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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联盟、 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

———以互联网“专车”论争与监管政策为例
张海柱

【摘要】在话语理论看来，政策制定是一个围绕特定议题的话语建构、意义
诠释与竞争的过程。 “话语联盟”框架将政策制定解释为“话语结构化”与
“话语制度化”的过程，体现了话语分析与行动者互动分析的结合。 “话语联
盟”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除了与话语及意义相关外，还受到宏观环境、制度结构
与权力关系的影响。对“专车”论争与政策制定的考察发现，存在“政府管
制”与“自由市场”两个话语联盟。其中， “管制联盟”主要通过“合法性”
“权益”“交通拥堵”“安全”等话语来论证对“专车”加强政府管制的合理性，
“市场联盟”则主要通过“共享经济”“行业新业态”等话语来论证市场机制作
用的合理性。由于“管制联盟”在权力与资源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它在很大程
度上主导了“专车”政策制定。不过，国家对“互联网＋ ” “共享经济”和出
租车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倡导为“市场联盟”创造了有利环境，该联盟对政策制
定也产生了影响，典型体现是最终政策中“专车”准入条件的放宽和“分类管
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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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受２０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的影响，西方政策研
究在１９９０年代出现了“政策话语”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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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Ｆｏｒ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３；Ｄｒｙｚｅｋ，１９９０；张海柱，２０１３）。对“话语”的关注
不仅体现了政策研究对象的拓展，而且意味着政策研究范式由实证主义向后实
证主义的转换（张海柱，２０１５）。话语研究者在考察各种语言、沟通、论证或文
本材料时，不再将其视为纯粹“描述”或“反映”客观世界的符号系统，而是
秉持建构主义哲学立场，认为它们在根本上能够“构成” “创造”或“改变”
社会现实。

政策话语被视为行动者针对特定政策问题的主观诠释与意义宣称。政策制
定则被理解为一个“论辩过程”（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１９９８：１９４），一个围绕特定议题展
开的政策话语间的竞争性互动。当前来看，政策话语研究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囊
括了多种不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或方法的研究取向（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张海柱，
２０１３）。而且，话语研究对于既有政策研究方法而言，更多地是一种补充，而非
替代。因此，政策话语研究的展开需要思考如何与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整合的问
题。在这方面，荷兰学者马汀·哈杰（Ｍａａｒｔｅｎ Ｈａｊｅｒ）将话语因素引入到政策行
动者的互动分析中，从而开发出了“话语联盟”（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理论框架
（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２００６）。迄今为止，该框架已被许多学者应用于政策制定研究中
（Ｍｅｒｉｎｏ ＆ Ｂｅｌｌｏ，２０１４；Ｔｏｎｋｉｓｓ ＆ Ｓｋｅｌｃｈｅｒ，２０１５；林子伦，２００８），所适用的
政策议题囊括了酸雨（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气候变迁（Ｂｕｌｋｅｌｅｙ，２０００；林子伦，
２００８）、能源政策（Ｓｔｅｐｈａｎ，２０１５）、饮用水标准（Ｂｒｕｌｏｔｔｅ，２００７）以及行政
改革（Ｔｏｎｋｉｓｓ ＆ Ｓｋｅｌｃｈｅｒ，２０１５）等多个领域，成为了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政
策过程分析框架。当前该理论框架尚未受到国内政策研究者的明确关注，因此
本文尝试应用该框架来解释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从而检验它对我国政策领域的
解释效力。

不过，既有的应用话语联盟框架进行的分析多聚焦于对话语自身的考察，
但是对话语实践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权力关系缺乏足够重视。有鉴
于此，本文尝试将对话语联盟的考察置于宏观制度环境与行动者关系网络中，
从而构建出一个解释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该框架
来考察我国近两年出现的针对互联网“专车”（网约车）现象的社会论争以及
国家“专车”监管政策制定的过程。这种考察一方面能够检验话语联盟框架之
于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解释效力，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理解长期以来激烈的“专
车”论争提供一个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类似复杂政策议题的内在
实质与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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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话语联盟与意义竞争：一个政策制定分析框架

人类是“以某些事物对他们具有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为基础，而对这些事物
产生行动的”（石计生，２００６：２８９）。话语即承载意义的符号。政策倡导者总是
试图通过话语符号对社会现象赋予特定意义，并谋求该意义能够获得决策者的
关注和支持。因此，“政策制定的政治，需要被理解成为了生成与控制共享社会
意义体系的话语竞争”（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３：１３）。哈杰本人将“话语”界定为“是
一个观念、概念与范畴的特定集合体，它们在特定的实践场景中得以产生、复
制和转变，经由该话语，意义被赋予到物理与社会现实之上” （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
４４）。

