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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组织理论是一种系统理论，它最初针对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生命体的结构，后来这一
理论的应用范围又扩展至数学和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传播学研究，分析网
络人肉搜索现象是学术探索的一次尝试。自组织理论在传播学中的应用广泛，以“铜须门”事件作
为研究案例，分析人肉搜索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机理，我们能够为处理人肉搜索现象及其类似的网
络舆论事件寻找出更好的解决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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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而是系统按照相互

一、自组织理论基本原理
及其发展过程

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
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现象无论
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系

（一）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

统的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建立并发展

力也就愈强。例如，人类社会比动物界自组织能

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

力强，人类社会比动物界的功能高级。

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

（二）自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及三个理论范式

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

随着对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发展，有三个理

自发地由无序混乱状态转变为有序有组织状态，

论范式成为了研究自组织理论的理论基石，即

怎样由低级有序状态走向高级有序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理论

组织是指一个内部存在有序结构的系统或这

(synergetics)、 突变论理论(Calastrophe Theory）。

种有序结构系统的形成过程。德国理论物理学家

这三个理论范式的发展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

哈肯(H. 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孕育而生的。

以把它分为两类：他组织系统和自组织系统。如

1967年，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戈金(I.llyaPrigogine)

果一个系统是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那就是他

创建了耗散结构理论。他用这一理论来解释非线

* 本文是国际关系学院“舆情与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组长：高红玲 , 副组长：张中全 , 组员：李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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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可逆的热力传导过程中系统如何保持稳定平

事件，可以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托姆

衡状态。普里戈金因此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化

指出，发生在三维空间和一维空间的四个因子控

学奖。

制下的突变，有七种突变类型：折迭突变、尖顶

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一个远离平衡
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

突变、燕尾突变、蝴蝶突变、双曲脐突变、椭圆
脐形突变以及抛物脐形突变。

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就可能从原来的

在突变理论建立完成后，自组织现象研究

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或功能上有序的状

终于拥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自组织现

态。同时，这个系统应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

象的研究也得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高速发

系统开放，二、系统远离平衡状态，三、系统内

展。可以说，突变理论奠定了自组织理论研究的基

部强烈的非线性运动，四、系统内部强烈的涨落

石。英国数学家奇曼教授称突变理论是“数学界的

（即能量碰撞和交换）。

一项智力革命——微积分后最重要的发现”。

普里戈金认为，在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
序状态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即
正反馈和剧烈的涨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实质是

二、自组织理论在社会科学
及传播学中的应用

通过竞争实现协同，因此竞争和协同是系统自组
织演化的动力和源泉。

（一）自组织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背景

耗散结构理论为研究自组织现象提供了一个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系统科学和信息革命

完整的理论架构，其研究的重点在于系统内部结

的高速发展，自组织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对

构重组的过程。

于这一现象的研究也逐渐从数理化等基础科学向

1969年，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在耗

工程科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转移。信

散结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协同学一词。1977年，

息革命的发展则使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连接更为

他创建了一套处理各种非平衡相变的统一方法，

紧密的整体。在信息流动空前自由的今天，我们发

统一地解决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协同学

现过去一些无组织的个别事件变成了有组织的团

理论认为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导

体，在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自组织现象。

致系统的质变。每个子系统存在自发地倾向无序

信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让一些奉行传统理论

的运动和子系统之间关联引起的协调、合作的运

的人们惊恐不安。这是一个充满突变的世界，苏

动。协同学采用相变理论中的序参量来刻画系统

联在一朝一夕分崩离析，阿富汗深山的恐怖分子

有序程度。协同学理论使得科学家可以通过对系

可能操控着全世界的恐怖袭击，一个小道消息可

统内各种数值的检测来判断自组织现象是否能够

能导致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从另一个角度

发生，何时会发生。这使得对自组织现象的研究

来说，这些突变都是自组织现象，也是能够被人

进入了科学阶段。

们预先发现并避免的。作为研究突变现象的前沿

法国数学家托姆 (R.Thom) 在《结构稳定性和

理论，自组织理论在新时期内得到了很大发展，

形态发生学》一书中，明确地阐明了突变理论，

该理论的一些主要模式已经被发现可应用在社会

宣告了突变理论的诞生。托姆用数学工具描述系

科学和自动控制技术领域。

统状态的飞跃，给出系统处于稳定态的参数区

（二）我国对于自组织理论研究的现状

域，参数变化时，系统状态也随着变化，当参数

在我国，自组织理论应用研究方兴未艾。

通过某些特定位置时，状态就会发生突变。按照

1987年，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楼慧心就将自组织理

突变理论，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的大量的不连续

论引入到哲学领域中，认为该理论可以解释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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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念的形成和其变革。楼慧心认为人脑内观念

