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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繼期末團體報告中淺談中國文化大革命 紅衛兵 的群眾心理分析 想要更深

入當時紅衛兵的心理 藉由個人書面報告以及相關資料，對紅衛兵的心理有更深

一層的理解和剖析。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扮演著禍害中國災害不可或缺的腳色，他們在

中共歷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大鳴大放、文攻武鬥、他們是政治產物，卻

又不受政治控制。他們讓人們永遠忘不了文革瘋狂的、鬥爭的、卻又熱血沸騰

的過程。如果說，文革是毛澤東個人意志的發起，那麼紅衛兵正是文革前期追

隨毛澤東這個意志 有力的信徒，卻也是文革後期批判文革 有力的一群。紅

衛兵一代的思想，是非常有意義的議題，尤其是他們由狂亂到低潮，由沮喪到

覺醒的過程，以及他們自主性發表的議論、組成的群體，都在展現了紅衛兵思

想值得大家繼續探討1

二、紅衛兵簡介

紅衛兵 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部份特殊人群的一種稱呼，其成員大

部份是由大專以上的學生所組成。紅衛兵指的不是國家軍隊，其組成也沒有任

何法律依據，只是一種帶有狂熱政治思想的學生組織，其意識形態主要偏向中

國共產黨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思想。在文革期間，紅衛兵對中國社會、政府和經

濟構成極嚴重的打擊，一些傳統歷史文物、遺跡、名人墳墓、文獻皆遭毀滅性

的破壞。2

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他們忠心不貳，對毛澤東

的崇拜狂熱到宗教信仰的境界。毛澤東利用各種傳媒載體通過從政治、經濟、

哲學、文學、教育和文藝等多方面對民眾進行思想滲透。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發

動前，做足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使得此次政治活動能在發動後極短的時間內達

到高潮，並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文革初期，紅衛兵被毛澤東推上中共政治舞臺，歷時兩年半的瘋狂，燒

、殺、搶、盜無所不為。毛鼓動、利用紅衛兵們不僅造中共老干們的反

，同時還要攻擊一向視為心頭大患的知識份子，逼死殘害了一批批中華

民族最優秀的精英。在毛澤東達到這些目的後，1968年,毛澤東以「知識

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名義把紅衛兵下放到農村，

實際等於變相流放。有近1700萬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整整一代人青春就

此消亡。3

1吳明玉，《紅衛兵運動及思想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

2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8D%AB%E5%85%B5
3 紅衛兵：毛澤東的「納粹衝鋒隊」整整一代人青春就此消亡（2017）。2017年3月8號，取自

http://www.ntdtv.com/xtr/b5/2017/03/09/a1314995.html。



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資產階級反動權威」

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

破四舊、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搶」的行為時有發生。他們的造

反行動衝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

成其政治目標的工具之一4

三、紅衛兵的心理分析

群眾心理分析通常探討特定群體的行為，依問題關注點區分，可以分為三

種討論法：性格說（分析對象之特質及個性）、情境說（環境及外在因素）、

超我說（道德良知與價值觀）。以法西斯時期的納粹軍官為例，當時的納粹軍

官為何協助泯滅人性的大屠殺進行？以性格說：在那個紛亂時代的德國人民具

有施受虐性格，心靈沒有安全感，傾向服從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以情境說：

當納粹軍官進入官僚體系，會產生代理人心態，積極於完成任務而免於做決定

的責任感；以超我說：納粹軍官並非單純服從權威，而是打從心裡認同命令背

後的理念，認為自己當下的所作所為皆是為了光明的未來。

下文將以性格說、情境說、超我說，探討紅衛兵走向極端的原因。雖然是

以三種方向做討論，但因背景因素常有所關聯，並有影響程度上的不同，其實

三種層面很難做切割。

（一）性格說

當時的中國社會剛經歷大躍進的浩劫，百姓民不聊生。處在困乏的生活中

，自然而然期待有人跳出來解決大家的困境，所以毛澤東就成為百姓的 神奇救

星 5，把希望寄託在毛澤東的身上。

在毛澤東一代人的努力倡導下，曾彝度喪失的民族自尊心合自信心得到

恢復和重建。這為紅衛兵一代人心理上的健康成長，創造了一個良好的

社會環境。但是，可以想見的是，在一個封閉式的社會中培養起來的自

尊和自信難免不帶有一定成分的虛妄和自大。6

再來講紅衛兵的 權威性格 7 同時也具有施受虐的傾向。

年輕的紅衛兵，不同程度上都帶有「權威人格」，崇拜權威並屈從權威

，但與此同時又希望自己本身成為權威，而且要求別人屈從自己。他們

有強烈的獻身精神，且對任何異端信仰持頑固的排斥態度。8

4 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8D%AB%E5%85%B5。
5處在低迷的環境裡，期望有人來拯救，這人就是神奇救星。佛洛姆 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

