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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 回应模型： 网络参与下
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

———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
翁士洪

【摘要】论文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模型，用以解释
网络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回应的行为逻辑、行为模式，以及不同环节、主体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制度逻辑。并通过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的实证分析进行模型验
证。研究表明，以网络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平衡为主
要特征的被动回应模式是当代中国在网络参与背景下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的主
要模式，沟通机制是对其解释的关键因素。论文提出的“参与－回应模型”有
助于提高研究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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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问题

在诸多的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政府决策的研究文献中，有关网络参与背景
下政府决策回应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一方面，当代中国政府组织大规
模地开展了许多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主导
作用。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府决策行
为的重要分析概念，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行为（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
政策执行阻滞（丁煌，２００２），关门模式下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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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光，２００６），等等，但总体来说，有关的知识累积却缓慢薄弱（周雪光、赵
伟，２００９）。

我们的理论分析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即网络时代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如
何有效吸纳公众意见、实现决策者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是考验各级政府的决策
能力与决策智慧的大问题。现有文献通常认为，政府政策对公民偏好作出回应
是民主理论的核心，聚焦政府政策是否回应民意（Ｄａｈｌ，１９５６；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３；
Ｓｅｎ，１９７０），民意通常是政府决策的直接原因（Ｐａｇｅ ＆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８３），这对
于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是同样的道理。经验研究和文献也显示，社会批评占据
中国网络事件的主导地位（Ｅｓａｒｅｙ ＆ Ｘｉａｏ，２００８）。

虽然政府决策行为是贯穿中国政府研究领域的一个主题，但在我们所阅读
的大量文献中，很难找到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或者模型。
此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许多原本可
为民众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公共决策，却出现席卷全国、影响巨大的抗议和冲
突。但现有文献对其内在原因与机制不甚了了。

这种研究的明显缺失，使得这个领域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亟需解释：在网
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回应的主要过程是怎样的？
回应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网民间的互动模式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各方的沟通
效果？政府回应有何形态特征、机制逻辑和形成原因？在政府决策这一领域中，
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

本文的研究是试图填补上述缺失的一个努力。我们从有关参与和回应互动
的政治沟通论视角出发，提出解释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

二、模型建构：参与－回应模型

首先，就网民与政府间互动提出有关政府决策回应模型的研究问题、分析
概念和参数；其次，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特定角度，提出网络参与环境
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第三，讨论这一模型的一系列原理。

（一）概念与参数分析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是指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政府就某事
件或政策议题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进行议程设置、调整政策或形成新的决策
的过程与方式。这是政府回应的一种形式。政府回应，意味着政府对公众对政
策变革的接纳和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要求做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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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Ｓｔａｒｌｉｎｇ，２００２）。网络参与是指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即公民借助互联网络
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与过
程。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这是信息时代政府和公共管理
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那么，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有哪些回应模式？

有关公民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淑华（２０１０）
的政府决策与网络民意的关系的研究，王金水（２０１２）的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
的内在逻辑研究，马光荣（２０１３）的网络民意与政府决策的互动机制的研究，
吴绍山（２０１２）的网络民意与政策议程建构互动关系的研究，王绍光（２００６）、
郑琦（２００７）等学者的议程设置模式研究，付丽媛（２０１０）、董志静（２０１１）、
金杭庆（２０１２）、吕亚娟（２００８）、闵聪（２０１１）、王韧（２０１１）、杨璇
（２０１１）、赵婷婷（２０１１）等人的硕士论文重点研究了网络参与对公共决策和政
策的影响，等等。不过，虽然有学者分析了特定领域政府决策对网络参与的一
般回应方式（Ｂａｌｌａ，２０１２；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Ｗｅａｒｅ，２０１２）或模式（陈姣娥、王国华，
２０１３），以及一些通论性研究，如李大芳等（２０１１）研究了公众网络参与与政
府回应演化博弈，朱丽峰（２０１０）的博士论文《论网络民意与政府回应》提出
了构建政府与网民良性互动机制的构想，胡宾（２０１１）研究了当代中国政府回
应网络民意机制，但所见国内外研究文献中，真正涉及到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
的回应方式的研究中，仅有二人相似地提出了政府主动回应和被动回应的两种
模式，称之为积极回应型和严格监控型（王法硕，２０１２），或政府主导型双向模
式和公民主导型双向模式（韩平，２０１２）。但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实际上不只
这两种回应模式。本文则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角度选择参数，建构起网
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理论模型：“参与－回应模型”。下面先讨论为何
选择这些参数。