话语具有“展现故事的能力”（德赖泽克，２００８：１７），哈杰提出了“故事
情节”（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ｓ）的概念用来指称话语的内容。“故事情节”即“关于社会现
实的叙事”（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６１），它能够将复杂抽象的“概念”“范畴”“框架”
等话语符号“通俗化”（Ｔｏｎｋｉｓｓ ＆ Ｓｋｅｌｃｈｅｒ，２０１５：８６７），从而有助于话语与意
义的传播。“故事情节”体现了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维度”，不过由于政策制定
所具有的实践特征，因此还需要一种“行动维度”的分析（Ｐｏｈｌｅ，２０１３：３）。
为了“将话语间的互动与个人的策略性行动关联起来”（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５２），哈
杰提出了“话语联盟”的概念。话语联盟由“故事情节、话语行动者及其话语
实践”所构成，其中， “故事情节”是凝聚联盟的“黏合剂” （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
６５）。话语联盟之所以能够达成集体行动，是由于某些主体对相关“现实”赋予
了近似的意义，在决策上有共同的“呼声”。

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哈杰将政策制定界定为不同话语联盟“争夺话语霸
权的竞争”（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４４）。这又分为两个阶段：当某一话语被许多人共同
接受时，就实现了“话语的结构化”；当某一话语转化为公共政策或固化于制度
与组织实践中时，就实现了“话语的制度化” （Ｈａｊｅｒ，２００５：３０３）。话语制度
化的最高形式是话语所指称的对象被广泛视为是“自然的”“正常的”，甚或是
“无可置疑的社会事实”（Ｈａｊｅｒ，２００５：３０３）。

在哈杰看来，“话语联盟与特定人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而与行动者所使用
的故事情节及其实践密切相关” （Ｈａｊｅｒ，２００５：３０３）。正因如此，话语联盟的
分析更多聚焦于对话语自身的考察，但是对话语实践所处的政治社会情境特别
是社会权力关系特征缺乏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话语总是在特定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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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化脉络中产生、传播、变化并发挥作用的，受到现实制度结构的影响。
话语支配性地位的获得，除了自身“故事情节”要被社会公众理解和认可外，
话语行动者还必须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占据较好的位置，并能够通过各种策略
（除了传统的结盟、互惠、交换、合作策略外，还包括隐喻、修辞、象征、情感
唤起等论证策略）的使用广泛动员各种资源，寻找并利用政治机会，来争取权
威决策者的支持。有鉴于此，本文将话语联盟与意义竞争的考察置于特定“场
域”之中，从而构建出一个政策制定分析框架（图１）。

图１　 话语联盟、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场域”（Ｆｉｅｌｄ）概念借鉴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一个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布迪厄、华康
德，１９９８：１３３）。本文将场域分为“话语场域”和“决策场域”两部分。其
中，话语场域中的话语（意义）生成与互动过程是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
也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对象。在该场域中，各种社会主体（包括重要的官方主体
甚至核心决策者）针对特定社会现象进行了不同的话语建构与意义诠释活动，
并进行意义竞争。“获胜者”将进入决策场域（成为支配性政策话语），经由合
法化程序转化为政策产出或制度安排。

就分析框架而言，作为一个理论建构的“理想型”，它假定最终能够进入决
策场域的是意义竞争的“获胜联盟”。由于决策场域中的政策话语已经占据了支
配地位，不会受到明显的挑战或质疑，因而可以顺利地经由制度化决策程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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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最终政策方案①。因此，考察话语场域中不同话语联盟如何进行竞争性互动
来争取获得进入决策场域的资格尤为关键。当然，由于“场域”概念突显了宏
观政治社会环境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属性，因此本文不仅要对话语与意义本身进
行考察，还要结合我国政治社会体系以及决策体制特征来考察话语联盟生成与
互动的具体情况，进而探讨该框架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由于话语理论对“话语”的界定过于抽象，难以直接应用于经验研究中。
我们虽然能够理解诸如“概念”“观念”“范畴”等话语的形态内涵，但是除非
借助于一些“可见”的“媒介”，否则我们无法方便有效地来把握这些“符号
性表达”（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６３６）。为此，本文借鉴一些诠释学研究者的观
点，将“承载意义”的“符号”分为三类： “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行为事件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以及象征性实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Ｙａｎｏｗ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Ｓｈｅａ，２００６：ｘｖ － ｘｖｉ）。借助于这种分类，我们可以界定出多种话语“载体”，
例如语言、新闻报道、科学理论、仪式，甚至广场、纪念碑等，只要它们承载
特定意义，就都属于话语“载体”。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载体来观
察话语的作用。

本文采用单个案研究的方法来对话语联盟框架在我国政策领域中的解释效
力进行检验。之所以选择“专车”监管政策作为案例，是由于“专车”现象于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在我国出现后，很快引发社会热议。不同主体针对“专车”属
性、合法性、安全性以及监管方式等问题表达了不同看法与态度。论争中的行
动者多借助特定的概念、观念或价值框架来“谈论”专车问题，这些正是本文
所关注的“话语／意义”竞争的主要内容。为了对“专车”论争与政策制定中的
各种话语及意义进行考察，本文主要采用各种公开发布的政策文本、政策行动
者（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讲话记录、媒体报道等作为资料来源，
透过它们我们可以较为便利地把握话语存在与发挥作用的“踪迹”。

