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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瓷”现象的伦理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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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碰瓷”现象在现代化进程中恶化了人际关系，生成了“伦理病灶”。概念上，“碰瓷”即是不义之人以欺

诈或勒索等手段占有他人钱财的行为或现象；本性上，恶的本性存在并规定着施害人与受害人、目的、方法和结果等

整个事件；后果上，“碰瓷”现象已经和正在消解人们的诚信观念，助推道德冷漠，危害社会和谐，消磨人们的自立精

神，由道德危机走向伦理危机，最终成为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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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源于清朝末年北京的“碰瓷”现象，这一潜

藏多年的“道德病毒”，穿越了时空，进入现代化进

程之中，复发并感染人际交往，生成了“伦理病

灶”，并且随着现代化步伐而发生变异，而“伦理病

灶”不断扩散并恶变或癌变成为一种“病态的不信

任”文化[1]。“碰瓷”现象的现代性元素在不断增加，

亦即不断被“现代化”，其样态也在不断翻新，其危

害愈来愈广，也愈来愈深。“碰瓷”现象日益成为一

大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危机。“‘扶老人’由问题走

向危机，经历了道德信用问题转化为伦理信任问

题、伦理信任问题演化文化信心问题的三个节点

和两次转化。”[1]亟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学术研究

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发现信任危机的病理图谱和

问题轨迹，揭示危机生成的特殊规律，探讨走出危

机的伦理战略。”[1]目前，学界主要从现象学的层面

和法律视阈对“碰瓷”现象进行定性分析研究。而

“碰瓷”现象不仅是现象学的法律问题，而且是形

上层面的伦理问题，不仅需要法律层面的定性研

究，更需要伦理层次探讨“碰瓷”现象的本性、特点

及其危害。本文主要对“碰瓷”行为或现象的概

念、本性、特点以及危害等进行伦理审视。

一、“碰瓷”概念的伦理审视

从辞源上考察，“碰瓷”一词，源于北京方言。

而北京方言的“碰瓷”一词，则源于清朝末年的“碰

瓷”现象，而这一“碰瓷”现象有两种说法，一种说

法是清朝末年的一些没落的八旗子弟贪恋奢华生

活，而又不想劳动，就想出以不法手段来欺骗和敲

诈他人钱财的“碰瓷”方法，手捧着名贵瓷器的赝

品，专门在闹市街巷等候，寻找机会，故意让行驶

的马车或急匆匆的行人不小心“碰”他一下，手中

“名贵”瓷器随之落地而摔碎，于是瓷器主人就堂

而皇之地缠住车主或行人以“名贵”瓷器价格予以

赔偿，对这些基本上是赶时间的人进行讹诈（据说

成功率很高），时间一久，这种行为或现象就被称

为“碰瓷”。另一种说法是，“碰瓷”是古玩界的一

句行话，就是卖古董的人在摆摊位时有意把那些

易碎易裂的瓷器摆放在危险的地方，专等路人或

车辆不小心把瓷器碰坏，他们便可借机进行讹

诈[2]。

由此可知，不管哪种说法，“碰瓷”的原初意义

就是一些不义之人利用瓷器（主要是赝品）易碎特

性故意让马车或行人碰坏或碰碎，然后对其马车

主人或行人进行讹诈的行为或现象。从“碰瓷”行

为或现象的起源可知，它具有一定的时限性和地

域性。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碰瓷”现象已经超越

了时限性而具有现代性，已经突破地域性而具有

普遍性，由最初的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并日

益成为社会问题，“碰瓷”一词也就不再是方言性

和地域性的，而已经是整个社会的热词。今天，

“碰瓷”这一概念不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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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瓷器不再是主要的，也不是唯一的“碰”