首先，网民参与程度。它是指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数量和比例及
网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强度。这是从网民这个行为主体角度来考察的。克鲁
格（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０２）认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强度是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性因
素。学者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决策中的议程设置尤为重要（Ｄｙｅ，１９７２；Ｋｉｎｇｄｏｎ，
１９９５），有意义的公民参与主要发生在议程设置阶段（Ｌａｎｄｏ，１９９８）。有关公
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研究，通常用两个维度：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
参与或支持的程度（Ｃｏｂｂ ＆ Ｒｏｓｓ，１９７６；Ｍａｙ，１９９１；王绍光，２００６），因为它
们是影响议程设置模式的重要因素。不过，对于政策议程提出者这一指标需要
调整，本文讨论的政府决策的回应模式是包含了议程设置和政策形成两个过程
的，因为在网络参与背景下，网民参与程度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府决策的各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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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变得更具参与性，网络公民更加增强了争取更多的参
与机会与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Ｓｈｉｒｋｙ，２０１１）。因此，在网络参与背景下，网
民参与程度是影响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重要因素，成为很好的衡量指标。网民
参与程度使用网民参与指数来测量，包括发帖量、转发量、回帖量和网络事件
总热度指数，其中转发量等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社交媒体的常用指数，
因为有实验证明，当网络密度接近７％时，即如果转发一条微博、加入一个网络
社群等的人数比例达到７％，其他人将会在关键阶段马上跟进，网络中信息的传
播将从线性增长（每次增加一条）转化为病毒式扩散（同时大量增加）
（Ｔｓｖｅｔｏｖａｔ ＆ Ｋｏ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２０１３）。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根据
各种媒体报道的数据来测评网络事件网民参与水平的重要指标。就信息沟通的
方向而言，网民参与呈现的是信息从网民向政府传递。

其次，政府回应程度。它是指政府通过网络进行发布信息及对网民意见和
建议进行回应的数量和强度。这是从政府这个行为主体角度来考察的。如前所
述，政府回应本身就意味着政府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要求做出反应（Ｓｔａｒｌｉｎｇ，
２００２），我们需要将政府回应制度和政府公共决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参与式回
应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政府发展的重要方向（李伟权，２０１０）。政府既可能利用手
中的强制性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来控制信息、言论和沟通，强化权力与监控力
度，也可能为了获取执政合法性、维护自身形象、或仅出于“稳定压倒一切”
的考量，防止线上政治参与向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演化，而进行主动或被动
回应。因而政府回应程度是很好的研究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衡量指
标。政府回应程度使用政府回应指数来测量，包括官方响应指数、信息透明度
指数和政府发帖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长期运用这些指标来研究并发布地方政
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其中，“官方响应”，指地方党政机构对于突发公
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响应和表达情况，包含响应速度、应对态度、响应层级；
“信息透明度”，指地方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互
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就信息沟通的方向而言，政府
回应呈现的是信息从政府向网民传递。

再次，网民与政府的互动程度。它是指政府与网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
和政府回应的互动水平。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是个完整的过程，涉及两个重
要行为主体，网民和政府，两者的互动程度必然影响决策回应模式和效果。许
多国外学者通过具体分析论坛、网站等网络平台来分析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
（Ｐｅｉｘｏｔｏ，２００８；Ｒｉｌｅｙ ＆ Ｒｉｌｅｙ，２００３），并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三向互动模型，以
此模型为标尺，检验了政府网站、政党网站以及社区性、私人性网站的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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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Ｆｅｒ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另外，从政治沟通角度上来看，根据《布莱克维
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政治沟通是指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
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理论开创者多伊奇（Ｄｅｕｔｓｃｈ，１９６３）视决策为政治活
动的中心，把沟通看作是决策的关键环节。网络政治沟通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
的政治沟通，既包括网络政治动员，也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沟通正经
历着从“推”（Ｐｕｓｈ）信息到“拉”（Ｐｕｌｌ）信息的变革（Ｎｅｇｒｉｎｅ，２００８）。与
传统的政治沟通，如政治动员，信息的传递总体而言是单向的传播相比，网络
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机制是双向交互性，网络赋予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使政
策反馈与调整变得更加便利（蔡翠红、李皓，２０１１）。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
中，网民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互动程度正是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水平的
体现。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研究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衡量指标。网民
与政府互动程度使用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来测量，包括政府网络技巧指数、网
民与政府互动中双方所起的主次作用及互动的主次方向，其中“网络技巧”，指
政府很好地运用官方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网络社群等新媒体进行信息发
布和意见沟通，熟悉网络沟通和舆论引导技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就信息沟
通的方向而言，网民与政府的互动呈现的是信息在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传递，
有一方是主动方、起主导作用，另一方是被动方、起次要作用，及双方都是主
动方、双向均衡互动等三种情况。

（二）模型建构

本文以有关政府决策时网民与政府这两个主体的行为，即网民参与程度和
政府回应程度两个维度，根据网民与政府的互动程度及其信息沟通的方向，将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分为六种类型（见表１），并将分别从模式特
点、主体行为模式、作用机理、回应效果等方面对各种模式进行分析，其中作
用机理回答的是为何出现此模式：
１ ． 无互动模式：没有网民参与、没有政府回应
理论上，如果是既没有网民参与，也没有政府回应，政府与网民之间并无

交集，这种模式称之为无互动模式，网民参与和政府回应程度均为零，但由于
本研究讨论的前提是在网络参与这一背景下，所以所有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都
是有网络参与的，故而此模式不在分析范围之内。
２ ． 网民单向参与模式：网民参与、政府不予回应
如果是只有网民参与而没有政府回应，沟通方向是信息从网民向政府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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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称之为网民单向参与模式，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较高，而政府回应程度
为零，网民与政府缺乏互动。作用机理体现在严格监控是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
与的本能反应。官员对网民和网络参与采取消极的认知、敌视的态度，认为网
民是恶民、网络民意不具有代表性、网络参与威胁社会稳定，于是利用手中的
强制性权力来控制信息，强化监控力度。在此模式中，虽然网民已经对网络事
件进行参与和讨论，但政府不予理睬，没有回应，采取鸵鸟政策。在传统的政
府管理思维下，对于已经出现的网络事件多数采取这种模式。此模式效果往往
较差，政府不作为，甚至激化矛盾，民众采取极端、无序参与行为，现在已经
少见。典型案例有比如江苏滨海教育局封杀论坛事件、通钢事件、安徽三义镇
政府公款吃喝欠债事件等。