三、“专车”监管：议题产生与政策发展

本文所谓的“专车”现象是指以网络租约车平台为中介、由传统出租车行
业之外的车辆和司机来为公众提供出行服务的现象。现实中除“专车”外，还
有“快车”“顺风车” “拼车”等具体类别。由于社会论争聚焦于“专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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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定话语（联盟）进入决策场域中后是否仍存在遭受挑战（对抗性话语）的情况，
还需进一步讨论或经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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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此本文主要用该概念来指称前述社会现象。就实际经营模式来看，“专
车”分为两类，一种是以私家车为主的“Ｃ２Ｃ”模式（滴滴、优步），另一种是
以约车平台自营车辆为主的“Ｂ２Ｃ”模式（神州专车）。现实中“Ｃ２Ｃ”模式占
据着绝对的市场份额①，社会论争也主要围绕该模式下的“私专车”展开，因
此本文主要将其作为考察对象。
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快的打车推出“一号专车”服务，成为国内首家网络约

租车平台。随后８月初，易到用车与滴滴打车先后推出“专车”服务，由此互
联网“专车”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社会现象。现实中的“专车”平台运营主要是
通过在平台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与司机之间签订“四方协议”②
的方式来进行。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有限，现实中越来越多私家车通过
“挂靠”租赁公司的方式进入到了“专车”队伍中，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
为引发了各种争议。多地出租车司机通过卸载约车软件甚至集体罢运等方式表
达对“专车”的不满，要求政府部门进行打击③。不过，也有许多“专车”支
持者以专车服务质量高、符合“互联网＋”与共享经济潮流等理由呼吁政府部
门对其采取“宽容”态度。

面对“专车”引发的社会争议，一些地方交管部门最初采取了“观望”或
“迟疑”态度。例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南京客管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专车是新兴事物，是否涉嫌非法营运还不好说”（张瑜，２０１４）。不过，也有
一些城市较早地对“专车”采取了打压态度。２０１４年８月，北京市交通委下发
了《关于严禁汽车租赁企业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的通知》，明令禁止私家车作为
租赁车辆运营。１０月，沈阳出台了《关于严禁客运车辆租赁企业、私家车主等
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营运行为的通告》，明确将“滴滴专车”定性为
非法营运的“黑车”。随后，上海、杭州、南京、济南等越来越多城市明确将
“专车”定性为“黑车”，并多次开展执法处罚行动。

不过，由于对“专车”运营的执法处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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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易观智库于２０１６年３月发布的《中国专车市场趋势预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５年全
年滴滴专车在用户覆盖率及订单占比方面均以８０％份额保持绝对优势，而神州专车只有不到
１０％的份额。

在这种模式下，“专车”平台公司与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合作来解决车辆与
司机的来源问题，当乘客向“专车”平台提出用车需求时，通过一份“四方协议”，由平台
代乘客同时向汽车租赁公司承租车辆、向劳务派遣公司雇佣代驾司机，由此满足乘客的出行
需要。

仅２０１５年１月份，就有包括沈阳、青岛、成都、济南、长春、南昌等在内的多个城
市接续发生出租车集体罢运来表达对“专车”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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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争议。典型的是２０１５年１月济南市某滴滴“专车”司机因被客管中心处罚
而提起的诉讼，这被称为全国“专车第一案”，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赵秋丽，
２０１５）。不过，由于“专车”运营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此案
经过多次开庭审理却迟迟未有明确结果。

随着“专车”论争的日趋激烈，作为国家交通主管部门的交通运输部的态
度显得尤为重要。与一些地方政府的严厉态度相比，交通运输部的态度较为缓
和。据披露早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司长刘小明就曾带队到
“滴滴打车”专门调研“专车”，并明确表示“滴滴打车在智能交通领域做出的
探索和成绩，将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升级转型”（栗泽宇，２０１５）。不久之后
的２０１５年１月８日，交通运输部明确表示“‘专车’服务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
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不过，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的行
为则被明令禁止（栗泽宇，２０１５）。更明确的表态是在２０１５年３月全国“两
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私家车永远不允许当
专车使用”被媒体广泛报道，这使“私专车”的合法性在国家层面上遭到否定。

在交通运输部对“私专车”问题进行表态后，许多地方交管部门通过约谈
“专车”平台企业、开展“专车”专项执法等方式加强了对“私专车”的管控。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多次发生出租车司机与“专车”司机群体的抗议甚至直
接冲突。为了更好地规范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消除各种争议与冲突，交通运输
部开始酝酿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２０１５年５月，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
王水平透露，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工作小组已经初步起草了出租车行业改革方
案，对于“专车”问题，“各级管理部门整体持支持态度，但也一致强调规范
性”（黄海蕾，２０１５）。五个月之后的１０月１０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公布了《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