将关注点集中在意见的转向——即舆论（社会公

的形成，正是一个由混乱无序的状态跃变到稳定

意）的形成过程。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群体内

有序的结构，由较低级的稳定有序结构跃变到较

部的信息交流和优势意见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起到

高级的稳定有序结构的过程。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6年，马清华博士在《并列结构的自组织

勒温的场论和诺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研究》一书中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之

都将群体内部达成的有效组织（或者是采取共同

中，利用自组织的基本原理对语言的原始结构、

行动，或者是形成共同意见）看作是一个循序渐

语序和句法进行了崭新的研究。这是将自组织理

进的有序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多次反复才能最终

论基本原理引入到语言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产生结果。然而，由于这两个理论缺乏数学基础

2007年，上海社科院的李桂花博士在《自组

而重于哲学思辨，它们很难被应用于量化分析之

织经济理论和谐理性与循环累积增长》一书中使

中。同时，这两个理论也很难解释传播过程中出

用自组织理论为工具，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

现的突变现象。为何严肃甚至乏味的新闻报道会

行研究。

转变为恶搞行为？为何群众的意见会从理性突然

一 些 研 究成果表明，自组织理论可 以 应 用

转变为非理性？为何小道消息会演变为群体性行

于社会学研究，用来解释社会的进化过程。自组

为？对于解释这些突变现象，自组织理论有着自

织理论研究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

己独特的优势。

高度一致性。能量交换、信息交换、物质交换以

与发源于心理学的场论和“沉默的螺旋”理

及系统性结构不仅是生命体或物理运动系统产生

论不同，自组织理论是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

自组织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和自然界存在的基

解析系统内部的能量、物质、信息交换。同时，

础。人类的传播活动也建立在这三种交换基础之

自组织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系统内部的突变现象

上，因此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传播学研究范畴之

中，即从混沌到有序，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简

中是可行的。

单到复杂。该理论认为只要符合了相应的条件，

（三）自组织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内部在不接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就必然发生

在传播学领域中，一些理论与自组织理论有

突变，打破混乱无序的状态，从而形成新的有机

近似之处。勒温的场论是从微观角度研究群体的

整体。

协作过程，而诺曼的沉默螺旋理论则是从群体内

在这一角度上，传播学与自组织理论最贴切

部行为规范的角度上对协作过程进行解释。但这

的理论是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也

两个理论并不能通过严密的分析和量化测量来判

认为当创新技术的采用者达到了一定数量后，采

断突变现象是否可能发生。

用该新技术的人数会迅速增加，并很快达到最高

勒温通过心理学角度对在群体中人的心理活

点。创新扩散理论引用了相变理论概念。

动以及行为进行分析，并研究群体内部信息传递

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之中，有

对人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的影响。勒温的研究是

几个明显的优势。传统的传播学理论由于大多来

从微观角度（即从个体）出发的，其根源在于研

自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在量化研究上存在一些缺

究心理紧张的缘由。勒温将群体内部个体的心理

陷。来源于数学物理学的自组织理论有着严密的

紧张比作引力或排斥力，认为这是群体内个体采

结构和测量体系，具备实现量化研究的先天优势。

取共同行动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自组织理论对于研究一些特殊的

与勒温的场论类似，诺曼的“沉默的螺旋”

传播现象有着独特的优势。尤其在研究传播领域

理论也对群体内部的心理压力进行了研究。诺曼

中的突变现象和群体协作现象中，自组织理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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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强大的解释力。而人肉搜索现象正是这样一类
现象。

及人肉搜索现象
自组织现象有两大前提：第一，其系统自组
织形成的过程缺少外部直接影响和信息输入；第

三、利用自组织理论研究
人肉搜索现象

二，系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发生突变，
从无序混沌状态转变为有序有组织状态。从这个
角度来说，人肉搜索现象也属于一种自组织现象。

