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青年学者工作坊”优秀论文选登

【编者按】为培养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并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
学术新秀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
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公共行政评论》杂志联合发起并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 － １７
日成功举办了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此次盛会得到了学
界诸同仁的鼎力支持，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３０多所高校１１０多篇投稿。经过严
格、规范的遴选，最终选出了１０篇优秀论文，并邀请相关资深学者、期刊编辑
与这些优秀论文的作者参与了此次盛会。为展示此一盛会所取得的成绩，本刊
特开辟此栏目选登部分优秀论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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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

———基于毛泽东年谱中２ ６１４段批示的研究
陈思丞　 孟庆国

【摘要】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是公共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论文提出领导人注
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在正式职务稳定的情况下，议题重要性、问题严重
性和领导偏好影响着领导人注意力分配。问题机制和偏好机制是两种注意力产
生的机制。在问题机制下，不同部门为争取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相互竞争，议
题重要性与问题严重性之和较大者才能够胜出。当领导人偏好起作用，与领导
人偏好的契合程度是议题被关注的最重要因素。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是问题机
制与偏好机制组合的产物，由于注意力瓶颈，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会对问题机
制产生的议题有所挤压。论文将批示作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度量，同时选取建国
后正式职务稳定的毛泽东作为经验研究对象。基于毛泽东年谱中２ ６１４段批示，
在借鉴相关注意力研究编码的基础上，论文展示了领导人注意力变化情况，同
时以外交、政法、教育和卫生议题注意力变动为经验基础，证实了类乐透球模
型推导出的若干理论假设，并为打开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黑箱”提供了一个
分析框架。

【关键词】注意力　 批示　 议题重要性　 问题严重性　 领导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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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学者工作坊”优秀论文选登

 陈思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孟庆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感谢董玄博士和张楠教授在论文创作过程中的有益评论。本文的早前版本曾在２０１６年１
月中山大学召开的“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上进行了公开宣讲，感谢
朱亚鹏、陈天祥、孔繁斌、朱春奎、公婷、敬硋嘉、米加宁、张琦诸位教授提出的建设性修
改意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５ＺＤＡ０３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７１４７３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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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决策者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怎么分
配的？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最核心、最迷人的问题之一。

注意力是选择性地关注主观或客观信息的一个特定方面，同时忽视其他感
知信息的行为和认知的过程。注意力也经常被认为是分配有限的信息处理资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４）。从认知心理学的定义出发，注意力定义的本身就意味着稀
缺性和选择性。决策者也受到注意力法则的影响，但由于身处科层制金字塔塔
尖的位置，使得其注意力分配过程面临更多挑战。在政府科层体系中，金字塔
的结构往往使得处在顶端的决策者能够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呈现信息泛滥的
态势（Ｂｅｅｔｈａｍ，１９９６）。实际上，决策者注意力分配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
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练宏，２０１５）。
与此同时，由于决策者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的认知能力导致的注意力瓶颈的客
观约束依然存在（Ｓｉｍｏｎ，１９８５）。在信息泛滥和注意力稀缺的约束条件下，政
府的政策制定就成为了分配决策者注意力和选择信息的过程。而由于其在官僚
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策者注意力的变动往往对政策产出的变化至关重要。布
莱恩·琼斯（Ｂｒｙａｎ Ｊｏｎｅｓ）通过理论和经验证明，在偏好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
下，注意力的转变是如何影响选择和政策产出的（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４）。

相比学术界的探究，任何在中国政府运作过程拥有实践经验的官员，都对
中央政府，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力分配感兴趣。傅高义（Ｅｚｒａ Ｆｅｉｖｅｌ
Ｖｏｇｅｌ）（２０１３）在《邓小平时代》中提到，地方省委书记到北京后通常要先找
消息灵通的相关人士，了解中央领导最近关心什么问题。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
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解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
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某一议题的注意力，不仅意味着
资源的分配和倾斜，也往往带来某一议题的重大变革。那么，这些影响力巨大
且稀缺的领导人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

对注意力变动机制的经验研究离不开恰当的测量。批示是中国政府运作中
的一个特色环节，它是政府机构日常运作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胡乔木曾经
提到批示现象，“领导人通常在有关书面材料上做出简要的批示。这无论过去、
现在都是中国领导人重要的工作方针”（胡乔木，１９９７：２７１）。基于以下三点理
由，本文选取领导批示作为中央领导人注意力的度量。第一，领导人身边工作
人员上报的材料获得领导批示是其工作量考核甚至升迁的重要指标（胡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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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有激励搜寻领导感兴趣的材料并上报。第二，在实
践中各级官员将领导人的批示作为他们注意力的度量。根据有关规定，中央领
导的批示需要按期结办（国务院，２００４）。在政府拥有实践经验的官员，经常感
受到来自中央领导批示的压力。第三，批示涉及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是对领
导人注意力的灵敏度量。在西方的研究中，美国议会对某个议题听证会的天数
是其对注意力测度的经验指标（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５ａ），注意力往往与政
策过程中的议程设置阶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政府注意力不仅仅局限于议程设
置阶段，当美国决策者关注某个议题时，他们不仅仅关注议程设置而且关注方
案选择、决策和执行等方方面面。然而对美国政策过程全过程的干预却较难找
到指标度量，因此只能选择议会听证会天数作为度量。中国领导人批示则是另
外一个故事。在中国，领导人批示不仅涉及议程设置和方案选择，还涉及政策
执行和政策评估等方方面面。学术界关于批示的研究，侧面印证批示在资金分
配、议程设置和方案选择等多方面的作用（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５；王绍光，
２００６；Ｚｈｕ，２００９）。

相关资料显示，批示数量受到正式职务、身体健康状况和政治地位稳固程
度等领导人自身因素的影响（胡贲，２０１０）。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间，毛泽东正
式职务稳定，始终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段时间
内其政治地位相对稳固、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良好。因此本文选择毛泽东作为探
究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的样本。作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相对于同时
代的其他领导人的议题类型最全。各类议题在吸引毛泽东注意力的过程中，面
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如果能够剖析清楚他的注意力变动机制，对于理解其他
领导人的注意力变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以《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记载的建国后的２ ６１４段批示为例，将其作为讨论领导人注
意力变动的经验基础。

在简短的引言之后，文章第二部分梳理认知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
治学的注意力分配模型。第三部分在之前模型的基础上，提出领导人注意力变
动的类乐透球模型，并基于模型得出若干假设。第四部分，介绍毛泽东批示的
资料来源、批示议题分类标准，并明确议题重要性和领导偏好的度量。第五部
分基于外交、政法、教育和卫生议题对类乐透球模型的假设进行检验。第六部
分总结全文并讨论类乐透球模型的某些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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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从注意力模型到注意力政治学