表１　 参与－回应模型：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
　 　 　 　 沟通方向
行为主体　 　 　 　 无交集 单向 双向

网民

政府

１无互动模式
网
民　 　 　

政
府

２网民单向参与模式
网
民

政
府

３政府单向动员模式
网
民

政
府

４被动回应模式
网
民

政
府

６双向互动模式
网
民

政
府

主动回应模式
网
民

政
府

注：表中圆圈表示行为主体，线条表示关系和方向，实线表示主动、主要方向，虚线表
示被动、次要方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被动回应模式：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
如果是网民主导的双向互动，网民方是主动的参与，政府方是被动的回应，

即当政府感受到来自公民政治参与的压力后，被动顺应民意，按照公民政治参
与的要求，进行有效的回应，称之为被动回应模式。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较高，
为主要方向，而政府回应程度较低，为次要方向，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平衡。这
种模式充满了冲突与血泪，网络参与和公共决策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都充满
了冲突，尽管结果可能会迅速平息。作用机理体现在网络政治沟通机制中政治
动员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冲突。传统的政治沟通主要是政治动员，政府采取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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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的单向信息传播路径，而政治参与体现的是公民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
共政策的行动，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路径，这二者之间自然存在矛盾。在政府决
策中，网民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互动不平衡，缺少有效政治沟通的双向交
互性，双方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各自只用自己的沟通逻辑行事，网络参与和公
共决策之间形成冲突，加上政府和民众本身存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以
发生冲突行为。在此模式中，突发事件发生并通过网络参与升级为一个公共事
件后，网民意见集中，并指向公共政策和公权力，迫于网络民意压力，该级政
府撤销原决策或者政府“高层意志”被动介入，以实现有利于网民的新决策。
网络民意对政府决策产生倒逼的压力。典型案例有宁波ＰＸ事件、乌坎事件、温
州动车事件、孙志刚事件、药家鑫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
４ ． 主动回应模式：政府主动、民意部分参与
如果是政府主导的双向互动，政府方是主动的回应，网民方是被动的参与，

即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导公民网络参与，称之为主动回应模式。特点是政府回
应程度较高，为主要方向，而网民参与程度不太高，为次要方向，网民与政府
互动不平衡。作用机理体现在政府认识到公民网络参与对政府管理可发挥积极
作用，如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来源、扩大公共政策议程来源、改进公共政策质
量、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同时，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引导公民进行
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于是政府是主动方，先采取策略，公民根据政府的策略
采取行动。不过，其中也体现出政府与公民之间都存在着博弈，这种博弈也属
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信息的不完全主要反映在政府是象征性回应还是实质
性回应。在此模式中，一个公共事件发生或问题提出后，民众通过网络讨论，
形成议题，政府主动提出或者吸收代表提案进入政府决策议程，决策时，邀请
民众代表列席政府决策会议，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种模式下，似乎网络参与
和公共决策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一种协商与融合。典型案例有
微博打拐、厦门ＰＸ事件后期等。
５ ． 政府单向动员模式：政府主导、提前公开方案
如果是只有政府动员而没有网民参与，沟通方向是信息从政府向网民单向

传递，称之为政府单向动员模式，特点是政府回应程度较高，而网民参与程度
为零，网民与政府缺乏互动。作用机理体现在虽然政府认识到公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的重要性及其对政府管理可发挥积极作用，但又对网民和网络参与采取
比较消极的认知和态度。行为上，政府会公开信息，向公民公开政策、规范、
政务情况等，但并不了解与征求公民的反馈意见。早期的政府网站和信息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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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模式，但当前极少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典型案例缺乏，只有
杭州的“开放式决策”模式的前期较为接近，具备某些特点。
６ ． 双向互动模式：共同主导、政民高度互动
如果是网民与政府共同主导的双向互动，网民和政府都是主动方，沟通方

向是信息在网民向政府之间双向均衡传递，称之为双向互动模式。这是一种理
想模式，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高，而且政府回应程度也高，网民与政府高度互
动，有如一对鸳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作用机理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双方都
认识到，网络参与有利于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有利于拓展公共决策信息基础、
有利于改进公共决策质量，并有利于监督政府权力运行，从而可保证公共决策
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强公民的政治绩效感，培养公民独立自觉的政治人格。
网络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机制正是双向交互性，网民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
高度互动正是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水平高的体现。在此模式中，以公民为中
心，公民广泛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并有通畅的渠道对政府进行评估、监督与
纠错，并使之成为制度化、常态化。典型案例缺乏，只有上海世博会活动较为
接近，具备某些特点。

从以上六种模式各自的作用机理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为何出现某种模式
而不是另一种模式，比如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网民参与程度较高但政府回应
程度不高，而有的情况中，为什么政府回应和网民参与高度互动。