（一）人肉搜索现象特征和经典实例

以“铜须门事件”为例。铜须门事件是一

“人肉搜索”指的是通过大量人工参与来寻

起发生在2006年的人肉搜索事件，事件以男当事

找问题答案的网络机制。即根据网络上的一张照

人的网名“铜须”命名。铜须门事件起源于一起

片、一个视频场景、一个网名甚至一个QQ号码，

婚外恋。婚外恋的苦主(网名为“锋刃透骨寒”)

网民们互通信息进行寻找，往往可以挖掘出目标

将男女当事人的聊天记录发布在网上，迅速引发

人物在现实中的真名实姓、家庭住址、工作单

网友关注。一些网友发动了对婚外恋男女当事人

位，甚至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亲朋好友

的人肉搜索，并最终跟随蛛丝马迹找到了男当事

等私人信息也一概会“暴露于阳光之下”。

人——一名叫郑某的大学生。

通过人肉搜索而产生的网络事件又被称之为

在进行人肉搜索的同时，网民还组织了网上

人肉搜索事件。近年间，该类事件时有发生，其

示威等方式谴责铜须，更有一些网民对“铜须”

中的一部分事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2006

本人、其家人和所在学校进行了电话骚扰和电话

年2月底的“女子虐猫事件”开启了网络搜索事

恐吓。在不厌其烦后，男当事人“铜须”在互联

件的先河，其通过网友捐献悬赏，网友接力搜索

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声明对事件进行澄清，否认

的模式也成为了日后大部分网络人肉搜索事件的

事件的真实性。但随后一位自称为事件女当事人

共有特质。同年4月，爆发“铜须门”事件，2006

“幽月儿”发布了一份声明间接承认与郑某曾发

年8月，功夫少女色情照片事件，2007年4月，钱

生过关系。这两份相互矛盾的声明让事件变得扑

军打老人事件，2007年7月，史上最毒后妈事件，

朔迷离起来。而婚外恋苦主此时再度现身，他在

2007年8月，流氓外教事件，2007年10月，华南虎

最后声明中宣称自己发布的文章及QQ聊天等内容

事件，2007年11月，史上最牛小三事件（又被称

多为杜撰。

为3377事件），2007年12月，张殊凡事件，2008

随着三位当事人先后在网络上消失。有少

年1月，王菲事件，2008年3月，天价理发事件，

数人开始怀疑此事的真假。万一这件情事子虚乌

2008年4月，网络红人“兰董”，2008年5月，辽

有，网友的道德审判无疑被釜底抽薪。多数参加

宁女事件，2008年10月，林嘉祥猥亵女童事件，

人肉搜索的“网络陪审员”仍然坚持以前的判

2008年11月，李铭佳侮辱周总理事件，2009年4

断：偷情的可信度极高，锋刃透骨寒可能是不希

月，晕机女事件。

望此事越闹越大，故而改变说法，平息风波。

这 些 事 件都有着一些共同特征。首 先 ， 网

直到当年七月份，铜须门事件仍然被炒得沸

民对事件有着强烈的情绪冲动，这些事件或多或

沸扬扬，当事人郑某先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等多

少都触动了网民中所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其

家媒体报道，他并未对事件进行解释，但表示事

次，网民对事件背后所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着

件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自己已经开始准备

强烈的负面情绪。第三，网民都期待着能通过自己

面对来自社会的歧视目光。

的行动给当事人甚至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惩戒。
（二）利用自组织理论研究“铜须门事件”

铜须门事件具备人肉搜索事件的各种主要要
素。这里面包括自发性的寻人行动、寻人中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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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证明和证伪、采取共同行为表达诉求、从网