（一）注意力模型、注意力经济学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

注意力被认为是生物体内决定一个特定刺激的效用的过程或条件（Ｂｅｒｌｙｎｅ，
１９７４）。当代认知心理学基本假定，相对于外界大量的信息，人是一个容量有限
的信息加工系统，要使其有效工作必须使得信息在加工限度之内。基于上述假
定，注意力配置形成过滤器模型、衰减模型及中枢能量理论。唐纳德·布罗德
本特（Ｄｏｎａｌｄ 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 （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１９５８）开创性地提出过滤器模型（Ｆｌｉ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信息通过许多平行感觉通道进入生物体的知觉系统。在平行信号尽头
是一个短期记忆的贮藏器，后面紧跟着一个滤波器。过滤器对输入的信息起到
筛选的作用，由此防止大脑的信息传送通道因有限的通过能力而超载。过滤器
模型随后有众多的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妮·特丽斯曼（Ａｎｎｅ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１９６４）提出的衰减模型（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在这个模型中，当信
息通过过滤机制处理的时候，无用的信息并不是被完全阻隔的。相反信息被减
弱，而且通过潜意识层面的所有阶段。丹尼尔·卡内曼（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７３）提出另外一种注意力模型。他不把注意力有限性看成是信
息通道的有限，而是认为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分配对不同刺激做出
反应。总体来讲，注意力理论都是基于实验室环境下简单的听觉和视觉刺激物
基础上创立的。这些理论更像是基于信号输出端对信号输入端变化的反应所建
立的假说。

注意力经济学是近年来注意力理论的又一拓展。注意力经济学的概念由约
翰·劳斯（Ｊｏｈｎ Ｒｏｕｓｅ）（Ｒｏｕｓｅ，１９９０）率先提出。不过一般认为迈克尔·戈德
哈贝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ｂｅｒ）（Ｇｏｌｄｈａｂｅｒ，１９９７）对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经济学的
分析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经济学家倾向于从理论层面探讨注意力如何分配才
更加有效率。李志昌（１９９８）探讨在信息社会如何处理好信息资源与注意力资
源之间的关系；汪丁丁（２０００）运用经济学分析注意力在个人选择空间里的配
置方式，并试图在社会博弈的框架内讨论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的收益问题；王
宗胜和李腊生（２００７）则推导出注意力配置的静态模型和注意力跨期动态配置
模型。纵观经济学关于注意力分配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注意力当作稀缺
资源，在给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最优化求均衡解。经济学注意力配置模型暗含
的假定是行为人完全理性，他知道将注意力分配到哪个方面效用最大。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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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全知全能完全理性这一假定往往得不到满足。
自从赫伯特·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 （Ｓｉｍｏｎ，１９４７）将注意力概念引入管

理学以来，注意力对决策的影响就一直是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之一。相比经济学以理性人假定从分析物品角度分析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的管
理学研究则是基于有限理性的假定，从认知科学角度来考察决策者注意力及其
配置（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 Ｂｅｃｋ，２０００）。威廉·奥卡西奥（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ｃａｓｉｏ） （Ｏｃａｓｉｏ，
１９９７）提出了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开创管理学中注意力的研究。他认为企业是
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系统。尽管注意力配置是决策者的个人行为，但决策者总
是处在一定组织环境中，那些与决策者注意力配置相关的议题和答案分散在整
个企业中。企业注意力配置需要通过程序和沟通渠道、注意力结构等要素，把
决策者个人认知与组织结构结合起来，关注个人、组织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
目前有关注意力基础观的研究主要与战略管理研究相结合，运用高阶管理理论
来考察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与企业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战略注意力基础观（吴建祖等，２００９）。

（二）从问题流到注意力政治学

相比心理学、注意力经济学和注意力管理学，注意力政治学起步较晚。一般认
为琼斯和鲍姆加特纳（Ｆｒａｎｋ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的系列研究，率先将注意力引入政治学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３；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４；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５ａ；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５ｂ）。不过注意力政治学与注意力管理学一样，都是将相关研究
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这点与经济学直接约束条件下做最优化有着根本的
区别。

约翰·金登（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ｄｏｎ） （Ｋｉｎｇｄｏｎ，１９８４）开创性地提出三源流理论，
并对注意力分配机制进行过初步的探讨。在解释问题流时，金登专门探讨了政
府官员是如何将其注意力固定在某一问题而不是在另一个问题上的。他认为各
种机制———指标、焦点事件和反馈———使问题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指标能评价
某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该问题的变化。焦点事件包括灾害、危机、个人经验和
符号。反馈可以提供关于那些可能不符合立法议题或上级行政意图的信息。金
登提出注意力变化的三个原因，实际存在一些重叠。问题发生变化，往往能够
用指标来衡量，其本身可能是反馈的结果，也可能是焦点事件引起的。金登把
注意力变化的原因都谈到了，但是并没有清晰的结构和因果关系。

布莱恩·琼斯（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１）开创性地将认知心理学与政治科学相结合，
继承西蒙有限理性理论和注意力稀缺的假定，详细地探讨了决策者个人和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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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组织的有限注意力与政府决策、政策变化、机构设计、机构变迁的关系。
琼斯认为有限的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转移，是导致政策稳定和政策突变的基本原
因。在将政治变化与微观决策者注意力变化成功联系起来后，布莱恩·琼斯和
弗兰克·鲍姆加特纳（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５ａ）提供了注意力变动的政策
选择模型和隐性指数模型，提出由于信息的丰裕和决策者注意力的瓶颈，政府
总是对信息进行不成比例的处理。政府对信息不成比例的处理，将导致政策要
么不变要么突变，由此引申提炼出的间断均衡理论，被广泛运用。

三、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

图１　 类乐透球模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认知心理学的过滤器—衰减模型，为我们展示了注意力配置的基础模型。注
意力管理学的模型将企业决策者的个人认知与组织结构、环境结合起来。注意
力政治学的研究，提供领导人注意力模型的构成要件和模型假设。注意力政治
学系列研究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都是在多元主义的假定下，探讨问题、民意、
媒体舆论与政府注意力之间变化的关系。相对于注意力政治学系列研究的多元
主义假定，本文认为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的中国更符合精英主义假定，即政策过
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治理结构。相关研究表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的中国民意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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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舆论，更多像是受到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影响，而不是领导人注意力变化的
原因（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２００７）。因此本文直接关注客观问题变化与领导人注意力的
关系，忽略民意和媒体舆论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模型继承了注意力政治学中关
于有限理性和注意力稀缺的假定。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图１为
类乐透球模型的示意图。