深的孤獨與恐懼 新北市： 木馬出版：遠足發行 2015年 （劉宗為譯）。

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年1月26號），頁68。
7放棄部份自我，以求與他人結合 用次級連結來代替已喪失的初級連結，進入順從與支配、施虐

與受虐的關係。佛洛姆 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 深的孤獨與恐懼 新北市： 木馬出版：遠

足發行 2015年）。（劉宗為譯）。



以下事例可見紅衛兵施虐的傾向：

他們都教條式地堅持由黨的領導決定誰好誰壞的非白即黑世界觀，他們

都譴責和懲罰那些持有未被認可的價值觀和不合常規行為的人，他們都

對那些帶有「階級敵人」烙印的人顯出死硬的無情的偏見，把這些人看

作正常社會外的賤人，他們都嚮往透過將各自的個性溶於一個團結的集

體中而獲得安全保障，追求分享最高權威的權力和榮耀，從而使自己作

為權威凌駕於同輩之上。總而言之，他們二人都具有權威人格的典型特

徵。9

以下事例可見紅衛兵受虐的傾向，藉由放棄自我，以聽從集體的領袖毛澤

東的命令，藉此合理化自我的自卑感和依賴

歐同樣強烈地表現出權威主義特徵。如同我訪問的其他人一樣，她能像

教徒一樣地自我訓誡，像苦行僧那樣地生活。但是她仍十分擔心自己，

不能完全將性格中那些當局不允許的成分克制下去。她基本上是一個沒

有多少集體傾向的很個體化的人物。歐有意識地努力克服這一弱點，其

動力源於她想使自己的性格與外在權威的指令一致。10

由於教育體制、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還有中共建國之後進行的很多次的

思想改造運動、政治批判運動等，都讓整個中國人民的思想高度一致。在這樣

的環境底下，要人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其實是很難的，因為就算不被灌輸，所

有的資訊來源也都被過濾過了，他們將毛澤東的思想內化，進而規範自己的行

事為人

（二）情境說

首先根據情境說，使人服從權威的一個重要因素是 階序結構 11，而我們發

現文革當時的社會結構其實和納粹有許多雷同之處。毛澤東就如納粹的希特勒

、毛澤東手下的高層四人幫，類似納粹的中高階軍官，而紅衛兵就像納粹的低

階軍官。所以紅衛兵很容易只是接收上級的命令而去執行這些傷人、殺人的行

為，因為同儕都參與，自己也受影響，而進入 代理人心態 12

蔡文彬出身河南許昌的貧農家庭，就讀成都電子工程學院時，捲入文革

8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桂冠出版社，1900年1月1號），頁245。
9陳佩華，《毛澤東與紅衛兵》，（小倉出版社，2011年10月8號），頁275。

10陳佩華，《毛澤東與紅衛兵的故事》，（智典工作室，2007年6月1號），頁274

11社會組織要提升面對環境的能力，便要藉由規範群體關係來降低內部暴力。米爾格蘭，《服

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台北：經濟新潮社，2015年12月10號）。（黃煜

文譯）。

12人們加入權威系統後，就不再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是成了他人的代理人，為實現他人的期望而