意见稿将“专车”纳入出租车范畴进行管理，并设置了私家车转为“营运
车辆”的条件，从而为“私专车”走向合法提供了途径。不过，其中对“专
车”平台、车辆与驾驶员的各项准入条件或资质要求过多，特别是私家车作为
“营运车辆”需要遵循“８年报废期限”的规定，更是被视为将会把大部分私家
车主拒之在外。因此，意见稿的发布不仅没有平息争议，反而使社会各界的质
疑和争论更加激烈。１０月２６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征求意见汇总情况，在征集
到的意见中，“专车是否该作为新业态纳入监管”“网约车车辆条件和标准”等
问题备受关注。而且，针对“专车”的行业属性、监管方式以及从业资质标准
等问题，征集到的意见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彼此观点差异较大（侯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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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０２）。
面对新的争议，交通运输部的态度较为谨慎。正式监管政策并没有在征求

意见程序结束后立刻出台，而是进行了新一轮的酝酿。在此期间，交通运输部
相关负责人多次参加或组织召开“专车”政策研讨会，积极听取相关领域专家
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３月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再次表达了对
专车“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趋利避害，规范其发展”的态度。

在社会各界的期待中，正式监管政策“姗姗来迟”，最终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８
日才正式发布。相较于意见稿而言，最终政策仍然采用了行政许可的方式对
“专车”平台、车辆与司机设置了准入“门槛”，但是各项准入条件与程序①均
有所放宽。更重要的则是，私家车按照规定程序转为“专车”从事运营时不需
要转变为出租车属性，而是额外设置了“预约出租客运”的新属性，相应地也
放宽了报废限制②。这体现了一种“分类管理”的思路，即承认“专车”与传
统出租车的行业差异，采取不同的管制框架。

由于“专车”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饱受争议，欧美国家也缺乏针对“专车”
的有效监管思路。就此而言，我国交通运输部制定的监管政策可谓“超前”。那
么，我国“专车”政策的制定体现了怎样的内在逻辑？社会论争与政策制定之
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正式政策相较于意见稿而言会出现诸多变化？
这是本文经验分析将要回答的问题。

四、话语联盟与意义竞争：理解“专车”政策制定过程

“专车”监管议题的产生、发展以及政策制定过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社会论
争，论争中的社会主体借助于不同的概念、观念或价值框架来“谈论”对“专
车”问题的理解，此即本文所关注的“话语”现象。下文将应用话语联盟分析
框架来对“专车”论争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内在逻辑进行解释。以“意见稿”的
发布为标志，“专车”政策制定分为了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论争内容发生了明
显变化。因此，下文将依次对两个阶段中的“专车”论争与政策制定进行分析。

（一）第一阶段论争与政策制定

第一阶段的论争主要针对“专车”现象自身展开，相关行动者通过各种话

０１

◆专栏：监管改革

①

②

主要包括网约车平台注册程序简化、车辆与司机的申请条件简化等。
最终政策规定：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６０万千米时强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到６０万

千米但使用年限达到８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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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对其赋予了特定意义，进而表达了自身的政策诉求。
１ ． 论争中的话语及意义
（１）合法性话语：“黑车／非法营运”
“专车”出现之后，很快引发了是否“合法”的争论，例如某的哥直言：

“虽然不叫出租车，干的就是出租车的活，难道不算黑车么？” （张瑜，２０１４）
另一位南京的哥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

两家电商觊觎的是利用庞大的约车市场，以租赁形式洗白黑车营运……
倒逼出租车行业完全进入一个低端、穷困潦倒的境地。（张瑜，２０１４）

由于被赋予了“黑车”的意义，“专车”在许多出租车司机眼中成了不合法
的事物，因而呼吁政府进行打击。针对被贴上的“黑车”标签，约车平台运营
方则强调“专车是‘汽车租赁＋劳务代驾’，不是黑车”（张瑜，２０１４）。形式
上未被法律禁止的“四方协议”模式成为专车平台论证其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在合法性问题上，交通运输部的表态十分重要，部长杨传堂所说的“私家车永
远不允许当专车使用”意味着“私专车”的合法性在国家层面上遭到了否定。

（２）权益话语：“乘客权益风险”
“四方协议”模式下的乘客身份由消费者变为车辆承租者和代驾服务雇佣

者，“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被
杭州交管部门视为“专车”存在的风险，因此提醒市民“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
安全出行应该选择正规的出租车或租赁车辆”（黄兆轶，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５月７
日，《人民日报》刊文谈论“专车”监管问题，明确指出“专车”的安全性
“不容忽视”：

一般来说，营运车辆报废年限是８年，而社会车辆没有具体年限；出租
车司机要求驾驶技能在３年以上，而有些私家车司机可能是刚取得的驾照；
有的车没有保险，出了事故，乘客面临赔偿难的问题。（王伟健等，２０１５）

现实中“私专车”被许多地方认定为非法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保
险公司会进行拒赔。据报道，优步曾与保险公司沟通，“希望保险覆盖到旗下车
辆，但由于上位法对于非法营运的硬性规定未能谈拢，保险公司很难改变目前
对于非法营运车辆的拒赔条款”（聂日明，２０１５）。