领导人每天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自各个政策领域。某个
时段某个议题的问题，都是以议题球的形态，从问题入口涌向处于科层制金字
塔顶端的领导人。“政策黑箱”类似贮藏器，各式各样涌向领导人的议题球，都
被暂时性地储存在“政策黑箱”中。这些议题球在“政策黑箱”中并不是安静
排放，相反总是在相互碰撞和无序运动的过程中，正如彩票机器中相互碰撞的
乐透球那样。

每个议题球有三个重要的属性，即密度、体积与形状，分别对应议题重要
性、问题严重性与领导人偏好。议题球想要从“政策黑箱”中涌出进入领导人
注意力通过两个机制，一个是问题触发机制，另一个是偏好驱动机制。在问题
机制下，不同部门为争取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相互竞争，议题重要性与问题严
重性之和较大者才能够胜出。在偏好机制中，议题与领导偏好的契合程度是其
被关注的最重要因素。

问题机制是日常的议题产生机制。偏好机制是由领导人个人偏好对议题优
先级的改变。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是问题机制与偏好机制组合的产物。由于注
意力瓶颈的存在，问题机制产生的议题与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之间会相互权衡。
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优先序，在问题机制产生议题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在给
定时间内，领导人注意力总量是固定的，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会对问题机制产
生的议题有所挤压。

某个时段内，“政策黑箱”能够储存的议题总数是给定的。由于新的议题，
每时每刻都在涌入。有些议题通过问题机制或偏好机制产生。剩下的旧议题球，
就成为被遗忘的议题，从“政策黑箱”中排出。

以上类乐透球模型的机制，用数学表达时由如下公式所展示的。

珔Ａ ｔ ＝ 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ｔ ＋ Ａ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 ＝ ｍａｘ ａ１ ｔ ｐ１ ｔ，ａ２ ｔ ｐ２ ｔ…ａｎｔｐ{ }
ｎｔ ＋ ａｐｒｅｆ，ｔ

ａｐｒｅｆ，ｔ通过偏好起作用的议题，（ａｎｔｐｎｔ）ｍｉｎ ＜ ａｐｒｅｆ，ｔ ＜ （ａｎｔｐｎｔ）ｍａｘ

珔Ａ ｔ是由ａｎｔｐｎｔ和ａｐｒｅｆ，ｔ组成的集合。由于在每段时间内注意力总量给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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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之间需要再权衡，ａｎｔｐｎｔ和ａｐｒｅｆ，ｔ中的较大者才能吸引
注意力。

（一）问题机制

问题机制是一个取大机制，每个议题球之间相互竞争。议题重要性和问题
严重性乘积较大的议题，能够吸引领导人注意力。具体来看，议题重要性对应
议题球的密度，问题严重性对应议题球的体积。密度和体积都较大的议题球质
量较大，在相互碰撞过程中，能够通过问题机制胜出。

每个议题对于国家重要性在一段时间内是客观给定的。本文以各个议题主
管部门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排序，作为议题重要性的度量。国务院组成部门
的排序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变化，本文认为一段时间内国家整体认为某个议题重
要，其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序中就会提前。党委部门与政府部门重要
性比较，国务院组成部门与国务院直属机构重要性比较，会更加复杂，但是原
理是相同的①，为了简洁，本研究中主要讨论国务院组成部门主管议题之间的比
较。如果仅仅关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国务院（政务院）组成部门排序，外交、
政法等议题主管部门排序，往往比教育、卫生等议题主管部门排序靠前。

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问题的发展发生变化。
例如环境保护议题，在建国初年并不重要，但是随着环境不断地恶化，环保议
题变得越发重要。从１９７３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到２００８年
环保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主管环保议题的环保部门，从无到有，从低级别
到高级别，从隶属其他部委变成国务院组成部门。在类乐透球模型中，环保主
管部门的不断的升格即意味着在不同时间段内，环保议题球的密度在不断变大。

问题的严重性可以用多种指标度量。本研究认为，当度量某个问题某个维
度的指标达到极大值或极小值时，问题最严重。部分焦点事件也可以作为问题
严重性达到顶点的一个标志。

（二）偏好驱动机制

偏好机制指的是，不管议题的重要性和问题严重性如何。某段时间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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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比较主管领导的行政级别（例如比较主管部门一把手是不是中央委员、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主管部门领导的行政级别越高，政治待遇越高，其议题越
重要。一般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其一把手均为政治局委员，比一般国务院组成
部门部长的级别高，因此认为这些部门主管议题更加重要；一般认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其主管
的议题，比国务院直属机构所管理的议题更加重要。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要某个议题与领导人偏好一致，那么议题球就将吸引领导人的注意力，此类议
题即为ａｐｒｅｆ，ｔ 。

特定的议题总是被存在某种特定偏好的人群所喜爱。每个人成长经历、教
育背景和工作履历的差异，使得每个人对特定议题有着特定的偏好。人群对不
同议题的偏好用议题球的不同形状来代表。议题漏斗类似于过滤器，由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偏好决定形状。每个领导人有着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工作
履历，这些因素共同造就领导人的偏好。先前研究证明，相对于注意力，偏好
长期基本是稳定的（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４）。在领导人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前，这些偏好
已经形成固化，并且在他们作为最高决策者期间保持稳定。如果议题球形状与
漏斗形状相符，那么议题球能通过，如果议题球与漏斗形状不相符合，则无法
通过。

（三）议题竞争效应

问题机制是日常的注意力产生机制。偏好机制是领导人对议题优先序的改
变，其可能提高某个议题的优先级，也可能降低某个议题的优先级，其效果往
往对强势议题和弱势议题体现得特别明显。由偏好机制驱动的弱势议题，其议
题优先序将显著提高。由于注意力瓶颈导致议题出口具有唯一性，大量偏好驱
动的议题的存在，将相对降低强势议题的优先序。

偏好驱动的议题的优先序，在问题机制中最强议题和最弱议题之间。当最
强势部门最紧迫问题发生时，比如当一个紧迫的外交危机发生，两国之间面临
战争威胁时，领导人偏好驱动的议题总得押后。偏好驱动议题需要等待排在它
之前的议题的解决。当然，领导人偏好的议题不会排得太靠后，只要处理完最
紧迫的议题，领导人往往就会关注自己偏好的议题。