三、实证研究：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

本研究将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过程置放在具体组织背景中，即公共
工程项目领域中的政府决策回应过程。近年来网络事件大量涌现，根据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人民网与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的统计分析，网络事件多数聚焦
于公共管理类、社会民生类等公共问题，如表２所示。

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以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推行“项目制” “项目治国”
（周飞舟，２０１２）在当前中国具有体制特征的治理逻辑，二是表２所列出的公共
问题中公共工程项目是主要的领域（分散于公共管理、社会民生和地方形象三
类中），所以本研究将以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过程为
例进行论证。所谓“项目”，是指依照事情本身的内在逻辑出发，在限定时间和
限定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利用特定的组织形式来完成一种具有明确预期目标
（某一独特产品或服务）的一次性任务（项目管理协会，２００９）。公共工程项目
是指道路、电力、市政、通信、人防、桥梁等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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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公益性建设项目，公共工程的业主一般都是政府（陈志华等，２００７），多
为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风险大的以国家财政投资为主的重大项目，是供
公众使用或与公共安全及社会福祉有关的工程。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人民网舆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统计分析
关心主题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总数所占比例（％）
公共管理 ０ ５９ ３３ ４ １１ ２４ ２１ １５２ ２９ ９８

社会民生 ２ ３４ ３３ １４ １６ １４ ８ １２１ ２３ ８６

文化教科 ５ ４４ １２ ０ １ ０ ０ ６２ １２ ２３

司法事件 ５ １９ １７ ９ ４ ７ ５ ６６ １３ ０２

经济生活 ４ １５ １０ ５ １５ ５ １ ５５ １０ ８５

群体事件 ０ ４ ２ ０ １ ３ １ １１ ２ １７

地方形象 ０ ２３ １１ ０ １ ５ ０ ４０ ７ ８９

总计 １６ １９８ １１８ ３２ ４９ ５８ ３６ ５０７ １００ ００

注：２００７年只列出了１０ － １２月的案例。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网与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数据统计整理而成，ｈｔｔｐ：／ ／ ｙｑ．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Ｐｕｂ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ａｎｋｉｎｇ． ｈｔｍ．

以下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人民网舆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中公共工程项目领域
全部１０５个案例的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统计分析① （表３）。分类标
准是按照各种模式的网民参与指数、政府回应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指
数分均为０ － ５）进行评估。网民参与指数用发帖量指数、转发量指数、回帖量
指数和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来测量，其指数总分依据此三项数据作加权处理后
统计所得：发帖量指数２０％、回帖量指数２０％、转发量指数２０％、网络事件总
热度指数４０％。政府回应指数总分依据官方响应指数、信息透明度指数和政府
发帖量指数三项数据作加权处理后统计所得，各项指数所占权重为：官方响应
指数４０％、信息透明度指数４０％、政府发帖量指数２０％。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
使用政府网络技巧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中双方所起的主次作用及互动的主次
方向来衡量。根据各项结果进行分类：①无互动模式：网民参与指数、政府回
应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均为０。②网民单向参与模式：网民参与指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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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样本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国社
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但
由于原始数据并非一直使用所有相同９个网络社群（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２０００）上的数据，所以此处
是使用原报告实际统计的事件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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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而政府回应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０。③政府单向动员模式：政府回
应指数大于０、而网民参与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０。④被动回应模式：
三项指数均大于０，但网民参与指数大于２ ５、而政府回应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
动指数均小于２ ５，网民为主动方，网民参与为主要方向，而政府回应为次要方
向。⑤主动回应模式：三项指数均大于０，但政府回应指数大于２ ５、而网民参
与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均小于２ ５，政府为主动方，政府回应为主要方
向，而网民参与为次要方向。⑥双向互动模式：网民参与指数和政府回应指数
均大于３且相等，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大于２ ５，网民与政府均为主动方，网民
参与和政府回应都是主要方向，网民与政府互动均衡。比如，江苏滨海教育局
封杀论坛事件，网民参与指数为１ ５，其中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为０ ５ （０ ５ ／
１），发帖量指数为０ ２ （１００ ／ ５００）、转发量０ ２ （２０ ０００ ／ １００ ０００）、回帖量指
数为０ ２ （１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政府回应指数为０，其中官方响应指数为
－ ０ １ （－ １ ／ １０）、信息透明度指数为０ １ （１ ／ １０），政府发帖量指数为０ （０ ／
１０）；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０，其中政府网络技巧指数为０ （０ ／ ３）（人民网舆
情监测室，２０１０），由此可以归类为网民单向参与模式。又如，广西河池龙江河
镉污染事件，网民参与指数为３ ４，其中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为０ ３ （０ ３ ／ １），
发帖量指数为１ １ （５５０ ／ ５００）、转发量１ １ （１１ ０００ ／ １００ ０００）、回帖量指数为
０ ８ （４ １００ ／ ５ ０００）；政府回应指数为０ ８，其中官方响应指数为０ ２ （２ １ ／
１０）、信息透明度指数为０ １ （１ ３ ／ １０），政府发帖量指数为０ ２ （２ ／ １０）；网民
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０ ５，其中政府网络技巧指数为０ １ （０ ３ ／ ３）（人民网舆情监
测室，２０１２），网民与政府互动中网民起主要作用，网络参与是主要方向，而政
府是被动方，政府回应是次要方，由此可以归类为被动回应模式。再如，微博
打拐事件，网民参与指数为２ ４，其中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为０ ４ （０ ４ ／ １），发
帖量指数为０ ５ （２４０ ／ ５００）、转发量指数为０ ４ （４２ ０００ ／ １００ ０００）、回帖量指
数为０ ７ （３ ６００ ／ ５ ０００）；政府回应指数为３ ３，其中官方响应指数为
０ ７ （７ １ ／ １０）、信息透明度指数为０ ７ （６ ７ ／ １０），政府发帖量指数为５ （４８ ／
１０）；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３ ２，其中政府网络技巧指数为０ ８ （２ ５ ／ ３）（人
民网舆情监测室，２０１１），政府为主动方，政府回应为主要方向，而网民参与为
次要方向，由此可归类为主动回应模式。