长期以来，优质的服务被视为“专车”的主要优势之一，“既不会拒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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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有充电器、纸巾和水，司机笑脸相迎”（魏凯等，２０１５）。不过，权益话语
的出现揭示出“专车”隐含的风险，进而彰显了“取缔或者至少加强监管力
度”（曹菲，２０１５）的必要性，正如某媒体刊登的网友观点：

＠ ＣＲＡ＿ 微笑的小鱼说“乘客发生意外纠纷后权益如何来维护，靠专车
公司么？没有执法介入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障安全到达目的地、让自己
的权益不受损害才是重点！”（曹菲，２０１５）

（３）资源配置话语：“共享经济”
在“专车”支持者看来，它是“共享经济”这一新兴经济模式的代表，因

而成为论证其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早在２０１４年８月，某运营方就表达了“推动
政策革新，大家一起做共享经济” （崇晓萌、曲忠芳，２０１４）的诉求。在“共
享经济”论者看来， “专车”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２０１５年全国
“两会”上腾讯ＣＥＯ马化腾的评论：

Ｕｂｅｒ用移动互联网改善出行是很正面的，增加了车辆的利用率，大家
不用买这么多车了，把一些闲置的车辆利用起来，哪怕是私人的车，这样
对提高效率、减少排放、对环保是有帮助的。（腾讯，２０１５）

类似观点甚至多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如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的报道刊登
了某城市管理学者的观点“私家车参与营运，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汽车闲置资
源”（王伟健等，２０１５）。５月１２日另一篇题为《专车载着大众创业梦颠簸前
行》的报道也指出：

开专车本身就是闲置资源变现，也是一种大众创业，符合当下的创业潮
流。这种共享经济创业让资源使用更有效率，不仅买卖双方获益，资源环
境也受益。（杜丽鹂，２０１５）

需指出的是，“共享经济”叙事更多针对的是“私专车”这一被斥为“不
合法”的对象。在许多人看来，只有整合私家车资源才能体现“共享经济”的
实质，这体现了对该概念的特定诠释。例如《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走向合法
的‘专车’正在远离共享经济”一文，在评论上海尝试“专车”合法化之举时
指出：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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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的初衷并不是像打车软件一样的资源集散平台，而是对社会闲置资
源的优化利用以及对人们出行模式的改变……要求接入专车平台的私家车
变更为营运车辆属性……专车失去社会闲置资源利用的意义……“私专车”
终于要合法化了，以不再是众所期待的“专车”为代价，这个结果说不上
好或不好，只是中国的专车，可能将与共享经济毫无瓜葛。（南方都市报，
２０１５）

（４）改革话语：“推动出租车行业改革”
“专车”初期定位是“高端用户”，价格高于传统出租车，“不冲击出租车

利益体系”（安东，２０１４）。不过，在平台高额的价格补贴下，低廉的价格成为
“专车”的主要优势之一，这被许多出租车业者视为“不公平竞争”，因为“专
车”规避了出租车管制在营运资质、报废年限以及税费等方面的要求（魏凯等，
２０１５）。不过，鉴于出租车行业存在的各种问题，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
步”（黄少卿，２０１５）。由此，“改革”话语出现在了“专车”论争中，将“专
车”视为“推动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力量。２０１５年３月《人民日报》刊文指出
“寄望于市场放开、引入‘鲶鱼’来促进行业升级、提高出行质量，是很多人对
专车持正面态度的根本原因”（周人杰，２０１５）。山东省政协常委宋传杰更是直
言“专车就是当年小岗的农民”（蔡晓彤，２０１５）。

不过，“鲶鱼”“小岗”等隐喻式论证对“专车”的认可更多体现在推动改
革的“工具”意义上，对“专车”自身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仍存质疑。前述《人
民日报》文章中特别指出“凡事过犹不及，专车运营仍要依法登记以便监管”
（周人杰，２０１５）。宋传杰也特别澄清：“并不是要大力发展专车，而是要让专
车这个‘鲶鱼’带动出租车市场改革。”（蔡晓彤，２０１５）由此可以“专车”在
改革话语中被赋予的双重意义。

（５）交通话语：“加剧交通拥堵”
资源配置话语认为“专车”有助于改善公众出行效率。不过，对私家车等

“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被一些交通领域专家视为“加剧城市交通拥堵”的因
素之一。这种观点典型地体现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中：

现代城市交通中首要的瓶颈是道路资源。如果大量过去使用率不高的家
用汽车参与到出租车服务的提供，其带来的车流量的增加，对有的城市而
言将是不可承受之重。（黄少卿，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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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广州与北京市交通委先后表达了“专车加剧市区交通拥堵”的
观点（黄海蕾，２０１５；魏凯，２０１５）。更具影响的是高德公司发布的《２０１５年
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认为“互联网专车、快车的普及，是造
成拥堵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东镭，２０１５）。

上述结论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了许多质疑声音。滴滴公司回应指出：“发
展网络预约出租车、专车等新型的服务，可以减少乘客打车的时间，减少原有
出租汽车的空驶里程，缓解城市交通”（新浪，２０１５）。经济学者周其仁曾指出
“仅凭现有数据尚无法得出专车增加拥堵的结论”（王维维，２０１５）。有法律学
者则表达了“专车缓堵”的观点：

