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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文明興衰的群體決策

● 陳心想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

(New York: Allen Lane, 2005).

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美國

加州洛杉磯分校地理學和醫學院生

理學教授。從生物地理學角度出

發，戴蒙德曾探索了過去一萬三千年

的人類文明，在不同的大陸上產生

巨大差異的原因，試圖通過各大洲

的可馴化植物和動物的地理分布

以及緯度的長短來解釋文明的高

下差別。這就是戴蒙德1998年獲得

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的名著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

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文明發

展差異的解釋。這種解釋基本上是

從客觀的環境和生態的因素來看過

去一萬三千年Þ各大陸社會和文明

的建立和興起，因此有環境決定

論的嫌疑。八年之後，戴蒙德推

出了又一巨著《崩潰：社會是如何

選擇成敗存亡的》（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 ，

以下簡稱《崩潰》，凡引此書只註頁

碼），用比較的方法探討在客觀生

態環境面前，人類的作為是如何發

揮作用的，也就是人類社會群體的

選擇和決策怎樣影響他們的興衰存

亡的。前者講社會和文明的建立興

起，後者講崩潰，因此兩本著作可

以說是相輔相成的姊妹篇。

所謂「崩潰」，在這本書Þ，是

指在一定領地內一定時間Þ的人口

規模劇減，以及或者政治的、經濟

的、社會的複雜性劇降。《崩潰》一

書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了美

國蒙大拿州的環境問題，為了表現

人們面臨的社會與環境的互相作

用，集中在一些個人的生活。第二

部分描寫了崩潰了的古代社會，總

結了五個因素的框架。導致這些文

明社會之所以消失的五個因素是：

一、生態環境的破壞；二、氣候變

化；三、強鄰壓境；四、友邦的支

《崩潰》探討了人類社

會群體的選擇和決策

怎樣影響他們的興衰

存亡。書中第一部分

描寫了美國蒙大拿州

的環境問題，第二部

分描寫了古代文明社

會消失的五個因素：

生態環境的破壞、氣

候變化、強鄰壓境、

友邦的支持與否、社

會面對環境問題時的

應變能力。他給出了

三個成功存活社會的

故事，說明在嚴苛的

環境ð，「崩潰也不

是不可避免的，而依

賴於社會的選擇」。

第三部分探討了現代

社會中國家面臨的問

題。最後分析了全球

化時代的環境問題和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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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否（復活節島是歷史上最好的