从以上数据统计可以发现，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环境下地方政
府决策回应模式最主要的是被动回应模式，占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国公共工程项目
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总数的６９ ５２％。另外，网民单向参与模
式越来越少，自２０１０年以后基本没有；主动回应模式自２０１０年以后比例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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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被动回应模式虽然自２０１０年开始比例有逐渐下降趋势，但仍是最主要的
模式。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统计分析

模式
各年度政府回应模式分布（个）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
总数
（个）

所占比
例（％）

无互动模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网民单向参与模式 １ ４ ３ １ ９ ８ ５７

被动回应模式 １ ２６ １６ ４ ７ １０ ９ ７３ ６９ ５２

主动回应模式 ０ ６ ６ １ ２ ４ ３ ２２ ２０ ９５

政府单向动员模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双向互动模式 ０ ０ ０ 　 １① ０ ０ ０ １ ０ ９５

合计 ２ ３６ ２５ ７ ９ １４ １２ １０５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网与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数据统计整理而成，ｈｔｔｐ：／ ／ ｙｑ．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Ｐｕｂ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ａｎｋｉｎｇ． ｈｔｍ．

此外，通过对各种模式的网民参与指数、政府回应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
指数、地方公信力指数、② 政府决策效果指数③ （五项指数分均为０ － ５）等进行
的初步分析，本文发现：第一，网民参与程度越高，则政府面临回应的压力越
大，反之亦然，比如２０１１年南京梧桐让路事件中，网民参与指数为２，最后本
级政府处理就结束事件，而２０１１年广东乌坎事件中，网民参与指数为３ ６，最
后由上级政府出面处理才结束事件；第二，政府回应程度越高，则公民对政府
决策的认同度越高，比如２０１２年广西河池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政府回应指数
为０ ８，地方公信力指数为１ ３，而２０１１年“微博打拐”事件中，政府回应指
数为２ ４，地方公信力指数为４；第三，网民与政府互动的程度越高，则政治沟
通越多，政府决策效果越好，比如２０１２年广西河池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网民
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０ ５，政府决策效果指数为０ ５，而２０１１年“微博打拐”事
件中，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３ ２，政府决策效果指数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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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目前缺乏符合双向互动模式的典型案例，只有上海世博会活动较为接近，具备某些
特点（翁士洪、顾丽梅，２０１２）。

地方公信力，指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发酵前后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以及
由此引发的对地方党政机关形象的综合影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政府决策效果指数，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综合能力和政府决策实施效果，包括民众
对政府某项具体决策的满意度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总分，后者指依据官方响应指数、信
息透明度指数、地方公信力、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等六项表现综合所得总分（人
民网舆情监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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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如从２００７年的厦门到２０１４年的茂名，ＰＸ项目①
频频遭遇抵制。２０１２年，从７月份的四川什邡市钼铜项目、江苏启东市造纸厂
排污项目，到１０月份浙江宁波的ＰＸ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引发群体环保抗议。
２０１３年继上海松江区市民在“五·一”劳动节示威要求停建电池厂后，云南昆
明民众也在“五·四”青年节走上街头，抗议ＰＸ和ＰＴＡ （精对苯二甲酸）项
目在当地落户；四川成都网民也召集“五·四”青年节上街游行抗议彭州石化
ＰＸ项目；７月初，广东江门鹤山民众上街示威反对政府核燃料项目；７ － ８月，
广州花都区的居民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体散步”活动，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
厂项目。２０１４年３月，广东茂名民众上街示威反对ＰＸ项目。这些工程项目都
引发群体环保抗议，陷入“邻避效应”（Ｎｏｔ － Ｉｎ － Ｍｙ － Ｂａｃｋ － Ｙａｒｄ）（Ｒｏｓｅｎａｕ，
２００５）。当然，不同的公共工程项目，比如垃圾填埋场和核电站的负外部性显然
是不同的，不能混同，所以下面主要围绕涉及专业性较高的公共工程项目和重
大公共工程项目。２０１２年以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四川什邡到江苏启东
再到宁波镇海，再到广东茂名，各地的上访行为都是借助微博得以快速传播。
而且这些接连发生的公共工程项目事件中，政府决策回应的方式，基本属于同
一模式：被动回应模式。这些项目中，地方政府从立项到民众上街后的仓促下
马，均未经过程序化的民主决策。这种危机处置模式破坏性强，成本极高，亟
待搭建公共政策公开、公平沟通协商的制度化平台（祝华新等，２０１２）。最近的
典型案例是浙江宁波的ＰＸ项目事件（翁士洪、叶笑云，２０１３）。