的工具，汽车、自行车、旧手机、破电脑、假手表等

都可能成为“碰”的工具，甚至用自残的肢体，如自

残的上肢、下肢等，去“碰”受害人的汽车或自行车

等，从而达到讹诈他人钱财目的。更有甚者，“碰

瓷”已经不再需要去“碰”了，它已经深入职场，成

为职场“碰瓷”。所谓职场“碰瓷”就是一些不义之

人专门寻找一些劳动管理有漏洞的企业，入职时

以各种借口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要求社保资金

折现，并承诺不找企业麻烦，然而，工作数月后再

以企业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依法缴纳社

保等理由向企业索赔，离职时通过谈判、调解或劳

动仲裁等获得一笔补偿金[3]。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碰瓷”行为或

现象也在不断“现代化”，就是现代元素不断被融

入到“碰瓷”行为或现象中，也就是一些不义之人，

以现代性工具、手段、方法等进行“碰瓷”，从而达

到讹诈他人钱财之目的。因此，“碰瓷”这一概念

内涵与外延在现代性社会里都得到引申和发展，

即“现代化”了。“碰瓷”现象呈现出多样和多变的

特征，以瓷器为工具去“碰”的行为或现象日渐隐

退，而以汽车或自行车和自残肢体去“碰”汽车或

自行车则日渐成为“碰瓷”的主要样态。现在，人

们一听到“碰瓷”一词，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层意义。

虽然“碰瓷”现象呈现出多样和多变的特征，

但从伦理学视阈可以发现其不变的本质，那就是

不变的目的——占有他人钱财，多变的手段——

工具。“碰瓷”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主要表征于手段

即“碰瓷”工具之上，也是据此，“碰瓷”行为或现象

可以分为不同类型。首先是以汽车或自行车为工

具的“碰瓷”，这是目前“碰瓷”的主要类型；其次是

以身体（肢体）或自残身体（肢体）进行“碰瓷”的；

再次就是以旧手机、旧电脑，甚至宠物等其他工具

进行“碰瓷”的；再有就是不需要“碰”，而是对“碰

瓷”意义加以引申的职场“碰瓷”；目前，还有以假

离婚获取拆迁补偿的，以假结婚购买房产的等都

是不需要“碰”而实质就是“碰瓷”的新样态。

多变的是样态，不变的是本质。“碰瓷”一词就

是不义之人以欺诈或勒索等手段占有他人钱财的

行为或现象。这一概念内涵着两层意义，其一是

“不义之人”，即是其目的或动机是恶的，就是占有

他人钱财；其二是“不义方法”，即是恶的方法，就

是以“碰”而进行欺诈或勒索等方法。这两方面意

义是内在统一的，因为其目的或动机是“不义”的，

即恶的，既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合理性，那么

实现其目的或动机的手段当然只能是“不义”的，

即恶的。因此，“不义”，即恶，使得“碰瓷”的目的

或动机与手段或方法两者统一起来，“碰瓷”不具

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合法性是法学、社会学和政

治学等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合理性则是伦理学

所关注的问题，“抽象地说，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

与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具体地说，这里的合

理性按其内容是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

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

志）两者的统一；因此，合理性按其形式就是根据

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自己的行

动。”[4]而伦理的本性就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

一，所以，“碰瓷”形上层面是伦理问题。

二、“碰瓷”现象本质特性的伦理审视

“碰瓷”现象日益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问题，

引起了学界关注，目前学界主要是从现象学层面

对“碰瓷”行为或现象进行法律定性研究。法律定

性主要是从犯罪原理即犯罪构成要件：犯罪主体、

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等

方面对“碰瓷”行为的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等定性分析

和研究。“碰瓷”行为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伦理问

题，它不仅可以法律定性，也可以伦理定性。

“碰瓷”是不义之人以欺诈或勒索等手段占有

他人钱财的行为或现象，这里的“不义”就是揭示

出“碰瓷”行为或现象的伦理本性，即恶的本性。

从伦理视阈看，“碰瓷”行为或现象就是“碰瓷”之

人不能以伦理原理和方法去认识和处理与他人和

他人财物关系。伦理就是人“伦”之“理”，就是处

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

系的原理、道理、原则等。而处理人与他人关系的

原理、道理、原则就是爱和尊重，就是要爱他人，最

基本的就是尊重他人。这里的爱他人、尊重他人

再引申一步就包括爱他人财物、尊重他人财物，因

为他人财物因其主人而获得了人格性，所以，爱他

人和尊重他人包括爱他人财物和尊重他人财物；

爱他人财物和尊重他人财物也就是爱他人和尊重

他人，也是爱他人和尊重他人的具体表征。“碰瓷”

者不是以人“伦”之“理”对待他人和他人财物，而是

以“不义”之“理”对待他人和他人财物，就是在目的

和意图上对他人财物的贪恋，即恶的目的和意图，

在行为方式上以欺诈或勒索等手法，即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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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他人财物或钱财的占有。因此，“碰瓷”行为