一個展示出孤立導致滅亡的例子）；

五、當社會面對環境問題時的應變

能力。戴蒙德把這些作為「輸入」變

量，把「存活」、「崩潰」和（如果發

生了崩潰）「崩潰的形式」作為「輸

出」變量，然後進行不同文明和社

會的縱橫比較，以此來考察每個因

素對社會文明興衰存亡的影響。復

活節島完全由於環境的破壞而消

失，皮特凱恩島波利尼西亞人是由

於環境破壞和失去貿易夥伴，美國

西南的阿納薩茲人是由於環境破壞

和氣候變遷，中美洲的瑪雅因為環

境破壞、氣候變遷和敵對鄰邦，格

陵蘭挪威人由於環境破壞、失去貿

易夥伴、氣候變遷、敵對鄰邦以及

面對社會崩潰拒絕變革。而後戴蒙

德給出了三個成功存活社會的故

事，分別是蒂蔻皮亞島、新幾內亞

高地農業成功和德川幕府時期的日

本的森林管理。這說明面對外在客

觀環境，人們的反應問題的能力會

造成不同的結果，文明社會若採取

適當措施，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可持

續發展生態環境，「即使在嚴苛的

環境Þ，崩潰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而依賴於社會的選擇」（頁21）。第三

部分探討了現代社會，包括部分原

因在於人口過剩的盧旺達的種族屠

殺，與比較成功的鄰國多米尼亞共

和國相比海地的失敗，像中國這樣

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以及像

澳大利亞這樣的第一世界國家面臨

的問題。在最後一部分，戴蒙德總

結了歷史上集體決策失誤的問題，

並分析了現代大企業和全球化時代

的環境問題和對策。

戴蒙德主要集中在人類社會應

對環境問題方面。他把環境問題概

括為十二種：

過去人類社會的環境破壞主要可分

成八種，每一種的嚴重性因個別例

子而有差異：山林濫伐和生物棲息

地的破壞，土壤問題（包括侵蝕、鹽

鹼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問題、過

度放牧、過度捕撈、新物種引進、

人類膨脹以及平均每人對生態環境

造成的衝擊漸增等。這種種行徑猶

如自掘墳墓，使得人類社會不知不

覺走上毀滅之路。（頁6）

過去人類社會因上述八種環境破壞

走上絕路。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

除了上述八種，還新增了四種：人

類造成的氣候變化、有毒化學物質

在環境中沉積、能源短缺，以及人

類將地球的光合作用使用到極限。

（頁7）

環境管理成功的故事，戴蒙德

展示出有兩條相反方向的治理辦

法。一是自下向上，一是自上向

下。採取哪種治理方式取決於社會

規模大小。面積小的社會成功的例

子是新幾內亞高地和蒂蔻皮亞島。

前者是以村莊部落的生活形式存

在，所以一個村莊即是一個社會或

者社群；後者1.8平方英里。因為面

積小，社群中的每個人都熟悉當地

的資源環境狀況，所以大家自覺保

護資源，獲得可持續發展。面積大

的成功的故事是德川幕府時期的日

本。這樣大面積的社區，一個人看

到這一片資源沒了，還以為別的地

方有，或者以為「那是別人的問題」

而置之不理。這就需要有個「中央」

來宏觀考察環境和資源問題，制訂

相應的政策，自上而下進行環境管

理。戴蒙德認為介於兩者之間的社

會很難成功，一是個人難以觀察到

整體狀況，二是形成不了有足夠能

環境管理的辦法，一

是自下向上，如新幾

內亞高地（面積小的

社區），社群中的每

個人都熟悉當地的資

源環境狀況，所以大

家自覺保護資源，獲

得可持續發展；一是

自上向下，如德川幕

府時期的日本（大面

積的社區），需要「中

央」來宏觀考察環境

和資源問題，制訂政

策。介於兩者之間的

社會很難成功，一是

個人難以觀察到整體

狀況，二是形成不了

有足夠能力的「中央」

集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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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強調個人積極性；自上而下