这类事件都反映了政府的公共治理暴露出诸多瑕疵，这种民生民权类内容
在网络论坛中占有重要比重，公民权利的表达和维护、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
正是公共决策的核心问题。

四、理论探讨：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的参与－回应模型及其逻辑和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环境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
模式最主要的是被动回应模式，而且，此类公共工程项目所发生的网络群体性
事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公共工程项目大多数可为民众带来巨大经济利益。
那么问题是：为何还会出现网民参与程度较高但政府回应程度不高的被动回应
模式，发生如此大的抗议和冲突？限于篇幅，此处重点探讨公共工程项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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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Ｘ项目，指的是二甲苯化工项目。ＰＸ （对二甲苯）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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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参与－回应模型中的被动回应模式的内在逻辑。
本文将以建构“参与－回应模型”的基础，即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

角度来分析其原因。沟通机制不健全是中国网络参与中大量出现被动回应模式
的独特逻辑，是解释其行为逻辑的关键因素，即公共决策的网络政治沟通中政
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

（一）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的逻辑

“公民参与的优势包括：保证公共服务更适合他们的要求，促进一个更加开
放、更具回应性的公共官僚体系的形成，以及建立对政府和公民自身更加积极
和争鸣的认知和情感。”（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９５：２９）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保
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
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在西方国家，除了网络参与，还有许多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Ｌｅｉｂｏｌｄ，
２０１１）。但在中国，网络参与是正在席卷中国的“博客革命”的一部分，动摇
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Ｘｉａｏ，２００４）。中国存在公民参与渠道狭窄与现
代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之间的矛盾，体制内参与途径的受阻，公众逐渐对体制内
参与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而网络突破了传统意见表达与传播的诸多制度性障碍
和技术性限制。于是，网络参与这种体制外的新公众参与方式迅速发展起来，
成为当前我国公共领域中最活跃的部分（孙立明，２０１０）。而且即使在有限的网
络政治沟通机会中，由于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对称性，政府仍然通常采取惯
用的政治动员的沟通方式，即采取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播路径，试图通过掌
握和垄断信息从而拥有和控制权力，单方面做出决策，为民做主，引导、控制
言论和信息。在中国，（无论支持或反对政府的）帖子，只要涉及到群体性事件
就会被删除。群体性事件是指：“（ａ）包含线下的抗议或人群聚集；（ｂ）涉及
到过去曾经组织、煽动群体性事件的人；或（ｃ）涉及到过去曾引发抗议或群体
性活动的民族主义情绪。” （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６）这与公民参与的实质相左，
从而造成弱势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缺位与政府的越位。双方利益诉求又
显然不同，由于政府将自身利益偏好代替民众利益诉求，在决策中采取越位方
式，导致民众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之间充满了冲突。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提出，从项目过程来看，项目制这种看似由国家
部门依照专业职能系统的分配权和管理权一统到底的机制，实际上产生了一种
“分级治理”的效果：即项目制形成的“发包”“打包”和“抓包”三种机制，
可分别对应于国家部门、地方政府以及村庄或企业（或其他基层社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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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行为。虽然项目制的政府治理模式由科层制的“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
员”（陈家建，２０１３），但与科层制一样，项目制沿用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治理
逻辑，只是在体制内两者构成了新的双重权威而已（渠敬东，２００９）。

荀丽丽等（２００７）针对内蒙古某旗生态移民项目过程所做的分析充分表明，
“危机应对”与“政府直控”构成了我国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
的核心特点，并揭示了项目连续输入和转换的动态过程。这项旨在将生态移民、
技术引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运行的生态治理项目，
最终使移民保护区变成了“开发区”。其结果，不仅使草原生态继续遭到破坏，
土地结构从牧业到农业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化，产业资本的侵入同时也迫使大量
牧民纷纷外迁外移，致使当地基层的传统社会组织，或者说是最基本的生态单
位最终瓦解。地方政府“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角色
“合二为一”。正是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给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
的政策走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偏离了原有的生态保护的目标。政府
直控型的实践模式不仅难以规避政府角色自身的局限，而且以政府作为单一能
动主体的“命令－动员式”的环保方式压抑了社会力量积极自主参与环保实践
的动力。社会力量狭窄的参与空间和阻塞的表达渠道使环境政策本身的盲点与
缺陷难以得到纠正。

（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的逻辑

政治参与体现的主要是公民自下而上的路径。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公众参与
在我国虽具有深厚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组织者与参
与者缺乏连续性和互动性，参与的方式被动单一（段世霞，２０１２）。此类公共工
程项目案例多数出现了参与有效性的缺失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参与引入的有效程度不够，比如参与的形式化。政府决策时确实已经
邀请了专家，在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确立专家咨询制度是降低决策风险的一
种正式的规则性安排。不过，一方面政府会选择那些支持此项目的专家，专家
咨询制度形式上没有变，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咨询走向了支持；另一方
面，专家的角色决定了他的贡献只是专业上的贡献，他是从自身的专业角度考
虑问题的，最后的决定仍然是决策者的责任。如以上专家，他们所论证的问题
从能不能变成了要不要，从论证者变成了决策者，便是专家的角色错位（竺乾
威，２００７）。专家咨询制度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

