系在一起
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官僚主义问题开始凸现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在报告
中专门谈到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明确指出官僚主义问题是许多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社的症结所在 ，
“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
［4］（ p236）
他还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
责，不能全怪下面”。
很好地加强思 想 政 治 教 育，恰 当 地 处 理 各 种 矛 盾。 只 要 做 到 这 一 条，一 般 地 就 不 会 发 生 闹 事 的 问
［4］（ p237）
题”。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完善 ，但是，在新的条件下，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得以杜
绝，反而同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成为深入推进我国政
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僚主义又增加了新的
“毒素”，如信奉“官本位”价值观，任人唯上 （ 亲、钱、顺 ） 、排斥异己，追求形式、欺上瞒下、独断专行，以
权谋私、追求享受、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有些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
败行为更是激发了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 。例如，有的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有的基层政府和公务人员执政为民意识淡薄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总是敷衍了事 ，不去倾听和解决群众的
诉求，最终导致矛盾不断积累、激化，一旦有了导火索，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可见，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破坏性升级 ，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诉求多了，而是由于一些行政机关和干
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太严重了。因此，政府只有大力整治官僚主义问题 ，才能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
事件以真正化解社会矛盾。
3．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现社会制度的公正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然而，面对这些社会矛
盾，各级党政机关却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反应冷淡、迟钝的“体制性迟钝 ”现象。 正是由于这种体制性迟
钝，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走入了“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
［12］
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 这种“体
制性迟钝”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社会制度存在缺陷的表现 。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在国家政权的主导下实现
的，即谁掌握了国家政权，谁就有能力制定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 。任何一个国家从本质上讲都存在着政
府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两种权力形式 ，政府的权力即政权的权力，社会的权力是财富的权力。财富的权
力要求体现为平等，这需要政权权力通过保障制度的公正性来实现 ，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
荡。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权的权力避开了制度的公正性，“少部分直接管理物资或掌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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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因权力而获益 ，他们的行为使社会管理陷入无序化状态 ”。
另外，在实现社会
，
，
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社会政治的发展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制度的滞后性使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困难重重 。这不仅使体现社会制度优越性和公正性的社会主义民
主法治形同虚设，而且使社会不同人群差别分化严重 、贫富差距加大而导致民众形成普遍的仇富仇官心
理，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结构性压力，降低了社会控制力，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
尽管毛泽东在报告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但他已经意识到国家制度中某些
环节上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这些矛盾。他指出，“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 ，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
是和社会 主 义 的 经 济 基 础 相 矛 盾 的 。 我 们 今 后 必 须 按 照 具 体 的 情 况 ，继 续 解 决 上 述 的 各 种 矛
［4］（ p215）
盾”。
可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好的、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会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与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坏的制度则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
事件，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实现社会制度的公正性要求。
总而言之，我国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
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实现社会公正为政策导向，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 同
时，各级党政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努力将社会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和基层，从而最
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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