生了人肉搜索现象。相隔仅仅两月，这时网络上

络事件向现实事件蔓延、并最终实现大部分网民

的情绪仍然很不稳定，此时一部分网民正积极寻

的诉求。与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不同，人肉搜索

找着下一个爆炸性事件。第二，这与魔兽世界游

现象有着很强的组织性。人肉搜索不是通过外部

戏进军中国市场一周年在时间上重合，此游戏在

指令而组织的，而是按照事件内部参与者的相互

当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另外，在“铜须门

默契和某些默认规则。这一行动有着很强的自组

事件”的特质上，我们不难发现它包含了社会上

织特点。

大量热门话题：全职太太、在校大学生、网络游

另外，“铜须门事件”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

戏、线下聚会、一夜情、婚外恋。这一事件不仅

了三次突变。第一次，即从事件引发网民愤怒到

触及了人们心目中广泛担心的伦理底线，同时也

网民自发组织进行人肉搜索。第二次，即由网民

引爆了当时对于大学生素质的普遍不满。

愤怒引发出的有组织网络抗议事件（即在网络游

从自组织理论来看，这一事件可以说恰恰处

戏魔兽争霸中所组织的游行活动）。第三次，是

于一个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之中，很容易演变为严

从无目的的网络泄愤行为转变为有明确目的的直

重事件。在事件被曝光后，网络媒体的大量转载

接人身攻击行为（例如对当事人的电话恐吓和对

和重点处理让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在一天以内

当事人学校领导的人身攻击）。很显然，这些突

就成为了当时网络上最热门的事件。点击率和关

变不仅超出了一般网民的猜想，也超越了网络舆

注度的上升促使网友决定进行人肉搜索，对当事

情检测者们对于事件影响的预估。一个普通的婚

人进行人身攻击。

外恋事件居然成为了当年影响最为巨大的网络事

从自组织理论来看，点击率和关注度相当于

件，这一结果或许是当时所有置身其中的网民和

一个突变个体内部的能量碰撞和交换，当这一水

当事人未曾想到过的。

平超越一定阈值，无序的网络谩骂就开始向有序

人肉搜索现象有不少难以理解之处。首先，

有组织的人肉搜索现象转变。

众多网民发布出来混乱的信息和情感诉求是怎样

当“铜须门事件”转化为人肉搜索事件后，

被整合起来，并形成舆论的。其次，舆论是如何

网民的情绪表达和行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和有

促成人肉搜索的发动，这中间存在着怎样一个限

目的性，网民开始根据自己所擅长的方式采取行

度来决定一个事件是否会引发人肉搜索。第三，

动。有人利用网络整合信息，有人利用黑客手段

网民是如何在人肉搜索中进行角色定位的，他们

追查当事人的IP地址，有人到当事人所在单位探

是如何通过协作完成这一过程的。最后，这一现

听情况，有人组织网络游戏中的抗议活动。这些

象又是怎样消散的。

有目的的行动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从外部看来

对于这些疑问，如果我们仅采用传统传播学

有严密组织性的人肉搜索现象。

理论，在解释一些突变现象中会遇到难题。但如

在人肉搜索过程中，网民下意识的组成了

果我们将自组织理论结合传播学理论对其进行分

一个扁平的垂直系统。驱使人肉搜索进行的动力

析，解读起来就会清晰很多。

是网民对寻找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并对表达诉求的

从 “ 铜 须门事件”中，我们可以发 现 事 件

共同意愿。在这一意愿统领下，网民开始各司其

的开端是一个并不罕见的婚外恋事件，但为何这

职，随机组合成为一个搜索系统，开始进行人肉

一事件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观察事件的背

搜索。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参与者又处于了一个

景，我们能发现很多线索。在时间上，“铜须门

互相竞争的状态中，竞争和信息交流使得人肉搜

事件”发生的2006年4月有两个重要背景：第一，

索系统的组织性越来越严密，效率越来越高。这

同年2月刚刚发生了“踩猫门”事件，第一次产

一过程恰恰符合自组织理论对于系统自组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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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通过竞争带来协同，通过能量交换使系