二是网民的无序网络参与行为。有些公共工程项目，如茂名、宁波等地的
ＰＸ项目的决策过程中，网民，尤其意见领袖们通过网络舆论平台影响政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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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很快引起了政府决策的更新和调整，展现了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网友强大的
“反向议程设置”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网络参与则可能出现无序网络参与行
为，导致参与有效性的缺失。比如各地ＰＸ项目事件中，网民确实也出现了参与
行为的无序化。茂名ＰＸ项目事件中，面对茂名官方试图强力推进ＰＸ项目，拒
绝信任的网民依靠ＰＳ照片等夸大其词的方式来抵抗反击，甚至出现“１５死３００
伤”“坦克车进城”的谣言。网上的无序参与还可能导致网下的过激行为。如茂
名ＰＸ事件中，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０日，“中心广场聚焦的极少部分人员向警察扔矿
泉水瓶、鸡蛋等杂物，晚上１０点有部分人员用石块、玻璃瓶袭击市委，被警方
驱离。随后继续在市区多个地方打砸商铺、广告牌，纵火烧毁一辆执勤警车”。
这些都说明，在这些事件中确实有无序参与行为，甚至过激行为。网络政治参
与的无序性问题，表面上看是由网络引发的问题，但实质上更多的则是现实中
的制度问题，彰显了制度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回应不足，表明公民、团体和
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缺失和规范化的失败（傅慧芳，２０１０）。

上述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可以较好地解释当前中国在许多重大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在网络参与下
的政府与网民各自的行为逻辑，及政府为何选择具有冲突性的被动回应模式。

在ＧＤＰ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各种公共工程项目，
包括涉及专业性较高的公共工程项目，如化工项目、核电项目等；重大公共工
程项目，如高速铁路项目、磁悬浮项目等；涉及民生的公共工程项目，如农地
征用建厂、城市拆迁改造等，有相似之处，都可带来政府绩效、政绩和巨大经
济利益。尤其当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之时（周黎安，
２００７）。于是，各级政府在公共工程项目的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选择
将自身利益偏好代替民众利益诉求的行为，单方面做出决策，控制言论和信息，
不将弱势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比如厦门和漳州ＰＸ项目案例中，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凌晨，福建漳州市古雷石化（ＰＸ项目）厂区发生爆炸。漳州
古雷石化项目在２０１３年６月试投产，原计划在年内正式投产。这一台资ＰＸ项
目此前曾拟落户厦门，但遭到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对。２００７年６月，上万厦门市
民自发聚集，以“集体散步”的名义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经过多次论证与环评
之后，福建省政府最终在２００７年底决定顺应民意，迁建该项目到漳州市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不过，据《南方周末》报道，在确定移址之后，漳州市政府“举
全市之力”投入到项目兴建之中，其中，漳州市检察院和法院以做好维稳工作
为重点，在２００８年，漳州东山县部分民众对ＰＸ项目落户曾采取反对行动，有
数人因此获刑。尽管当局屡屡强调ＰＸ项目技术成熟，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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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后，当局表示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物料泄漏，并未对周边环
境带来污染，但不少网民对此存有质疑，这起爆炸事故依然强化了民众对ＰＸ项
目安全性的质疑。

那么，政府为何大力发展ＰＸ项目，置民众与地方政府表现出的对立情绪而
不顾？这背后显然有政绩利益的考量。漳州市漳浦县宣传部副部长在接受《时
代周报》采访时说，漳州ＰＸ项目投产后，会为当地带来每年８０亿的财政收入。
据漳州政府早前发布的消息，该项目总投资１３７亿８千万元，年产８０万吨对二
甲苯，目前已完成投资１３３亿元，项目施工进度达７８％。就在漳州发生爆炸事
故之际，《人民日报》同日恰好发表了一篇名为《ＰＸ产业，我们可以不发展
吗？》的文章，力撑在中国饱受争议的ＰＸ项目。文章引述专家说：从２０００年
来，中国对ＰＸ需求大增，ＰＸ自给率却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８％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５３％。
中国如果不生产ＰＸ，对国际市场的ＰＸ价格就没有话语权，价格大起大落，会
严重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曾实，２０１３）。

又如大连ＰＸ项目案例，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新京报》报道称：“曾于去年
引发大连市民散步抗议的ＰＸ项目已于１年前复产，并且员工被严禁泄露复产的
消息。随后，涉事公司一位高管证实了该消息。据他透露，公司从未停产，市
政府也从未安排搬迁。对于环评报告和复产审批手续均完善，大连市政府新闻
办拒绝回应。”这事关这座城市的生态环境安全、人民生活福祉，在环评报告、
复产审批手续是否完善等种种信息尚不明朗，更罔谈对这些信息进行监督的情
况下，民众不得不为自身所处环境的安全感到担忧。回顾大连ＰＸ项目争议的始
末，大连市一直对民众关切的环评报告等信息保持缄默，甚至民众对ＰＸ项目工
厂何时通过环境评估、生产的ＰＸ为何物都一无所知。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
也是党和政府受人民拥戴的立身之本，公信力的有无和高低，不仅影响到政府
的执行力，更影响到人们对公共决策的信任度。