或现象在伦理本性上是“不义”的，这是从否定要素

即“不义”上定性的，从肯定要素上定性，“碰瓷”行

为或现象则是一种“恶”的行为或现象，“碰瓷”一词

也可概括为以恶的目的和恶的手段占有他人钱财

的行为或现象。

由上述对“碰瓷”行为或现象伦理内涵及其伦

理本性的揭示，我们可以知道“碰瓷”行为或现象根

本特性就是恶的本性，亦即“不义”，整个“碰瓷”行

为或现象从发生到发展再到结束都由恶的本性规

定，而这一恶的本性不能显明，必须隐藏，而以非恶

的面目登场，以欺骗的方式呈现。

首先，“碰瓷”现象恶的本性规定“施害人”和

“受害人”的欺骗性。在“碰瓷”事实发生过程中，本

真上是施害人去“施碰”受害人，而现象上却是施害

人通过欺骗性的方法使“施碰”者变为“受碰”者，从

而使得施害人与受害人发生颠倒，施害人因“受碰”

而成为“受害人”，而真正受碰的受害人却成为“施

碰”者，也就是成为“施害人”。从现象学层面看，

“碰瓷”行为或现象，真正施害人成为“受害人”，而

真正受害人却成为了“施害人”，这就是“碰瓷”行为

所呈现的欺骗性。“施害人”和“受害人”欺骗性成为

“事实”是“碰瓷”现象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

核心环节。

其次，“碰瓷”现象恶的本性规定其欺骗性存

在于“碰瓷”工具上。从“碰瓷”一词起源上可知，

所“碰”的“瓷”即瓷器虽然是各种“名贵”瓷器，但

基本上都是赝品。“碰瓷”现象发展到现在，其工具

也基本上是虚假的。“受碰”的名车大多上是二手

车，甚至是报废车，“受碰”的手机、电脑等也是旧

的，甚至是不能用的，“受碰”的宠物要么是生病

的，要么是伤残的，甚至是死亡的，就是因“受碰”

而“伤残”的人也是虚假的，他的伤残并不是“受

碰”而伤残的，他是在“受碰”之前就已经是伤残

的，甚至是已经自残的。“碰瓷”现象恶的本性规定

着其工具必须是虚假的，因为“碰瓷”的目的是为

了讹诈他人钱财，如果以真实的工具，如名贵的瓷

器、名车、身体等去“碰瓷”，那是无利可图的，一旦

“碰瓷”成功，那么只能按价赔偿，讹诈空间有限，

甚至没有讹诈空间，“碰瓷”不能成功，就没有人对

受损的名瓷、名车、身体等进行赔偿，那“碰瓷”者

就会得不偿失，这与“碰瓷”恶的本性和恶的目的

相去甚远。因此，“碰瓷”恶的本性决定“碰瓷”工

具的欺骗性。

再次，“碰瓷”现象恶的本性规定其欺骗性表

现于目的性上。“碰瓷”恶的本性规定其目的就是

为了讹诈他人钱财，非恶性必须以欺骗性呈现，从

而掩盖“碰瓷”的恶的目的，或表征为无目的，或表

征为无辜者，或表征为受害者，使自己由一个“施

碰”者成为一个“受碰”者，也就是使自己由一个

“施害”者成为一个“受害”者，然后以“受害”者身

份索取所谓的“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赔偿，以维

护自己“合法合理”的利益，掩盖讹诈他人钱财的

恶的本性。因此，整个“碰瓷”过程以欺骗性的方

式呈现出非恶的目的。

此外，“碰瓷”现象恶的本性还以欺骗性方式

呈现于结果上。如果“碰瓷”目的、工具、“受害人”