（四）类乐透球模型的理论假设

由于涉及治国理政的所有议题，在一段时间内每个议题相互竞争，每个议
题不同维度都有不同的测度指标，完全通过计算模拟检验乐透球模型难度较大。
未来在拥有一台足够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同时明确各个议题衡量指标和领导人偏
好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检验甚至预测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情况。

单单从一个重要性中等的议题来观察注意力变化时，由于每个议题都面临
其他议题的竞争，普通的议题需要讨论比它重要和比它不重要的议题的情况，
因此，在讨论区分问题机制和偏好机制的作用时比较复杂。当选取一个议题重
要性强的部门和一个议题重要性弱的部门时，由于控制住议题重要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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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讨论问题机制和偏好机制就相对简单。限于篇幅，无论是理论推论还是实
证，都选取议题重要性强和议题重要性弱的部门。取极端值的方法，源自关键
案例法的思想，即通过极端值控制住部分变量，从而验证想要检验变量的作用
（Ｇｅｒｒｉｎｇ，２００７）。

根据类乐透球模型，分别考虑强势部门（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序靠前的部门）
和弱势部门（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序靠后的部门），可以得出六个理论假设。

Ｈ１：如果一个部门议题重要性（ａｎｔ ）是所有部门最大的，与此同时问题
（ｐｎｔ ）也是最紧迫的，由于偏好机制起作用时，偏好驱动的议题优先序低于最
重要部门的最紧迫议题［ａｐｒｅｆ，ｔ ＜ （ａｎｔｐｎｔ）ｍａｘ ］，此时该议题将获得领导人关注（
ａｎｔｐｎｔ ∈ 珔Ａ ｔ ）。

在现实中，对应的部门往往是长期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排名第一的外交部
门。只要有重大的外交事件发生，外交议题总能获得领导关注。

Ｈ２：如果一个部门的议题重要性（ａｎｔ ）在所有部门中靠后，其问题
（ｐｎｔ ）也不严重。在没有领导偏好存在的情况下（ａｐｒｅｆ，ｔ ＝ ０ ），该议题不可能
获得领导人注意力（ａｎｔｐｎｔ  珔Ａ ｔ ）。

这种现象在日常政策过程中较为普遍，许多冷门的部门，在领导没有特殊
偏好的情况下，长期得不到领导的关注。

Ｈ３：如果一个部门的议题重要性（ａｎｔ ）较强（但不是最强），其问题
（ｐｎｔ ）也较为严重，但该议题却无法获得领导人注意力（ａｎｔｐｎｔ  珔Ａ ｔ ），往往由
于领导人偏好起作用（ａｐｒｅｆ，ｔ ≠ ０ ）。

当领导人偏好某些议题并且强烈关注，改变优先序的议题占据有限的政策
空间，较为强势部门较强的问题都无法获得领导关注。

Ｈ４：如果一个部门的议题重要性（ａｎｔ ）较弱，其问题也不严重（ｐｎｔ ），
但该议题却能够获得领导关注（ａｎｔｐｎｔ ∈ 珔Ａ ｔ ），往往是由于领导对该议题有强烈
的偏好（ａｐｒｅｆ，ｔ ≠ ０ ）。

该议题由于与领导偏好相契合，成为优先处理的问题。这种偏好往往能够
从领导人成长过程和工作经历中寻找到痕迹。

Ｈ５：在不存在领导偏好的情况下（ａｐｒｅｆ，ｔ ＝ ０ ），一个弱势部门的议题
（ａｎｔ ），如果要获得领导关注（ａｎｔｐｎｔ∈珔Ａ ｔ ），其部门的问题（ｐｎｔ ）往往较为严
重。

有时弱势部门的议题即使问题严重，由于其无法与强势部门议题的强问题
相比，依然没法获得领导关注。弱势部门议题出现强问题不一定获得领导关注，
但是在没有领导偏好情况下，弱势部门获得领导关注时，必定是问题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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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Ｈ６：在不存在领导偏好的情况下（ａｐｒｅｆ，ｔ ＝ ０ ），一个强势部门的议题如果

要获得领导关注（ａｎｔｐｎｔ ∈ 珔Ａ ｔ ），有时其部门的问题严重性（ｐｎｔ ）达到平均水
平就可以了。

强势部门，由于其议题重要性大，在问题普通、有时甚至问题并不严重的
情况下，都能够获得领导关注。

四、资料来源、议题分类标准与度量

（一）资料来源

批示是中国政府运作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历史资料的披露使得批示研
究成为可能。２０１３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对本研究有巨大参考价值。《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以中央档案
馆保存的档案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同时使用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作为佐证，
并收录大量未曾公开发表的文献。编纂者始终遵循客观记述和不作评论的方针
（逄先知、冯蕙，２０１４）。年谱根据有关档案，尽可能记下毛泽东每天的活动情
况，每日批阅的文件情况也记录在内，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从中找到痕迹。

本研究中批示的定义是，中国政府决策者对上报的各类报告签署书面意见，
以表达个人意愿和行使权力的一种工具。其中有三个关键点：（１）批示是书面
意见，与口头表达的指示不同。（２）批示是领导人对下级官员上报各类材料的
回应，是行使正式职务赋予的权力的工具，与普通信件传输信息不同。（３）是
批示需要写明处理意见表达个人意见。相比圈阅或简单地批转文件，批示有领
导人的文字表述，更加清晰地表达领导人的意见和个人意愿。如果仅画圈、仅
标注日期、仅写上自己的名字、仅写上“同意”二字或者仅将文件批转给其他
人不表达其他意见，在本研究中均不算做批示。按照这个标准，本研究收集了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２ ６１４段的批示。

目前关于毛泽东的史料丰富，由权威部门出版的材料还包括《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２００９）、《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３）、《建国以来的
毛泽东文稿》（毛泽东，１９８７）。然而这些材料并不适合作为本研究的资料。
《毛泽东选集》主要收录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稿，关于毛泽东的批示披露不多，
同时选集由作者本人挑选确定，有较强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毛泽东传》都是由
故事组成的，以一个个故事讲述毛泽东的一生。这种传记类的写法在增加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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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同时，会舍去众多与主线故事无关的领导人批示；《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
稿》确实披露大量文献资料。经过比对，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份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相比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资料更加翔实丰
富。《毛泽东年谱》编纂者强调其资料收集力求全面客观（逄先知、冯蕙，
２０１４）。总体来讲，相比其他竞争性史料《毛泽东年谱》出版最晚、资料最全、
出版单位权威，其他史料在系列年谱中都能得到呼应。为了保证批示的统一一
致，本研究以《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为主要的资料来源。