強調中央統一管理的重要。對現代

全球化的社會而言，無疑大社會中

環境治理的經驗尤其重要。

戴蒙德給出1868年之前的日本

大社區森林管理作為成功的例子。

針對森林保護，他們採取的措施，

既包括積極性的，也就是推動種

植，也有消極性的，即防止濫伐。

為甚麼日本「自上而下」的森林管理

能夠成功，而像古代復活節島民和

瑪雅等，現代的盧旺達和海地等，

面對類似的危機卻沒有成功呢？戴

蒙德認為，除了客觀上日本環境的

優勢，以及在危機之前就已經具備

的，比如食草的山羊和綿羊很少，

還有煤礦開發，海產品增長等客觀

優勢之外，重要的是他們的精英和

大眾都能夠比其他社會的人們，更

充分認識到保護森林的長期利益。

對精英而言，德川家族迎來了和平

和繁榮，政治的穩定和充分的信心

讓他們覺得，未來是他們的，有信

心投資未來，並籌劃長期利益。比

較而言，瑪雅的國王、盧旺達和海

地的總統，都沒有信心預期他們的

子孫可以繼任。而且，日本相對而

言的民族和宗教的同質性，也使他

們更容易穩定。這種「自上而下」的

辦法強調了國家制度和能力的作

用。

在論述日本的成功之後，戴蒙

德依然對成功的社會管理保持謹慎

的態度。他認為，不管是領導者還

是百姓，人們即使追求長期利益，

行動也不一定總是明智的。他們常

常依然追求眼前利益，甚至有時的

行為對眼前利益和長期利益都是愚

蠢的。其原因可以從戴蒙德非常精

彩的第十四章中找到，即：群體決

策為何會失誤。這一章是為現代人

做的「殷鑑」匯總和避免群體決策失

誤的路向標。

戴蒙德首先指出群體決策失誤

和個體決策失誤的不同之處。一般

來說，群體決策失誤的情況比個體

的複雜得多，由於群體成員之間存

在Å利益分歧，即使在沒有個體決

策失誤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群體

決策的失誤，也即「個體理性造成集

體非理性」。同時還有人們的認知差

異，複雜的情況也往往撲朔迷離。

戴蒙德為我們描繪的群體決策失誤

路線圖，有四個站（stops），每個站

都會引發群體決策選擇的失誤。

第一站，危機發生前，群體預

計不到。那麼，是甚麼因素導致人

們不能對危機做出預警呢？原因之

一，沒有經歷過，沒有經驗。或

者，雖然經歷過災難，但卻忘得一

乾二淨，「好了傷疤忘了疼」。遠古

沒有文字的時候，文明是靠口耳相

傳保持下來的，不容易記住。即使

有文字，人們也常常疏忽大意。比

如公元592年，古代低地瑪雅社會度

過了一次可怕的旱災。然而瑪雅王

國的文字服務於帝王的頌歌，而不

是難民的災荒史，他們沒有將對付

旱災的經驗提供給後人。否則，他

們的子孫或許就可以躲過二百多年

後的又一次大旱。還有，錯誤類比

也會導致人類不能預見危機。人們

往往將不熟悉的環境與以往生活過

的環境相比較。比對了倒好，比錯

了就走錯了路。比如，就是由於對

兩地土質的錯誤類比，古挪威的維

京人到冰島後伐林畜牧，導致了災

難。

第二站是，即使人們有所警

覺，危機發生時也可能覺察不到。

對此至少有三種解釋。第一，人類

危機發生前，群體預

計不到，或因沒有經

驗，或因疏忽大意。

如古代低地瑪雅社會

度過了一次旱災，但

該國的文字服務於帝

王的頌歌，沒有將對

付旱災的經驗提供給

後人。錯誤類比也會

導致不能預見危機，

如古挪威的維京人到

冰島後伐林畜牧導致

了災難，是由於對兩

地土質的錯誤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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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技術手段還不夠高明。第二

