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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nis’s groupthink holds that group can produce the best decision, also can make the worst 

decision, just like a person. There is a clear and concise narrative adopted in the film " Die Welle " to 

demonstrate an authoritarian farce vividly .Using the theory of groupthin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the symptoms of the "Die Welle" ,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given by the fanaticism group of  the " Die 

Wel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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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尼斯的小集团思维认为“团体可以产生最好的决定，也可以做出最坏的决定，就像

一个人一样。”电影《浪潮》使用简洁明了的叙事手法，生动的展示了一场独裁主义的闹剧。

利用小集团思维的相关理论，解析“浪潮”群体产生的原因以及“浪潮”中小集团思维的症

状，并解析“浪潮”下的群体狂热给予的启示。 

1．引言 

欧文在《小集团思维》一书中指出，团体可以产生做好的决策，也可以做出最差的决定，

就像一个人一样。他认为小集团思维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人们深陷一个内聚的团

体时，团体成员对团结一致的追求取代了他们对不同行动步骤进行客观评估的动机。在生活

中，最常见的是，对严重危险的集体误判，不用头脑的保持一致，然后在一个轻松愉快、排

除外人的气氛下，大家一笑了之。[1]欧文的理论深刻的展现在“文格尔先生”领导的浪潮中。
  

于 2008 年在德国上映的电影《浪潮》，是根据美国小说家托德·斯特拉瑟的同名小说改

编的。《浪潮》讲述了在一个德国普通的高中实验课堂上，老师赖纳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能

亲自体验独裁统治，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特殊的极权主义实验，电影的原型是发生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一所高中的“第三浪潮”。在这次实验课程中，老师赖纳带领学生组建了一个小型的极

权组织，他不断向同学灌输团结与纪律，树立假想敌，强调团队一致与服从，在自己的课堂

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极权力量。故事发展到第四天，由于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学生马尔

科的劝说下，老师才渐渐发现这项实验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便在实验的最后一天宣告了这项

实验的结束。在电影最后，“浪潮”的忠实拥护者蒂姆由于不能接受浪潮的结束而吞枪自杀，

甘塞尔导演用这场实验向人们生动的展示了一场五天就能形成的独裁主义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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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小集团思维 

耶鲁大学的简妮斯教授，通过美国政府支持和操纵的对古巴入侵事件，推动了他对小集

团思维进行研究和思考，提出一种全新的研究外交政策的视角。对于“猪湾入侵”失败的原因，

美国学界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新政府接受了旧官僚，新旧成员之间的合

作出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此次决策团队具有高度的团结精神，他们排斥相关的专家；有

的学者认为是决策小组内部出现了问题，小组成员不敢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绝对服从内部

统一的意见。但在贾尼斯看来，这些观点都是不足以用来解释这个事件的。贾尼斯分析到，

参与决策的小组成员都是相当有经验的政治人物，并且在长达三个月的期间内他们曾多次聚

集在一起商议入侵事宜。因此，贾尼斯对这次失败行动进行了再次深入的探究。在探究过程

中，贾尼斯发现有一些普遍的幻觉存在肯尼迪团队之中。比如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可以轻易

摧毁古巴的军队；中情局会将入侵的真相掩盖起来；入侵会引发古巴地下颠覆活动，并得到

有力的支援。然而现实却和决策小组的幻想截然相反。[2] 

在研究猪湾决策失败后，贾尼斯又对同样失败的福特政府解救柬埔寨政府扣留的美国轮

船马亚圭斯号的政策、卡特政府营救人质的政策，以及相反成功的案例马歇尔计划和古巴导

弹危机处理的案例分别进行了分析。贾尼斯根据对几个案例的分析，提出小集团思维的症状

主要有三点：决策团队对自己力量和道德的高估；决策团队与外界的封闭；团队保持一致的

压力。[3] 

3. “浪潮”群体产生的原因 

在贾尼斯的研究下，通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使小集团思维成为逻辑严谨

并成为政治学、心理学、传媒学颇引人注目的一种决策分析模式。笔者尝试用小集团思维的

相关概念，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浪潮》。 

3.1 一个绝对权威人物组成一个内聚的团体。[4]教师赖纳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独裁统治在

当今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同学们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赖纳为了与同学一起追寻问题的答

案并且让同学们能真正领悟独裁，在自己的课堂上发起了一个模拟独裁统治的实验。在这次

实验中，作为发起者的赖纳理所应当的被选举成为浪潮的领袖，他要求学生们必须尊称他为

“文格尔先生”，并且他被赋予绝对权威的权利，他的命令大家都必须要服从，从而建立了一

个从上至下的等级体系。大家在课堂上给这个班级取名为浪潮，穿统一的白衬衫，设立统一

的口号和问候手势。班级成员就这样在赖纳的带领下高度凝聚起来，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认

同感和凝聚力的小团体。 

3.2 组织的结构错误。欧文认为，小组的封闭，缺乏公平领导的传统，缺乏方法性流程规范，

成员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一致，都是造成小集团组织结构错误的原因。[5]浪潮成员活在自

己的世界中，不听取非浪潮成员的意见，并与和浪潮有不同意见的人发生冲突，属于小集体

封闭的表现。教师赖纳被选举为浪潮的领袖，他在浪潮中拥有绝对的权利，大家都听从他的

指令和调遣，几乎没有其他成员发声的机会。在电影中，只要有人愿意穿白衬衫和做浪潮的

问候手势就能够加入浪潮，成为浪潮的一员，在此也可见浪潮内部并没有规范的组织流程。

浪潮中的同学都生活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他们有的人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有的人缺乏朋友的

关爱，大家都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迷茫，并在内心中都存有对温暖的集体的渴望。而浪潮刚