在专车、顺风车等出现之前，大部分私家车仅供车主自己开车上下班使
用，搭载人数非常有限。但专车等的出现释放了这部分资源———私家车主通
过在上下班路途中搭载乘客，反而在缓解拥堵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王维
维，２０１５）

尽管存在争论，不过“专车致堵论”已经进入到了国家监管者的视野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交通运输部主管的《中国交通报》刊文讨论“专车缓堵还
是添堵”问题，认为“网约车的普及为大家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机动车使用次数及里程的增加，加剧了拥堵”（杨红岩等，２０１５）。交
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刘小明在某次研讨会上指出“新的业态给老百姓出行带来
很大的便利，但也存在很大问题，比如专车带来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并因此认
为“太晚管理专车会积重难返”（刘繥，２０１５）。
２ ． 话语联盟、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
在对“专车”论争中的主要话语及意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可以界定出两

个主要话语联盟：“政府管制话语联盟”（“管制联盟”）与“自由市场话语联
盟”（“市场联盟”）。其中，“管制联盟”主要通过合法性话语、权益话语和交
通话语发展出了“专车是非法营运的‘黑车’，会损害乘客的合法权益，也加剧
了城市交通拥堵，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取缔或加强管制”的“故事情节”。该联盟
下的主要行动者包括出租车企业与司机、部分地方交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部
分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媒体。而“市场联盟”则主要依赖资源配置话语发展出了
“专车是共享经济的代表，能够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资源（车辆）优化配置并满足
公众出行需求，因此不应当被取缔或施加过度管制”。该联盟下的主要行动者包
括“专车”平台企业与“专车”司机群体、部分经济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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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话语关注的并不是“专车”自身的合理性，而是其推动出租车行业改
革的“工具”价值。它认为专车发展不应是“放任”的，需要进行监管，改变
其“野蛮生长与灰色生存”（黄少卿，２０１５）的状态。所以该话语属于“管制
联盟”的范畴。

“管制联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政府长期实施的出租车行业“强管
制”模式。这一实践中的监管框架为“管制联盟”赋予了强势地位，该联盟充
分利用前述多重话语为“专车”赋予了负面意义或形象，从而论证了进行管制
的合理性。其中“合法性”话语已经实现了“话语结构化”， “非法营运”与
“黑车”成为人们在谈论“专车”时的常用概念。除话语论证策略外，该联盟
内的行动者也多次采用“罢运”等传统行动策略，这对地方政府形成了“维
稳”压力，成为许多城市对“专车”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市场联盟”的产生主要源于对出租车“强管制”模式的反思，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来解决各种行业问题被视为改革出路。２０１４年底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
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中特别提出要“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市场化改
革”。此外，“专车”作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契合了国家推广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政策导向。特别是２０１５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后， “互联网＋”成为国内热议话题。上述宏观政策环境为
“市场联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挑战“管制联盟”的主导地位， “市场联盟”主要通过“共享经济”
叙事来论证“专车”的合理性。国家对“共享经济”的倡导为“市场联盟”的
论证策略提供了有利环境，而“共享经济”也在“专车”论争中实现了“话语
结构化”。此外，“市场联盟”还针对“管制联盟”的各种话语宣称提出了“对
抗性话语”来与之进行意义竞争。例如，通过“四方协议”模式应对合法性话
语，通过由“专车”平台建立保险赔付体系的方式应对权益话语，通过提出
“专车缓堵”的观点来应对“专车致堵论”等。

在各种论证策略的使用下，“市场联盟”不断挑战“管制联盟”的地位。交
通运输部多次表达的对“专车”的鼓励态度可以视为该联盟影响的结果。“专
车”政策意见稿中设置的私家车合法化途径，体现了“私家车永远不允许当专
车使用”这一官方立场的改变，表明了“市场联盟”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不过，由于交通运输部等官方主体更多属于“管制联盟”内的行动者，因
此，两个联盟的制度地位与权力资源极不对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话语意
义竞争结果。意见稿中对网约车平台、车辆以及驾驶员的各种资质要求仍然是
对“私专车”模式的排斥。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表述事实上是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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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纳入了“出租车”范畴中，因此借鉴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思维（特别是行
政许可手段）来监管“专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是“管制联
盟”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

（二）第二阶段论争与政策制定

第二阶段论争除了围绕“专车”自身展开外，还包括对意见稿中相关规定
的论争。论争中出现了新的话语，“专车”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因此影响了
最终政策制定。
１ ． 论争中的话语及意义
（１）行业属性话语：“新业态”
意见稿将“专车”纳入出租车范畴进行管理，引发了针对“专车”这种

“新业态”的行业属性论争。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
开了由众多专家学者以及交通运输部领导共同参加的“专车”研讨会，会上有
学者提出“其实专车是一个增量市场，是不同于出租车的商业模式，不应纳入
出租车管理”的观点，而交通运输部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王秀春则表达了“要把
专车或网络约租车放在出租车大行业的领域来考察”的态度（刘繥，２０１５）。