和“施害人”以欺骗性方式呈现为“事实”，那么其

结果也必然以欺骗性方式呈现。颇为讽刺和具有

戏剧性的是，碰瓷者以“受害人”的面孔，堂而皇

之、理直气壮地向被碰瓷者索要赔偿，被碰瓷者明

明是真正的受害人，却为了息事宁人，被迫“花钱

消灾”。也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真正施害人没有

得到惩罚，而应该受到保护的真正受害人的利益

没有得到保护，“碰瓷”现象恶的本性以欺骗性方

式呈现于结果之上，是非颠倒。这一“事实”和结

果正是由“道德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它必然引起

人际关系的病变，即人际关系的不信任，也正是这

一人际关系的“道德病毒”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观

念。

三、“碰瓷”现象社会后果的伦理审视

正是“碰瓷”现象恶的本性以欺骗性的非恶的

形式呈现，尤其是被“道德病毒”感染的结果已经

并正在吞噬人们的诚信观念，毒害人们的信任关

系，生成不信任人际关系。

首先，“碰瓷”现象消解人们的诚信观念。

“诚”和“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元素。

“诚”就是真实和实有之意。“诚者，以言其实有

也。”[5]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

然也。”[6]“信”就是真实和信用等之意。老子认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7]“诚”和“信”相通。《说文

解字》以“信”释“诚”：“诚，信也，从言成声。”“诚”

与“信”为一体即诚信，成为现代重要的德性，也是

一种重要规范。在诚信的现代意义上，“诚”一般

指人的内在正直、诚实的态度和品质；“信”则指外

在的言行，涉及与他人关系；“诚”重心在“我”的道

德品性；“信”重心在“人”，就是“我”与周围“人”是

梁修德：“碰瓷”现象的伦理审视 ·· 75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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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建立良好的信誉关系。因此，诚信就是内与外

的辩证统一，立足于规范“我”，而面向他“人”，在

与他人相处时讲诚实，守信用。

诚信作为一种德性，它是做人的根本，是一切

德性的基石，是引导人格提升和情操高尚的核心，

它制约着其它一切德性，没有诚信德性，其它德性

都将是不真实的，没有基础的，不是真正道德的。

法国学者蒙田指出，诚信（真诚）是“美德的首要的

基本的部分”。“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8]朱熹

也认为，“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

礼、智皆然。”[9]诚信是为人的根本，孔子说：“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10]“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

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殒，善名不

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除。”[11]俗话也说，“人无信不

立，业无信不兴”。

然而，就是这做人的根本——诚信，也被“碰

瓷”现象消解。这种消解最主要是体现于施碰者

身上。施碰者在“碰瓷”之前，其实是有一定诚信

观念的，他们在首次“碰瓷”时往往紧张和惊恐。

可在实施“碰瓷”过程中，“碰瓷”者的诚信观念会

被逐渐侵蚀和消解，其从谋划到准备再到实施整

个过程中，他的虚假、欺骗和讹诈在不断加强，而

善的意识不断被遮蔽，尤其是在“碰瓷”得逞以后，

其仅存的一点善念、善意、善行也会荡然无存。结

果是“碰瓷”者可能再次“碰瓷”，屡屡“碰瓷”，最后

以“碰瓷”为职业，甚至成为“碰瓷党”，把“碰瓷”当

作一种常态。

而对于受碰者来说，他们的诚信观念也会一

定程度地被消解，当善意被恶意欺骗和裹挟，他们

的行为可能会变得更加谨小慎微，甚至以怀疑的

态度对待他人，处处设防，担心再次遭遇“碰瓷”或

类似的欺骗、诈骗等，这就毒化了人际关系，生成

了不信任的人际关系。

“碰瓷”现象不仅对当事人的诚信观念有一定

程度的消解，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诚信观念都有一

定程度的消解。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最典型的表

征就是老人倒地后，全社会都陷入到“扶与不扶”