（二）批示议题分类及注意力变化

本研究将批示作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度量。在注意力政治学的系列研究中，
对议题进行编码是后续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为了追踪政策活动中的长期变化，给公共政策研究提供更好的测量，布莱
恩·琼斯和弗兰克·鲍姆加特纳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启动政策议程项目（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通过明确议题分类和编码标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政策议
程项目组，２０１６）。按照２０１４年最新版编码标准，该项目将主要议题分为２０个
大议题（政策议程项目组，２０１４）。目前这一编码表，除了编码美国外，由可比
较议程项目（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支持用于编码其他欧洲国家，并且取
得丰硕的研究成果（Ｇｒｅｅｎ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 Ｗｉｌｋ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Ｐｒｉｎｃｅｎ，２００７；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 Ｊｏｈｎ，２００９）。最近
的编码表还被用于对中国香港１９４６年至２００７年的政府议题进行编码（Ｌａｍ ＆
Ｃｈａｎ，２０１５）。

如果细致观察政策议程项目（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的议题分类，我们发现
每个议题往往有其对应的政府部门。历史上看政府部门的设置与否，往往是对
各类经济社会问题的回应。每个政府的议题，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经
济发展阶段和政府架构密切相关。中国的议题有许多与政策议程项目编码表类
似，比如三农问题、教育、国防、宏观经济等议题。但是与党口相关的工作，
例如组织人事、宣传、统战乃至政治运动，这些与外国议题相比较难找到对应
的部分。另外颇具特色的是，毛泽东的批示中经常有些是处理个人事务和个人
爱好的，例如帮原本的师长同学介绍工作解决待遇、关于文史哲学习材料收集、
处理各类涉及个人崇拜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单独归为一类。在参考国外研究分
类的基础上，我们将批示的类别分为１３大类：财经工作、三农问题、科教文卫
民政、涉外问题、政治定性与政治运动、组织人事工作、国家统一、国家政权
建设与管理、国防军队建设、政法工作、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统战工作、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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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务与个人爱好。这些议题大都能找到对口的政府职能部门。各个议题的编
码结果分布见表１，而详细的子类别编码表见文末附录。

表１　 毛泽东批示议题编码及其分类
　 　 议题 批示数量 批示占比
ａ财经工作 ３１８ １２ １７％

ｂ三农问题 ３１２ １１ ９４％

ｃ科教文卫民政 ８４ ３ ２１％

ｄ涉外问题 ４０３ １５ ４２％

ｅ政治定性与政治运动 ６７２ ２５ ７１％

ｆ组织人事工作 ３０ １ １５％

ｇ国家统一 ８８ ３ ３７％

ｈ国家政权建设与管理 １５５ ５ ９３％

ｉ国防军队建设 ２１３ ８ １５％

ｊ政法工作 ５５ ２ １０％

ｋ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 １１２ ４ ２８％

Ｌ统战工作 ６９ ２ ６４％

ｍ个人事务与个人爱好 １０３ ３ ９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批示数量受到正式职务、身体健康状况和政治地位稳固程度等领导人自身
因素的影响（胡贲，２０１０）。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间，正式职务没变且政
治地位稳定（没有被打倒过），可以控制这两部分因素。从１９７０年开始，随着
年龄增长精力有限，毛泽东每年批示数量逐渐减少，不过用各类议题批示占总
批示数的比例值度量注意力，将较好地控制身体健康的变化，即虽然批示总量
变化，但是不同类别批示的比例数变化依然能反应注意力变化。

图２呈现的是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间，毛泽东议题占比堆积图的变化。从注意
力变动角度观察到有趣的现象，有的议题长期被高度关注，有的议题建国初年
被高度关注随后逐渐不被关注，有的议题总体来讲关注度都不高。例如，主要
由外交部门主管的涉外问题，长期被关注，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间，除了１９４９
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７６年四年时间外，每年都处在当年前五的议题；政
法议题在“文革”爆发前受到较高关注，在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５年，政法议题都高
居当年议题占比中的第二名。“文革”爆发后，却不再被关注；本文为了统计方
便，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社会保障这五小类议题加总的大议题科
教文卫民政，建国之后总体关注度并不高，仅仅达到总批示量的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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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毛泽东议题占比堆积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议题密度与领导人偏好度量

正如上文所说，仅仅考虑国务院组成部门涉及的议题，其议题重要性可以
用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序度量，排名越靠前其议题越重要。建国以来国务院经过
历次机构改革被大量研究（何艳玲，２００８）。

根据１９４９年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１９５４年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５年国家主席令第二号和１９７５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历次
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排序见表３①。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６年的历次国务院组成
部门排序中，外交部、国防部和公安部等部委的排序总是相对靠前。相比之下，
教育部、卫生部、体育委员会等部委的排序相对靠后。本研究选取外交、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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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４９年的部门排序为政务院组成部门排序。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７５年的排序均为国务院组
成部门的排序。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４年的部门排序依照法律条文中的排序确定。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和
１９７５年的排序，依照各部部长被任免的排序中的先后顺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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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和教育、卫生议题，分别作为议题重要性较大和议题重要性较小的代表，
用以验证类乐透球模型的假设。

表２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国务院（政务院）组成部门排序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５４年 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５年
内务部 内务部 内务部 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防部 国防部
情报总署 国防部 国防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公安部 公安部 公安部 国家经济委员会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财政部 司法部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公安部
人民银行 监察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公安部 对外贸易部
贸易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 内务部 对外经济联络部
海关总署 国家建设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农林部
重工业部 财政部 财政部 农业部 冶金工业部
燃料工业部 粮食部 粮食部 农垦部 第一机械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商业部 商业部 林业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
食品工业部 对外贸易部 对外贸易部 水产部 第三机械工业部
轻工业部 重工业部 水产部 冶金工业部 第四机械工业部
铁道部 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第五机械工业部
邮电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 第一机械工业部 第六机械工业部
交通部 燃料工业部 第一机械工业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 第七机械工业部
农业部 地质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 第三机械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林垦部 建筑工程部 煤炭工业部 第四机械工业部 石油化学工业部
水利部 纺织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 第五机械工业部 水利电力部
劳动部 轻工业部 地质部 第六机械工业部 轻工业部
文化部 地方工业部 建筑工程部 第七机械工业部 铁道部
教育部 铁道部 纺织工业部 第八机械工业部 交通部
科学院 交通部 轻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邮电部
新闻总署 邮电部 铁道部 石油工业部 财政部
出版总署 农业部 交通部 水利电力部 商业部
卫生部 林业部 邮电部 地质部 文化部
司法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建筑工程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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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 １９５４年 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５年
法制委员会 劳动部 农垦部 纺织工业部 卫生部
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 林业部 轻工业部 体育运动委员会
华侨事务委员会高等教育部 水利电力部 铁道部