行動 米爾格蘭 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 台北：經濟新潮社 2015年12月

10號 （黃煜文譯）。



洪流，成了四川紅衛兵成都負責人之一，還擔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

任。他說，當年學生投身文革是「無知」與「潮流」，「當時毛發動文

革，那時是歷史潮流，學生跟著潮流湧動。」他說，青年學子相信共產

黨、相信毛澤東，把共黨、毛的號召當成了自主行動，但他們根本不懂

政治、不懂社會，是自覺也是不自覺地參加了文革，腦子裡是一張白紙

。13

原本這些紅衛兵都是一般學生，這麼多數的普通大學生在遇到這樣的時空

背景時，都受到了情境的影響而做出這樣激烈、傷害他人的行為，而且往往只

是盲目聽從上級的命令，並沒有真正思考他們這些批鬥、抄家等行為的目的，

只是進入代理人心態，為別人的期望而行動。

文革當時的種種命令，常常透過「國家需要你這樣做」來達到執行的效果

透過 反擬人化 14的手段，讓服從的人不單單是服從毛澤東這個人，而是服從整

個國家及社會這樣龐大且具有壓迫性的形象。

（三）超我說

究竟是甚麼樣的心理機制使他們在當時的情境下，做出那麼多現在看來如

此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且規模之大竟然遍及全國、影響了廣大的學生族群以及

低產階級。下文可見其中一位女紅衛兵的超我已經支配了他的行為。

我們那個連隊的一位女性，身體很弱，患有較嚴重的胃病，初來東北根

本吃不下那裏的粗茶淡飯，每天只能賣點餅乾充飢，即使如此，她仍然

堅持每天下地勞動，幹著和其他同學一樣重的活。我們連還有幾位女知

青，看到男同學都扛著180斤的麻袋上屯，也要求扛整袋的麥子，看到

她們走上跳板時的困難勁，使人不能不佩服她們的意志。她們也硬是這

樣堅持了下來，成為了有名的「鐵姑娘」。

毛澤東大躍進的失敗，使毛澤東聲勢與權力一度跌落谷底，為了不讓手中

大權旁落，於是積極發動大革命，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同時將自己塑造為神

聖的領導人形象，甚至神格化，成為紅衛兵「認同（Identification）的外在對象

15」，是神聖的存在。在紅衛兵中，若同袍中有表現特別優異者，也會被其他的

紅衛兵們效法、崇拜。

毛澤東在晚年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半人半神、君師合一的角色。他用如

椽巨筆，在960萬平方公里的「白紙」上描繪著人類最理想的天國。16

13 紅衛兵的懺悔，我身上留著文革三壞（2016）。2016年5月16日，取自

http://a.udn.com/focus/2016/05/16/21086/index.html。
14將由人主導的事物，賦予非人的特質，像文革就是由毛澤東主導的活動，卻被賦予了整個國
家社會這樣非人的特質。米爾格蘭，《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台北：

經濟新潮社，2015年12月10號）。（黃煜文譯）。

15我認同、同化於某個對象。佛洛伊德，〈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收錄於《超越快樂

原則》，（。臺北市：知書房出版：紅螞蟻經銷，2000年）。（楊韶剛等譯）。



由此可見，毛澤東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領導人的形象了，他的所作所為、一

言一行都被紅衛兵當作典範，並且深深植入他們心中，在紅衛兵心中產生了外

在楷模「內向投射」（Introjection）17，成為此時每個紅衛兵心中都有一個屬於

自己的毛澤東形象，並且時時效法之。

投身世界革命，是紅衛兵一代人宏偉的理想。我們真切地認為，埋葬「

帝修反」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我們活著的意義，就在於要解放

佔世界總人口三分之二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人們已開始習慣把中

國當作世界革命的中心，把毛澤東視為世界革命的導師。而反映到紅衛

兵一代人的身上，就更增添了他們使命感的份量。18

不僅如此，紅衛兵對毛澤東和彼此之間也產生了 利比多 紐帶19，加強他們

彼此之間的關係。毛澤東與紅衛兵之間為縱向的利比多紐帶，他將欲推動的政

治思想，透過學校教育、發行相關著作…等方式灌輸，以及塑造出虛偽的領導

人形象，使學生及中下階層人民崇拜領導人、接受扭曲思想，進而使毛澤東能

夠操控他們。

文革前的學校教育為「接班人教育」，政治教化，成了教育的價值所在

和最主要內容，要將每個畢業生的人生價值和生活目標，都納入到中國

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宏偉藍圖之中。學校教育的重心轉到了德育，而所謂

德育，其實主要並不是道德品質的塑造，而是政治思想的灌輸。20

四、女紅衛兵

在這學期的課程中，有提到一位女納粹「頭號美女軍官」的伊爾瑪 格蕾澤

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女人變得同男人一樣殘酷無情，她們不僅充當了大屠

殺的幫兇，有的集中營裏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還兇殘。在文革時期，紅衛兵

之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女紅衛兵總是更為蠻橫無理、冷血殘暴。

與男性相比，女性無疑是溫柔和同情心的象徵。但希特勒對德國女性的

蠱惑，卻使她們中的許多人淪為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惡魔；而毛

澤東對年青一代的唆使，則把一大批女學生「教導」成了「橫掃一切牛

鬼蛇神」的政治打手。歷史表明，納粹和共產黨乃是毒害女性的不折不

扣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腦，她們也會像男人一樣成為獸性大發的

冷血動物，肆虐作惡。21

1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年1月26號），頁68。
17我將它內向投射、內攝進來。佛洛伊德，〈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收錄於《超越快