此后，“专车”行业属性成为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讨论的重点。在１１月７
日由交通运输部组织召开的出租车改革座谈会上，针对“专车新业态的定义”
问题，不同专家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支持管理办法的人认为，“互联网专车
就是出租车”，“传统出租车的监管框架，基本上可以用来监管网络租约车”，质
疑派则认为，“互联网专车是互联网＋的新业态”，“不能用监管传统出租车的方
式监管互联网专车，必须系统性创新监管方式”（张霞，２０１６）。

在这种激烈论争中，交通运输部对“专车”的定位较为关键。在２０１６年全
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指出“网约车是个新生事物……它
的性质属于城市出租汽车的范畴”（赵怡雯，２０１６）。不过，杨传堂同时也指出
了网约车未来的可能出路：

需要按照网约车的特点“量体裁衣”，设计新的管理制度，使其自身实
现健康发展，也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我们要通过制定法规把私家车
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合规的运营车辆。（赵怡雯，２０１６）

（２）资源配置话语：“共享经济”
“Ｃ２Ｃ”专车更多是私家车，而且多为兼职性质，因此才被许多人视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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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闲置资源的“共享经济”。而一旦变为营运车辆属性后，“Ｃ２Ｃ”模式也就
转变为“Ｂ２Ｃ”模式，这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属于“共享经济”的范畴。“只有
‘私专车’才是共享经济的体现”，这是长期以来“私专车”支持者的主要论证
依据。不过，随着论争的深入，“共享经济”所承载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
变化一方面体现为对“私专车等于共享经济”命题的驳斥。例如《中国交通
报》刊文指出：

“共享出行” （Ｒｉｄｅｓｈａｒｉｎｇ）的学术定义是：司机在前往一个既定目的
地时，顺路搭另一个乘客……而专车平台公司的服务，大多是Ｒｉｄｅ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称不上“共享出行”，本质与出租汽车无异。（郑城，２０１５）

事实上，越来越多“专车”司机由兼职变为专职，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已
经使“Ｃ２Ｃ”模式不具有配置“闲置”资源的优势。“今时今日，无论是Ｕｂｅｒ
还是滴滴，在庞大的运能中，还有多少是这样闲余资源共享的司机和车辆？”
（张翼轸，２０１６）另一方面，许多人主张对“共享经济”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
认为以神州专车为代表的“Ｂ２Ｃ”模式也是共享经济的体现：

共享经济最本质的作用不仅仅是“共享社会闲散资源”，而是通过互联
网的技术手段，极其方便地对接了“供需”双方，使得市场行为更加高效、
便捷……我还是比较看好Ｂ２Ｃ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也是共享经济的
一种。（钛媒体，２０１６）

由于“Ｂ２Ｃ”相较于“Ｃ２Ｃ”而言更强调平台的监管和约束，“更加可控、
安全”，也更加符合意见稿的精神，因此被许多媒体视为“专车”行业未来发展
的方向（茶扬，２０１６）。

（３）安全话语：“乘客安全隐患”
由于“专车”被许多人视为非法营运的“黑车”，因此产生了针对其可能带

来的人身安全隐患的质疑。例如沈阳运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市民进行
的提醒：

近期，女大学生失联事件频发，她们中的一些人就是乘坐了“黑车”，
所以市民必须要乘坐有手续的出租车，而“滴滴专车”就没有任何手续。
（陶阳，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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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专车”给社会公众留下的“高端车辆”“优质服务”等印象，
因此“安全性”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显现出来。不过，进入２０１６年５月以
来，安全话语迅速凸显了出来。以“深圳女教师乘滴滴顺风车被司机杀害”“专
车司机对乘客进行骚扰、咒骂甚至人身伤害”等为代表的恶性事件接续出现并
被广泛报道。针对这些问题，许多权威媒体发出了对“专车”安全性的质疑。
例如，《人民日报》５月６日刊文《网约车如何一路平安》，指出需要对“私专
车”加强管制（何鼎鼎，２０１６）。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再次刊发《专车莫成
安全洼地》一文，指出安全性可能是专车的“最大软肋”（刘志强，２０１６）。此
外，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先后以“网约车的安全隐患”“网约
车的‘安全问题’该认真解决了”为主题进行专门报道，由此安全话语成为论
争核心。

安全话语对“专车”的质疑，一方面是针对“专车”平台的“粗放”管理
模式，“专车司机使用假牌注册的现象目前非常严重”（周勘，２０１６），另一方
面则是针对“专车”司机来源构成的变化：

兴起之初，很多专车司机来自于那些较早接触移动互联网的人群，这部
分人综合素质相对较高……但是当前专车司机的来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量中低收入人群成为专车司机的主体，其中不乏就业困难、有犯罪记录
或有精神病史等人群。（周勘，２０１６）

有评论者指出，上述问题“对于Ｃ２Ｃ专车平台而言，很难通过自身来改变”
（周勘，２０１６），从而彰显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
２ ． 话语联盟、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
意见稿的发布为社会各界针对“专车”的态度、意见与诉求的表达提供了