好给予了他们集体的温暖和共同信念，他们渴望能在这个集体中寻求归属，寻找到大家共同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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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浪潮”中小集团思维的症状 

4.1 坚不可摧的幻觉。欧文在书中提到，“一种共享的坚不可摧的错觉和自我辩解可以缓解最

初对失败的恐惧，防止出现对个人缺陷的胆怯情绪，特别是在危机时刻。”[6]电影中一位同学

写关于浪潮的体会时说到”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在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份子。

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浪潮中的成员

从一开始对于这场实验的新鲜感，到最后演化成对浪潮的依赖和信任。文格尔先生宣称“从现

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他吞噬。“他们仿佛认为浪潮永远都不会结束，

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追求。蒂姆是浪潮的忠实拥护者，他懦弱

又胆小，生活中缺乏别人的关爱。文格尔先生和浪潮的出现，让蒂姆唤醒了心中对受到他人

关爱和保护的欲望，并在内心将浪潮视为自己的归宿和精神王国。浪潮给予了蒂姆坚不可摧

的幻觉和梦想，这也是造成蒂姆惨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4.2 坚信小组内在美德，对异议者的压力。欧文指出，对于团队内在美德的坚信及对反对者

持有没有任何区别的负面刻板印象，使得他们尽可能降低决策在道德标准与之际利益之间的

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们在倾向于使用暴力时。[7]卡萝因为觉得自己穿白衬衣不好看而拒绝

和大家保持统一，结果她遭到老师的无视和同学们的嘲笑，对团队的一致性和对异类额排斥

已经扎根于浪潮成员的心中。在水球比赛的场馆前，浪潮的成员要求同学们做出浪潮特定的

问候手势，否则就不让别人进入场馆。浪潮的白衬衣、问候手势、统一的标志都让班级学生

产生了极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在群体一致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壮大，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看到生

活的希望，实现浪潮宏伟的理想。 

5. “浪潮”给予的启示 

5.1 培育独立人格，对权威保持怀疑。欧文提到，政策制定团队的领导人应当让每一个成员

都扮演批判性评估者的角色，他要鼓励团队成员有限发表他们的意见和质疑之声。这一实践

需要领导者接受对自己判断的批评来进一步强化，以阻止成员们不愿意提出他们不同的意见。

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个小团体中，如果一个相对权威的领导人物在事先就摆明自己对某件事

务或者决策的态度，那么在这个群体中就会自发形成一种共识，从而阻碍不同声音的出现。

同理反观浪潮，赖纳的课堂追求绝对的一致性，几乎没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大家都视赖纳

为绝对权威和正确的领袖。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保持自己的个

性，重视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育。欧文同时也提到，很少有团队是由绝对理性的人组成的，

但是我们应该遵循能够促成评判性评估的规范，才能在所期望的方向上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5.2 选举开放、宽容的领袖。欧文指出，只有领导人在所有需要进行决策的场合确实都会保

持思想开放，并且在其他人达成了令他不悦的共识之时，他才会充分珍视团队的判断而避免

使用他的权利。赖纳设计这次实验课的目的是为了和同学们一起体验独裁统治。但是随着浪

潮的演进，赖纳在集体中成为了最有权威和最受尊重的领袖，他享受学生们带给他的荣誉感，

渐渐迷失在浪潮中，变成了一位让人惧怕的独裁者。开放、宽容的领袖可以使群体中发出更

多的声音，接纳不同的意见，对于群体的发展和避免使用领导者的权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5.3 充分激发群体积极性，提高群体组织化能力。欧文强调，一个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应当遵

守这样一个管理实践：在同一个政策问题上设立若干个独立的政策规划和评估团队，每一个

团队应当在不同的领导者之下进行单独商议。设立若干个独立的团队去探讨一个政策，有利

于团队的独立判断，防止执行团队被隔绝的情况出现。但是也有学者人物，若干个团队的设

立可能会造成过大的安全漏洞和时、金钱、效率的过度耗费。对于一个群体的决策，我们应

该适当设立不同的讨论团队和规范化组织程序，尽可能的选择素质较高的工作人员，激发团

对的积极性，确保团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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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集团思维存在的缺陷 

6.1 从研究范围上看，小集团思维的研究大多数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上。贾尼斯研究的

新奥集团思维，大多数案例都是以美国的对外政策为例，并且其给出的研究结论也是致力于

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虽然贾尼斯在书中强调，小集团思维绝不仅仅只能用来研究美国对

外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同样有借鉴意义。但从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以美国为基础分析出的

对外政策，它在其他国家也许没有很大的实际效用。 

6.2 从案例分析方法上看，案例分析方法容易使研究者刻意选择与自己研究相符的案例。[8]

这是案例分析方法的研究者普遍会陷入的陷阱。贾尼斯在研究中将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都归

因于小集团思维的产生，但是小集团思维和外交政策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6.3 从研究对象来看，小集团思维对外交政策成与败的定义太过于绝对化。在贾尼斯的研究

中，对外政策的划分要么是失败要么是成功，过分利用自己的主观思维取评价一项外交活动。

但在实际的外交中，很难分辨出绝对的成功与失败，其中影响因素很难用具体的指标衡量。
[9] 

7. 小结 

电影《浪潮》警示我们，从自由到独裁只需要短短的五天时间，即使是在当代社会也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参与独裁主义的闹剧。我们对于极权主义要持警惕

之心.欧文在书中的最后明确指出，对小集团思维了解的太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所以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保证自己独立思考和获取足够的信

息，对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于讨论，并尽可能的在有限时间内广泛寻求可能的政策选择，避

免踏入小集团思维的陷阱。了解并且认识小集团思维，有利于我们增长见识，扩宽研究视野，

避免自己掉入小集团思维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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