樂原則》，（。臺北市：知書房出版：紅螞蟻經銷，2000年）。（楊韶剛等譯）。

18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年1月26號），頁70。
19佛洛德認為，性是人的一切思想和行為的原動力、性欲，成為證明一個人魅力的 主要表達

與展現方式。他還把性稱為libido 即利比多。佛洛伊德，〈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收錄於

《超越快樂原則》，（。臺北市：知書房出版：紅螞蟻經銷，2000年）。（楊韶剛等譯）。

20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6年8月1號），頁262。



女紅衛兵在迫害別人的同時，自己也是受迫害者。在社會生活中，女性總

比男性承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婦女被趕出家門參加和男人無差別的社會勞動

，但是平時賺取的勞動工分卻是不一樣的。在「文革」夫人道德懲戒中，男女

關係被污蔑為「搞破鞋」，但是著重羞辱和打擊的是身為「破鞋」的女性，男

人常常逃過這樣的公審。

葉德慧小姐，出生於香港，她的父親在大陸淪陷時未及逃出，在思親心切

下，她十歲單身「回歸」大陸。共匪「文化大革命」期間，葉德慧是廣州

五個「紅衛兵」頭目之一，成天高喊著「毛語錄」和偽「人民日報」上的

口號。但是「紅衛兵」頭目並未使葉德慧前途順利，相反的，二年後她被

「下放」到農村，過著農耕的生活。22

不管女紅衛兵們進行怎樣的暴力行為，女紅衛兵 後也還是成為不可避免

的暴力受害者。因為在紅衛兵的派系鬥武力爭中，女紅衛兵由於身體的缺陷，

往往淪落成無辜的受難者，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

五、結語

本文研究紅衛兵的心理分析，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會出現紅衛兵運動的

原因，必須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時空氛圍，主要因素有：第一、中共建國以

來就強調的政治思想為主意識形態教育。第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現象，造

成文革中，紅衛兵進入了性格說、情境說、超我說的桎梏，釀成了大錯。

以前總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當了紅衛兵的學生像著了魔一般，一個個陷

入瘋狂、喪失理智，甚至到 後六親不認，只剩毛澤東至上的思想。雖然不解

，但也沒有想要多花心思去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些歷史

事情和我沒有任何瓜葛，充其量只會出現在歷史考卷上頭。

然而在我選定「文化大革命」這個主題後，我把這學期學到的各個學說套

用在紅衛兵的行為舉止上，頓時才發現以前的困惑都解開了。以各家的心理學

說來看，紅衛兵們是如何深陷在「性格說」、「情境說」、「超我說」的心理

桎梏裡頭，而他們那些令人匪夷所思、泯滅人性的行為也都解釋得通了。

重要的是，這對我來說不再只是國高中歷史課本上所學過的內容而已，

更能將其應用在現代生活中，「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是一個歷史上的借

鑑，對現代人來說是個很好的警惕 這些歷史事件看似都已經過去了，和我們並

無任何關係，但其實這些事情只是換了另種形式繼續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我

們要如何去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紅衛兵、下一個鑄下大錯的人，都要靠我們自

己獨立的審思，不隨便接受、信靠權威，如此我們才不會落入相同的迴圈中。

21 韓梅（2012）。女納粹與女紅衛兵。2012年12月23號，取自

http://www.ntdtv.com/xtr/b5/2012/12/23/a819249.html.-
%E9%9F%93%E6%A2%85%EF%BC%9A%E5%A5%B3%E7%B4%8D%E7%B2%B9%E8%88%87
%E5%A5%B3%E7%B4%85%E8%A1%9B%E5%85%B5.html。
22葉德慧，《我是女紅衛兵》，（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79年3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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