教育部 劳动部 交通部
卫生部 文化部 邮电部
体育运动委员会教育部 物资管理部
民族事务委员会卫生部 劳动部
华侨事务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 财政部

民族事务委员会 粮食部
华侨事务委员会 商业部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贸易部

文化部
高等教育部
教育部
卫生部
体育运动委员会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华侨事务委员会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１９４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４）、刘少奇（１９５９）、刘
少奇（１９６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７５）。

关于领导偏好。实际上布莱恩·琼斯和弗兰克·鲍姆加特纳（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５ａ）中议会意识形态，就相当于类乐透球模型的议题漏斗。只
是中国领导人的偏好，暂时无法用指数测度，但是基于其生涯的经历，可以总
结出几种偏好。本文对毛泽东偏好的度量，主要看ＣＮＫＩ期刊网中能否搜索到毛
泽东相关偏好的文章，并基于毛泽东年谱中的史实加以印证，在具体政策讨论
中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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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外交、政法、教育和卫生议题的检验

（一）外交议题

在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排序中，外交部历来位居前列，且长时间占据排名第
一的位置。首任外交部长，由国务院总理兼任，由此可以看出外交议题的重要
性。涉及外交事务的批示占总批示数量的１５ ４２％，则印证了其获得领导注意力
的能力。

表３　 外交重大事件及其批示

议题 时间 事件 相关批
示数量

中苏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３

关系 １９５８年６月 探讨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 １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 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交恶开始 ２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中苏公开论战 ６

１９６９年３月 苏联军队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 ５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０年中苏边界谈判 １３

中美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
１９５３年７月

抗美援朝战争相关 ８１

关系 １９６５年 应越南政府请求，援越抗美 ５

１９７１年４月 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 １

１９７１年７月 基辛格秘密访华相关事宜 ７

１９７２年２月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关安排 ７

联合国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
合法权利 ５

１９７４年４月 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 ２

资料来源：新华月报编辑部（１９９９）、唐家璇（１９９９）。

用外交议题来检验Ｈ１的假设，首先要梳理涉外议题的严重问题包括哪些。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相关事
宜是外交议题中的重大问题。依据新华月报编辑部编辑的《新中国五十年大事
记》（新华月报编辑部，１９９９）和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撰写的《新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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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唐家璇，１９９９），本文将其中大事件展现如表３。在毛泽东批示中，
每个大事件都能找到相关批示，由此证实假设Ｈ１。

国际政治往往围绕与几个大国的外交展开。比如，１９７２年３月中美发表联
合公报后，１９７２年８月，中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１９７２年９月中国与日
本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围绕着外交的重大事件，毛泽东还会处理与
之相联系的前后事件，处理日本、欧洲、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宜，
还批阅大量关于国际动态的内参等材料。图３展现毛泽东涉外议题占比变化，
当大事件发生时，涉外议题占比往往会出现高峰。

图３　 毛泽东涉外问题注意力变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Ｈ６假设在涉外议题中也能得到观察。“外事工作无小事”的理念某种程度
就是对Ｈ６的印证。某些问题的情况比较普通、甚至是小事，但是由于其议题属
于外交事务，从而让它获得领导关注。比如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毛泽东阅外交部上
报的张闻天关于中国驻东欧国家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报告，
批示外交部：“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文中‘最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
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３ａ：４３７ － ４３８）。１９５９年１月，毛泽东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送刘少奇、邓小
平：此件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２０１３ｃ：５７３）。这两条批示，第一条是关于东欧国家各使馆管理的注意事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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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是中国与苏联交往，“有些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这两件事情问题并不严重，
同样事件放到国内，不会由毛泽东亲自批示。从相关研究中，也没有找到毛泽东对
东欧使馆管理以及做人谦虚谨慎方面有特别的偏好。这两个例子，证实Ｈ６假设。

（二）政法议题

政法议题由公安部主管。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间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序中，
公安部在第４到第６的位置，属于比较强势的议题，但不是最强势的议题。政
法议题在１９７３年的表现可以证实假设Ｈ３。

对政法问题严重程度的衡量主要是以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来衡量。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由于“文革”爆发，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刑事案件立案统
计也停滞。除上述年份外，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６年其余各年刑事案件立案数，来自相
关研究中从公安部收集的统计数据（张清

#

，２０１０）。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６年间，历
年人口数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１９９０）。其实从犯罪率来看，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４年、１９６１年
和１９７３年达到高峰。１９５０年犯罪形势严峻，每１０万人中刑事案件立案数达到
９３ ０２件，为改革开放前最高值。１９５４年、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７３年，犯罪形势相对
比较严重，每１０万人中刑事案件立案数都超过６０件。

图４　 政法议题与刑事案件发案率
资料来源：张清

"

（２０１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１９９０）。

毛泽东关于政法问题的注意力，在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５年到达高峰。这两年政
法工作的议题都进入当年议题的前五。政法注意力在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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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１９６４年略有波动，但是远远不及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５年所达到的水平，均未超
过当年议题的５％，文革之后基本不再关心政法议题。实际上，由于政法议题的
强势地位，其在问题一般时也能够获得领导关注（Ｈ６假设），比如１９６４年，毛
泽东对政法议题的关注，主要是对政法机构日常事务的管理。
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对政法议题的关注，主要是关注镇压反革命（杨

奎松，２０１１）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王小平，２０１４）。这符合强议题和强问题
同时出现议题被关注的问题机制。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７３年，用指标衡量的犯罪率出现
高峰，但没有政法议题，需要讨论。

研究表明，１９６１年的中国刑事犯罪的高峰是由“大饥荒”引起的。那时全
国因饥荒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激增，许多人为了生存被迫犯罪，当时侵犯财产
的犯罪，尤其是盗窃罪明显增加（吴鹏森，２０１２）。１９６１年的犯罪率升高，问
题不是社会管理出现问题，根源在于农业政策出现问题。１９６１年，三农议题注
意力在所有议题中排第一，应该算是问题机制再一次起作用。
１９７２年，中国刑事案件统计重新恢复，在１９７３年，犯罪率达到一个高峰。