個原因比較常見：危機常常不聲不

響，徐圖緩進。全球變暖是一個最

好例證。通常這類現象只是一年比

上一年差一點點，逐年惡化，就像

逐步加溫煮「青蛙」的感覺。第三個

未能察覺危機的常見原因是遠距離

管理造成的，這是任何大型社會中

的潛在問題。比如，今天美國蒙大

拿州最大的伐木公司的總部並不在

該州，而在西雅圖市。由於遠離現

場，公司領導人可能想像不到他們

的林場存在Å嚴重的莠草問題。所

以，為避免這種情況造成的失誤，

上級領導要經常到基層考察。

第三站，就是假定我們現在已

經預感到了危機，並且也覺察到它

已經來臨，但我們可能會無能為力

毫無作為，任由其發展。這也是群

體決策失誤中最為普遍和驚人的。

利益群體、個人利益分歧、問題和

治理手段認識差異等，造成吵不出

個結果，或者措施偏頗，或者錯失

良機。「搭便車行為」也讓分散的大

眾難以組織，造成得利的一小撮和

受損的大多數之間的博弈困境。比

如許多廠家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己

的利益而把負擔轉嫁給社會，污水

廢物廢氣殘渣危害水源和環境生

態。再者，當事人若不具有長期利

益也會理智地置潛在危機於不顧。

但是，不管是精英還是大眾，當大

家被綁在一條船上時，更可能做出

好點的決策。比如在荷蘭，當精英

利益和公眾利益捆在一根繩上，決

策者們就制訂出符合整個社會利益

的措施。荷蘭的攔海造田，地勢低

窪，一旦大堤崩潰，堤內的百姓就

會面臨洪水滔天的危險。荷蘭的富

人和窮人都住在低地內，而不是富

人住高地窮人住低地。當局明白自

己和國民風雨同舟，不可能免於堤

壩破壞的滅頂之災，所以肯花費

幾十億美元建造和加固堤壩。

另外，對危機的無所作為不僅

緣於利益分歧的理性行為，某些非

理性行為也害人不淺，而且所有社

會成員都不能幸免。即使同樣一個

個體，短期和長期動機的差異也會

使他對未來的危機無動於衷。比如

貧困人口，今天的飯都有困難，還

怎麼考慮明天？你看赤道地區的一

些漁民用炸藥和氰化物殺死和捕捉

魚群，他們明知道這樣做會造成未

來漁業的災難性後果，但一家老小

的衣食就靠這些魚養活呢！

最後一項影響覺察危機後仍無

所作為的因素被稱為「心理否認」。

儘管某種預感提醒人們未來可能遇

到的嚴重危機，但這可能在潛意識

Þ給人精神上帶來劇烈痛苦，因此

人們的內心會抑制或者否認這種預

感。直接面對危險的人只有憑藉這

種心理狀態才能免除恐懼造成的精

神威脅，保持神智清醒。

最後一站是，人們終於開始行

動了，試圖解決問題但卻沒有成

功。這個環節的決策失誤存在許多

顯而易見的解釋。有時候是因為現

實太複雜了，任務太艱巨了，非人

力所能及也。有時候是因為人們努

力太少，行動太遲，錯失良機。

為了展現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

題，戴蒙德給出專章講中國，就是

第十二章：中國，搖搖擺擺的巨

人。按照戴蒙德的考察，中國面臨

Å嚴重的環境問題，前面提到的古

今社會中的十二個問題，中國全部

都有。中國這麼一個大國，人口佔

世界的五分之一，又趕上急速現代

即使人們預感到了危

機，也可能無能為

力。利益分歧會造成

得利的一小撮和受損

的大多數之間的博弈

困境。比如許多廠家

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

己的利益而把負擔轉

嫁給社會。短期和長

期動機的差異也會使

人對未來的危機無動

於衷。赤道地區的漁

民用炸藥殺死魚群，

明知道這會造成未來

漁業的災難性後果，

但一家的衣食就靠這

些魚養活。



化和城市化，對資源的需求是驚人

的，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非常嚴

重。面對環境的諸多問題，一定要

重視決策和選擇，以扭轉局面。像

中國這樣一個同質性很強的，一個

中央政府的國家不多，可以集中起

來辦大事。如果是辦好事自然好，

如果是破壞性的，就更可怕。由於

技術低下，和發達國家相比，資源

的利用率很低，浪費資源的同時，

造成大量的垃圾。比如，小型鄉鎮

企業對環境生態的破壞。

面對十二個相互聯繫在一起的

嚴重問題，戴蒙德駁斥了一些笑話

一樣的觀點，比如「環境必須和經

濟平衡」、「技術發展會解決問題」

等等。但是，古代社會的教訓對現

代社會還有用嗎？我們現代社會和

古代社會有哪些區別呢？戴蒙德認

為，最明顯的不同是現代社會人口

遠比古代多，技術更有效，第二大

不同是現在是全球化時代。正是這

兩點讓那些問題在現代社會更加嚴

重，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古代社會

的成敗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最後戴蒙德表明自己對問題的

解決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其原因：

一方面我們承認我們面臨的問題嚴

重；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選擇去

做，問題可以解決，但是必須作出

兩類選擇：長期規劃和願意重新思

考我們的核心價值，比如我們的消

費觀念。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都

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那麼全

球消費和廢物製造將增加幾十倍。

還有一個可以樂觀的原因是，現代

全球化的社會有電視、書籍和互聯

網，人們可以了解遠距離的社會情

況，這樣更容易於信息溝通，便於

管理。戴蒙德雖然指出，這會使偏

遠落後地方的人們也看到了並仿效

追趕發達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但

他忽視了也正因為全球化，造成群

體決策和執行更加困難。

戴蒙德對問題的解決

持謹慎的樂觀態度，

但他指出必須作出兩

類選擇：長期規劃和

願意重新思考我們的

核心價值，比如消費

觀念。如果發展中國

家的人們都過上發達

國家的生活方式，全

球消費和廢物製造將

增加幾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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