的尴尬之中。当年的“彭宇案”就助推了人们诚信

观念的消解。

其次，“碰瓷”现象助推道德冷漠。

“碰瓷”现象消解和动摇为人之基——诚信，

必然助推道德冷漠现象的发生。道德冷漠主要是

由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的隔膜化

和孤独化而引起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

为等方面相互冷淡，互不关心，甚至是相互排斥和

相互否定的行为或现象[12]。道德冷漠的直接原因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人之

间隔膜化和孤独化而没有了共同的道德意识和道

德情感以及行为冷漠。导致人与人关系的隔膜化

和孤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则是社

会的转型，即由传统的熟人的伦理社会向现代的

陌生人的市民社会的转型。熟人的伦理型社会是

人与“伦”关系的社会，以“伦”确定人与人的关系

则是诚信的，并以人“伦”之“理”处理人与人关系；

而市民社会则是一种法权状态的社会，人与人之

间关系则是“原子式”的，也就是一种隔膜化和孤

独化的关系。而当他人或社会真正需要人们的道

德帮助时，人们只是冷漠观望，甚至躲避，生怕被

“碰瓷”，这就产生了道德冷漠行为，道德冷漠行为

一经普遍化便形成社会性的道德冷漠现象。

再次，“碰瓷”现象危害社会和谐。

在古汉语中，“和”与“谐”同义，原指音乐的和

调，而在哲学命题中，和谐就是相反相济，事物多

样性的统一，它既是天地万物的“大本”，也是处理

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达道”。毕达哥拉斯学

派提出和谐观念，其原始意义也是指音乐节奏是

由长短高低轻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比例

所组成的。他们认为，和谐即“宇宙秩序”，“整个

天就是一个和谐”。在社会领域里，他们试图以和

谐为基础建立平等、正义、完善的人与人关系，消

除社会政治中的纷争和混乱，化无序为有序。日

本现代哲学家梅原孟提出以“和”的观念处理人与

人的关系。因此，一般意义上，和谐是不同事物之

间相同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共同

发展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互利互

惠、共同发展则是和谐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正常运

行的关键环节。

“碰瓷”现象危害和谐社会的正常运行。和谐

作为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具

体表征是诚信，人们之所以能够生活在一起，能够

互助合作，共同发展，就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

而“碰瓷”现象则不断消解人们的诚信观念，其结果

就是人们之间不断隔膜化和孤立化，人们不再能相

互团结，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而是相互怀疑，相互

冷漠，直接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进步。

最后，“碰瓷”现象消磨人们的自立精神。

自立是人的根本追求。人的伦理追求就是成

为一个人，这里“成为一个人”的“人”是指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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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而自由人的

根本标志是自立。所谓自立就是依靠自己而存在，

并能够有所成就，这是人的一生追求。人的出生就

是脱离寄生母体而成为一个独立体，这是人生自立

的第一步；从需要他人搀扶到独立行走，则是人生

自立的第二步；从独立行走再到成年，这是人生自

立的第三步，这里的“成人”具有成年人的外延意

义，更有“成人”内涵意义即自立的人。孔子的“三

十而立”就是“成人”内涵意义。自立的第一层涵义

即“依靠自己而存在”，依靠自己的能力，通过诚实

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获取生存需求并能得到社会认

可和尊重，这是低层次的自立，是确保自己独立存

在的自立；自立的第二层涵义即“能够有所成就”，

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为他人、为社会有所建树，这

是高层次的自立，是为他人为社会的自立，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关系到人生最高价值的实

现。第二层涵义的自立需要自强精神的融合。这

种自立也是“君子”们的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13]。自立既是个人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追

求，也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碰瓷”者自立精神严重缺失，他们为了一己

之私利，不是通过自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创造

财富，获取生活必需品，而是以虚假、欺骗和讹诈

等恶之手段即“碰瓷”，实现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

以供自己挥霍、享受。当身边不断有人不劳而获

且屡屡得手，很多人原本坚守的善恶是非的观念

随之模糊，自立精神也就跟着消磨殆尽。而对

“恶”的模仿更是影响恶劣，一些原本诚实劳动、合

法经营的人在看到“碰瓷者”一夜暴富，便动摇信

念，加入到“模仿者”的行列之中，“碰瓷”现象愈演

愈烈，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圈子”，碰瓷者集体扎

堆，形成了所谓“碰瓷村”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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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enomena of““Pengci””in China: An Ethical Perspective
LIANG Xiude

(School of Marxism, Huai’nan Normal College, Huai’nan 232038,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a of“Pengci”deteriorat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modernization course causing ethical focus and then evolved

into cultural crisis. Literally,“Pengci”means such actions or phenomena that unjust persons blackmail others’money through unjust ways. The

ethical nature of“pengci”is its falseness or fraudulence. Such nature is everywhere in the whole event of“pengci”, including the perpetrators,

the victims, the aims, the methods, the results, and so on. Such phenomena have been deconstructing the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of people,

boosting indifference in morality, harming social harmony, frittering away the independence spirits of people, going from moral crisis to ethical

crisis and finally cultur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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