有研究认为１９７３年的犯罪高峰，是对“文革”爆发导致混乱社会秩序的延续。
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公检法被砸烂，犯罪统计中止，在“造反有理”、黑白颠
倒的年代，究竟发生多少犯罪案件无从得知。当时的社会秩序可能比１９７２年、
１９７３年更为混乱。这种混乱的社会秩序直到１９８０年代的严打运动才得以好转
（冯树梁，２０１０）。Ｈ３假设预测，一个强势部门在问题足够严重时，没有成为议
题，是因为领导偏好在起作用。自从“文革”后，毛泽东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由
其个人偏好驱动的政治定性与政治运动议题上。１９７３年，涉外议题由于外交部
门强势的地位，得以被关注。相比之下，由于“文革”方针所导致的社会秩序
的混乱，被毛泽东选择性地忽视。毛泽东对“文革”议题的偏好，挤占了政法
议题的政策空间。

（三）教育议题

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序中，教育部门的排序稳定在倒数
第５名左右，即其议题重要性比较低。教育议题可以检验上文提到的Ｈ２和Ｈ４
两个假设。Ｈ２即一个弱势议题，在没有问题和没有领导偏好的情况下，较难受
到领导关注，Ｈ４即一个弱势议题，在问题同样不明显的情况下，由于与领导偏
好契合则能够获得领导关注。

教育议题在毛泽东总体批示中占比较低。从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批示内容来
看，在１９５６年之前，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批示主要涉及小学教育，关注的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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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小学学生学习负担、整顿小学教育、改善少年儿童读物和改善小学教师的
薪水和待遇问题。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主要关于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８年谈教育，主要是推动上山下乡运动，随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６年则
是关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反馈与调整。

从毛泽东教育批示来看，面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问题，毛泽东唯独对
小学教育具有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对小学教师的关怀导致１９５６年第一个教
育议题的高峰。１９５６年１月和４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
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十二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ｂ）和中共中央书记
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七十八号上批示，要求高层的相关领导解
决小学教师中存在待遇低、地位低和质量低等问题。在毛泽东的力主下，教育
部出台《关于提高小学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报告》，并经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ｂ）。

图５　 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２０１０）。

在验证假设Ｈ４时，本文关注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为什么改善小学教师待遇？
教师的待遇往往可以从专任教师增长率看出。教师行业待遇好的时候，增长率
高，反之则低。如图５，小学教师增长率在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达到最低点，按道
理说此时小学教师的待遇最需解决。与此同时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在１９５４年也
遭遇教师增长率危机，即普通高校和普通中学教师的待遇也需要解决，可是毛
泽东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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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教育议题与普通中学、普通小学师生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２０１０）。

教师师生比是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图６展现普通中学和普通小学的师
生比在１９５８年达到最低值。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普通中学师生比数值也较
低。但是唯独小学教师待遇议题在１９５６年被关注。

由于教育议题重要性不高，在没有领导偏好及问题较弱的情况下，教育议
题无法获得领导关注。由于议题重要性低，有时即使问题较为严重，教育议题
也无法获得关注。１９５２年普通中学师生比突然下降，１９５４年普通高校和普通中
学的专任教师增长率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但教师待遇问题，仅仅属于教育议
题的一个侧面，不足以吸引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由此证实Ｈ２。

是什么导致毛泽东对小学教育和小学教师的高度关注？有研究指出，毛泽
东曾经担任过小学校长，在其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校长）时期有诸多教
育实践，并且度过相对愉快的岁月，由此解释毛泽东与小学教育和小学教员的
渊源（北京师范大学组，２０１１）。建国后，毛泽东在对外宾的交谈过程中，多次
将自己闹革命前的职业定为小学教员（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ｄ）。正是这段经
历，让毛泽东对小学教育有着不一般的关注。有关政策企业家在了解毛泽东这
一偏好后，只要在恰当时机送上关于小学教育的议题，毛泽东便会欣然批示。
毛泽东１９５６年对小学教师待遇的高度关注，证实了Ｈ４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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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药卫生议题

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间，卫生部在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排序一般也稳定在倒
数第４至第５名，属于另一个弱势议题。图７为毛泽东医药卫生议题占比变化。

毛泽东关于医药卫生的批示不多，１９５２年主要是美军在朝鲜战场采用细菌
战后关注国内各地的疾病防疫，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７年关注血吸虫病防治，１９５８年主
要关注除四害运动。毛泽东批示中还展现，其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和农村合作医
疗有着特殊的关注。卫生批示似乎满足弱势议题被关注要么由于问题严重要么
由于领导偏好关注的规律。本文特别关注１９５６年的血吸虫病防治来严格验证
Ｈ５，即在领导偏好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弱势议题往往是问题足够严重时，才
吸引领导注意。

图７　 毛泽东医药卫生注意力变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血吸虫病由来已久，给我国南方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根据１９５５年春第二届
全国防疫会议的统计，除了台湾省未经调查外，我国其余十一个省份中，有２４７
个市县有着不同程度的流行，估计有１０００万人受感染，１亿人直接受到这种病
的威胁（萧荣炜，１９５７）。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听取时任
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血吸虫病的报告。１９５６年３月至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
有５条关于血吸虫病的批示，对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进行细
致的安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３ｂ），要求将消灭血吸虫病的报告“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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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外高级干部及二十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３ｂ：
５６３），并由中共中央批转防治血吸虫工作要点等重要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２０１３ｃ）。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效。１９５８年
６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对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毛泽东看到报道后，欣喜万分，彻夜不眠，写下了送瘟神二首（晓农、邢卫云，
２００３）。有研究表明，毛泽东对血吸虫病并没有个人偏好。至今未见史料载韶山
冲有人感染血吸虫病。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未见诸同学感染血吸
虫病的记载。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带部队上井冈山，红军长征期间均未见战士感染
血吸虫病的记载（何永锋，２０１４）。由此，我们观察毛泽东对血吸虫病的态度可
以不考虑领导偏好。

据徐运北回忆，１９４９年渡江战役前后，不少北方战士在渡江准备中感染血
吸虫病，丧失战斗力，引起解放军高层的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３）。
１９５３年沈钧儒先生在太湖疗养，发现血吸虫病流行猖撅，９月１６日向毛泽东写
信反映。毛泽东９月２７日即复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３ｂ：１７１）。
仅仅将材料转给某人，但是不书写意见或者表达态度，在本研究中不算批示。
应该说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开始关注血吸虫病，但并没有着手处理。毛泽东为何在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推动轰轰烈烈的血吸虫防治运动？一方面，血吸虫病感染率达
到高峰。建国初年对血吸虫病缺乏全国性的统计资料，少量地方统计资料显示，
解放后几年血吸虫病仍在发展。江苏省抽样村庄显示，１９５５年比１９５３年，感染
率增加了１２ ２％。１９５４年吴江县浦北乡在１９５２年检查时阴性的１ ３７２人中，新
发现２６４人感染（萧荣炜，１９５７）。可以推测，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仍在蔓
延，在１９５５年达到高峰。在没有领导偏好的情况下，弱势议题被关注，一定是
因为问题足够严重，证明了Ｈ５假设。另一方面，在问题机制中比血吸虫病更紧
迫的议题已经处理完了。１９４９年渡江战役时，更紧迫的任务是解放全中国。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需要处理外交事务、国防军队建设、财经工作等更为紧迫的议题。
弱势议题，在没有偏好的情况下，直到问题足够严重，在强势议题的问题被解
决后，最终才被关注。