大连市政府甚至不惜失信于民，显然这背后同样有政绩利益的考量。据福
佳大化高管透露，２０１１年集团总产值２６０亿，其中ＰＸ产值２００个亿，单项上
交大连市税收达３０多亿元。公权力在面临政绩利益与民众利益的抉择时，选择
了前者抛弃了后者，为达目的甚至不惜以失信于民的代价。面对民众持续高涨
的抗议之声，政府如以维稳的心态戏弄民意，做失信于民的事情，如此做法只
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禹海君，２０１２）。

或许这正如周雪光（２０１１）所言：此种种现象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
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与之相似的
是，斯科特（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归纳总结的各种历史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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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推动的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宏伟项目所导致的灾难性社会工程的四个要素。
更有学者以“项目制”“项目治国”（周飞舟，２０１２）等来描述这种项目制

以项目的方式成为具有体制特征的治理逻辑。“项目治国”的实质是国家自上而
下主导社会发展规划的一种管理体制模式。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
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
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
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
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作为项目捆绑、地方
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
运作”（张良，２０１３）。从体制上说，分级治理不可能突破中央集权的总体模
式。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共同造成了环保
实践中地方政府职能的冲突与扭曲，使地方政府很难在根本上克服“发展”冲
动支配下的短期化经济行为，也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和化解“环境”与“发
展”内在冲突的制度性瓶颈。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提出了网络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以及有关的研
究问题、分析概念和参数、理论思路，并讨论了这一模型的一系列原理，也指
出了其实证意义，特别是通过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
阐明了网络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回应中不同环节、主体之间的逻辑联系。

本文的研究表明，“参与－回应模型”有助于分析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
应中的行为逻辑、行为模式，以及政民间的互动情况。本文还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以网络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均衡为主要特征的被
动回应模式是中国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的主要模式，沟通机制是对被动回应模
式解释的关键因素：体制内政治参与途径的受阻和参与有效性的缺失。政府运
用政治沟通中政治动员的方式与网民需求的政治参与之间冲突，政府决策中的
缺位、越位和错位状况，加速了双方的不信任，于是出现这种回应模式。网民
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互动不平衡，缺少有效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双方
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各自只用自己的沟通逻辑行事，所以发生冲突行为，出现
各种危机事件与群体性事件。

这一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引导我们从有关参与和回应互动的政治沟
通论视角，来认识、理解网络参与下中国政府决策回应的行为逻辑。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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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有助于提高研究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力度，有助于有关政府决
策回应这一领域中的知识积累。我们还希望，这一模型的实证意义可以更多地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通过系统资料加以验证。

在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机制是政府有效决策、提升治理效能的
前提与基础。在全球信息时代悄然来临时，共同参与制民主的指导原则是“凡
是生活中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到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 （奈斯比
特，１９８５：９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可以说是对此的现实反映。其
实，我国公众参与公共工程项目决策有法律基础，主要由《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城乡规划法》所构成，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
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
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
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
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
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
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那么，在当前威权体制下的中国是否可能出现双向互动模式？我们认为，
可能因以下原因而在事故舆论应对时在某种意义上朝着这个方向做出有益尝试，
从而具备此模式的某些特点：威权体制下的领导人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缓解舆
论焦虑，保证不发生群体性事件威胁稳定。这便需要确保体制及时回应民意。
这种“回应性”方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能够比粗暴干预新闻更有效地降低群体
性事件发生率（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所以，在网络参与环境下，要改进政府决策回应力，化解网络政治风险，
引导规范、有序的网络参与。对涉及专业性较高的公共工程项目，如化工项目、
核电项目等，政府需要通过对公众参与的专业性要求、决策程序、信息公开程
序的设置等，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不过，网络公众参与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网络参与
能促进政府决策有效性，但有两种反对观点值得深思：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本身
是效力不足的（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另一种认为网络参与对民主更为有害，因为受
到压力的政府会变得更善于使用这些技术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Ｓｈｉｒｋｙ，２０１１）。
前者主要代表是《新纽约人杂志》（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Ｇｌａｄｗｅｌｌ），后者主要代表是新美国基金（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
麦金农（Ｒｅｂｅｃｃａ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国内张明澍（２０１３）也认为，仅仅根据网络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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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来理解中国的民意不仅有着统计学上的巨大缺陷，而且也有失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其实，网络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技术和途径，正如马戈利斯和雷斯尼克
（转引自查德威克，２０１０：２１）所指出：网络上的政治就是通常的政治。网络政
治参与不会自发地促进社会民主文明的发展，也不会自然成为社会民主文明发
展的障碍，制度的变革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由于篇幅有限，尤其数据统计分析尚有待定量处理等原因，本文的
假设需要用更加详尽的指标体系和严格的定量统计方法进行验证，这将是下一
步研究的重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已纷纷开通微博、
微信，直接与网民互动。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已有超过１７万家政府机构和官员
开通微博，已开通超过２００万个微信公众账号。但这些政务微博对解决信访问
题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反倒更加凸显执政者在微博时代的被动和迟缓。
政府在网络时代的被动和迟缓，间接导致了“由上访到上街”的群体性事件。
于建嵘指出，催生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是社会上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怀疑
和不满。为此，政府应该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陈婧，２０１２）。这些问
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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