是十分必要的。人肉搜索现象有着明显的群体极

统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

化现象特征。群体极化现象是指小组经由讨论所

然 而 ， 当人肉搜索系统达到高级有 组 织 状

产生的群体决策往往比个人单独思考所产生的个

态后，这一系统也就此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

人决策更为激进的现象。人肉搜索事件往往随着

随之而来的就是它将很快失去关注度，最终销声

讨论的深入，观点变得更加极端，个人也往往会

匿迹。人肉搜索事件并非都以找到所有相关当事

选择更加激烈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攻击和报复。

人为终结，在“铜须门事件”中，最终网民也没

人肉搜索的参与者众多，不仅包括网友还包括对

有找到其中的女性当事人。这是因为当人肉搜索

其进行宣传的网站，这些参与者分担了发动人肉

转变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后，这一系统的弊病就

搜索的责任，发生了风险转移。因此，人肉搜索

很快显现出来。首先，系统内缺乏有权威性的核

事件很容易转向非理性化。

心组织人，这会加深系统内部的不信任。其次，
当人肉搜索成为一个系统后，外部世界对于其的

对此，希望相关部门建立起更科学合理的管
理机制，以应对人肉搜索所带来的若干问题。

看法会发生转变，一些人会认为这不再是正义诉

第一，应对人肉搜索现象进行法律解释，界

求，而是一个有组织团体对于个人权力的侵犯。

定其合法界限，认定各参与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

最后，大部分人肉搜索事件在进行到这一步之前

任。这样不仅在发生纠纷时有法可依，同时也能

已经找到了当事人，行动也从搜索转变为网络审

使网民认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推行网

判和实质性行动。

络实名制也将有助于人肉搜索现象向理性化、有
序化方向发展。

四、启示和思考

第二，网络监管部门需要建立起有效的监控
系统，对网络上的舆情热度和热门事件进行量化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人肉搜索现象对社会的

监测。根据单位时间内点击率，搜索引擎热词上

稳定和发展既有正面意义，也存在着负面影响。

升速度，门户网站和主要网上论坛的页面呈现位

在正面意义方面，人肉搜索现象在反腐倡廉、维

置，网络转载数和相关网页创建数等因素，这些

护伦理道德、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起着重要作用，

是用来判断网络舆情热度的重要指标。根据这些

对违法违德行为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同时，人肉

指标建立起的动态监测系统，将有助于网络监管

搜索的“寻人”功能也可以被用于正途，2010年3

部门对网络舆情稳定度和热点事件热度进行实时

月，江苏环保局就利用人肉搜索找到了一位网上

监控。

举报人，并对这位举报人给予了现金奖励。

第三，当监测系统中的若干指数超过警戒数

在另一方面，人肉搜索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

值时，网络监管部门需要迅速就此项人肉搜索事

问题，一部分人肉搜索事件最终演变为网络暴力

件进行分析，判定其性质和潜在影响，并执行相

事件，对于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同时，人

应应急预案。一般来说，大部分人肉搜索事件都

肉搜索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其实行群体

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对于一些热度在达到

暴力的工具，或被网络推手运用成为谋利手段。

警戒值后迅速消退，或者在形成有组织系统时，

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所发生的“脱衣女郎王紫

问题已经被解决的事件，网络监管部门大可不必

菲”事件，就是利用人肉搜索进行炒作的典型事

介入。这样，网民仍可以有效通过网络渠道来表

例。

达诉求，释放情绪。
与大多数网络现象一样，人肉搜索存在着盲

第四，在当今社会情况下，三类人肉搜索事

目性和非理性。因此，对人肉搜索的监控和引导

件很难通过自我消逝的方式逐渐淡化，可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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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社会影响，甚至威胁社会稳定。建议建立起

方向，更可以借助这类事件增强公民通过法律途

应急预案对这三类事件进行有区别的处理。第一

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第三类事件是指不法分

类是指由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和公民违法行为引发

子借助人肉搜索传播违法信息，蓄意破坏社会稳

的网络事件。对于此类事件，纪委和公安检察机

定的事件。对于此类事件，相关网管部门需要迅

关应介入事件尽快对事件进行公正处理，并将处

速介入，进行网页删除和技术屏蔽手段，有效阻

理结果在网上公布。这将有效避免此类事件演变

止事件热度升级。同时，迅速对处理行动进行网

为公众对于政府的攻击，避免由网络事件引发出

上公示将有助于解除网民疑惑，争取网民支持。

群体性事件。第二类事件是指由人肉搜索引发的

第五，人肉搜索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对

诽谤和侮辱行为。完善相关法律支持当事人诉讼

于当今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的愤慨。人肉搜索事

请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将有助于解决此类事

件通常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积蓄的网络情绪有规

件，将此类事件引入到法律渠道之中，用公平公

律的爆发。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根本

正的法律渠道加以解决。同时，专家讨论和在大

还是在于对于网络情绪的疏导，通过消除社会不

众媒体上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将网络情绪引向理性

公正来减少网络上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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