六、结论

领导人注意力分配问题此前一直被认为是“政策黑箱”。本文在先前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为分析该“黑箱”提供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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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类乐透球模型认为注意力分配受到议题重要性、问题严重程度和领导人偏
好三种因素共同影响，同时通过问题机制与偏好机制两个机制起作用。当一个
议题的议题重要性和问题严重程度超过其他议题时，它就会通过问题机制起作
用。如果一个议题无法通过问题机制时，它与领导偏好的契合程度就成为其是
否被关注的关键。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是问题机制与偏好机制组合的产物，由
于注意力瓶颈，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会对问题机制产生的议题有所挤压。

本文创新提出将领导批示作为领导人注意力的测量，并且基于毛泽东２ ６１４
段批示中的外交、政法、教育和卫生议题证实类乐透球模型得出的各个理论假
设。建国后外交重大事件与外交批示的一致性，还有毛泽东对外交小事的批示，
展现最强议题部门如何通过问题机制起作用。１９７３年，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
下，毛泽东对政法议题的忽视，展示强势部门的政策注意力如何受到偏好议题
挤压。１９５６年小学教师待遇被关注，展现领导偏好对于弱势议题在问题不严重
的情况下起到的关键作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防治血吸虫病的运动展现在没有领
导偏好的情况下，弱势议题只有在问题严重时才能被关注，在问题微弱时只能
在问题机制中，被其他重要议题所挤压。

需要注意的是，领导人注意力不光受到类乐透球模型机制的影响。领导人
正式职务、身体健康状况、政治地位稳定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以批示度量的领
导人注意力的分配。本文选取毛泽东作为研究案例，因为他是极为特殊的样本，
其职务、政治地位和身体健康状况都相对稳定。在试图运用其他领导人批示对
类乐透球模型机制进行检验时，需要控制住领导人自身因素的影响。

在本文研究中，政策企业家的作用也没有被探讨。实际上，在由领导人偏
好驱动的议题中，处处是政策企业家的身影。但本文认为，相比政策企业家，
领导偏好才是注意力的决定因素。政策企业家仅仅能够将材料送到领导人的桌
前，领导人是否感兴趣是否批示，还是要取决于他的偏好。有的时候，领导人
想发动偏好驱动的议题，还可以自己培育政策企业家。政策企业家仅仅是获得
领导偏好驱动注意力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在类乐透球模型中暂时
不讨论政策企业家的作用。然而，弱势议题主管领导，利用领导人偏好来提高
本部门议题被关注概率的行为，在未来值得被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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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ａｓｉｏ，Ｗ． （１９９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８（Ｓ１）：１８７ － ２０６．

Ｐｒｉｎｃｅｎ，Ｓ． （２００７）． Ａｇｅｎｄａ －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１４（１）：２１ － ３８．

Ｒｏｕｓｅ，Ｊ．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２（２）：８３ － ９８．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Ｄ． （２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７：２５ － ５８．
Ｓｉｍｏｎ，Ｈ． Ａ． （１９４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ｉｍｏｎ，Ｈ． Ａ． （１９８５）．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７９（２）：２９３ － ３０４．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Ａ． （１９６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ｒ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Ｖｅｒｂ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６）：４４９ － ４５９．
Ｚｈｕ，Ｘ．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４９（２）：３３３ － ３５７．

５７１

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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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毛泽东批示议题详细编码表
议题 子议题

ａ财经工作 宏观经济　 税收政策　 财政预算编制　 各类项目分配
大跃进生产　 增产节约　 商业工作　 工业设计与工业发展
水利工程项目　 城市发展　 改善劳资关系　 私营工商业改造
失业问题　 工人待遇　 老区发展

ｂ三农问题 土地改革　 农民负担与粮食征购　 农业合作化
农村人民公社化　 大饥荒救济　 农村建设与管理
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建设等）

ｃ科教文卫民政 科技发展　 小学教育质量　 教育革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农村扫盲　 除四害运动　 防治血吸虫病　 卫生防疫　 发展中医　
农村合作医疗　 药用鸦片种植　 文物保护　 自然灾害救济

ｄ国际问题 国际形势研判　 外交事件与各类涉外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外交事务

ｅ政治定性与政治运动 建国初年整党整风　 三反五反运动　 新三反运动　 反高饶联盟　
反右前整风运动　 干部下放与五七干校　 反右派运动
庐山会议斗争　 七千人大会　 社会主义教育　 接班人问题
文革前形势判断　 文革相关　 批陈整风　 批林整风
改革派与四人帮斗争　 老干部平反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清查王明问题　 清查张国焘问题　 社会精英、民主人士入党

ｆ组织人事工作 组织部门相关工作　 各部门人事任免
ｇ国家统一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其他民族和边疆地区问题
ｈ国家政权建设与管理 机构设立与调整　 政府机构运作管理　 宪法起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及管理　 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与管理
政府工作报告修改　 中共八大筹备与管理　 中共九大筹备与管理
中共十大筹备与管理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
节日庆典安排及标语口号确定

ｉ国防军队建设 军队现代化与正规化　 军事作战部署　 部队思政工作
国防工业建设　 军队后勤工作　 战备工作与三线建设　 军事访问
部队转业、复员与整编　 军队整顿

ｊ政法工作 镇压反革命　 肃清反革命　 政法机关相关管理工作
ｋ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 文艺工作　 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宣传工作　 党史材料编写　

涉及意识形态材料编写
Ｌ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巩固与完善　 宗教改革　 华侨权益保护
ｍ个人事务与个人爱好 个人任职、活动出席等事务　 个人崇拜处理

个人津贴和家庭事务处理　 旧时师长及亲友故旧求助
高级干部家事、病情及丧事处理　 马列研究与哲学学习
文史材料学习收集

６７１

◆ “青年学者工作坊”优秀论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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