机会，由学界与官方召开的多次研讨会更是提供了不同话语及意义进行“竞争”
的平台，从而推动论争走向深化。论争中出现了新的话语与意义，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前述话语联盟的构成、互动及结果。

就“市场联盟”而言，经济学等领域专家学者仍然是重要行动者，他们通
过将“专车”界定为“新业态”的方式，来质疑“管制联盟”的核心主张。以
滴滴为代表的“专车”平台企业也针对意见稿表达了自身的态度，并提出“以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专车’的方式管理网约专车”的方案（张枭翔，２０１５）。
这可以视为向“政府管制”联盟的部分“妥协”，不过，由于上述建议对政府
的定位是“间接管理者”角色，因此核心主张仍然是让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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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意见稿对“专车营运资质”的要求在冲击Ｃ２Ｃ平台的同时，为Ｂ２Ｃ平台创

造了合法有利的发展环境。因而不同平台之间的分歧逐渐凸显出来，Ｂ２Ｃ平台
向“管制联盟”靠拢，支持监管部门对“专车”资质进行管制。

就“管制联盟”而言，意见稿出台后，“取缔专车”不再成为核心主张，而
是强调要将“专车”纳入出租车行业范畴内进行监管。该联盟的主要论证策略
除了对“专车”赋予出租车行业属性外，更重要的是对“共享经济”的内涵进
行了重新诠释。这种诠释一方面削弱了“市场联盟”以“共享经济”来论证
“私专车”合理性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强调“Ｂ２Ｃ”取代“Ｃ２Ｃ”的合理性。
此外，短时间内出现的多起安全事件为“管制联盟”提供了有利机会，该联盟
充分利用“安全”话语来质疑“Ｃ２Ｃ”模式的合理性。随着《人民日报》等权
威媒体的广泛报道，安全话语顺利实现了“话语结构化”。在这一背景下，对
“专车”施加“行政许可和数量管制”成为许多人的政策主张，而“安全原因
是主张行政许可的主要理由”（张霞，２０１６）。

意见稿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管制联盟”已经进入到了决策场域中，
从而初步确立了未来政策的基本框架。不过，就“市场联盟”而言，尽管其自
身的权力地位较为弱势，但是２０１５年以来宏观环境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有利条
件。首先，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许多城市先后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出租车行业改革，
这一改革“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制联盟”的正当性，为“市场联
盟”提供了实践样本。其次，“共享经济”范畴开始进入国家高层决策的视野。
例如２０１６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这种宏观政策导向为“市场联盟”创造了有利环境。

此外，作为我国决策体制走向开放性的一种体现，重大政策正式出台前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为“市场联盟”提供了公开挑战“管制联盟”并影响
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机会。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部参与或组织的多次研讨会上，不
同的话语与意义得以公开表达并正面“交锋”，这种意义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改变决策者的思维与认知。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政策尽管仍采用了行政许可的监管模式，
但是管制程度有所缓解。而且， “分类管理”的框架体现了“管制联盟”向
“市场联盟”的部分“妥协”。此外，与意见稿相比，“车辆和司机的准入标准，
交给平台审核”，这也是“市场联盟”中的主要话语获得制度化地位的重要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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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应用话语联盟框架来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解释。在以“专车”论
争与政策制定为案例进行的考察中，本文详细梳理了论争中的主要话语及意义，
并界定出“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两个话语联盟。两个联盟分别通过特定
话语为“专车”赋予了消极或积极的形象，进而表达了自身政策诉求。其中，
“管制联盟”主要通过合法性话语、权益话语、交通拥堵话语、安全话语等来论
证对“专车”加强政府管制的合理性，而“市场联盟”则主要通过“共享经
济”“行业新业态”等话语来论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合理性。除了使用不
同话语进行论证外，联盟竞争还体现为针对同一话语（如“共享经济”）所赋
予的差异性意义之间的竞争。由于“管制联盟”在权力与资源网络中的优势地
位，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专车”话语与决策场域，典型体现是最终政策所
坚持的以行政许可为核心的管制框架。不过，国家对“互联网＋”“共享经济”
以及出租车市场化改革的倡导为“市场联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该联盟
的各种话语论证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效，典型体现是最终政策中各种
“专车”准入条件的放宽以及“分类管理”的实施。

不同的话语会建构出不同“现实”，也会为不同政策方案提供“合理性”，
由此构成了政策论争的主要内容。本文对政策制定的考察并非致力于揭示决策
场域中的“黑箱”运作，而是侧重考察话语场域中不同行动者对于特定政策议
题的“讨论”及其对政策制定所提供的知识、论证、合理性等资源。这种考察
提供了一种解释政策制定过程的新视角。本文对“专车”政策的考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了话语联盟分析框架对我国特定领域政策制定的解释效力。不过，
由于本文进行的是单一个案分析，因此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话语联盟框架在我国
其他政策领域适用性的判断。“专车”政策之所以被选择作为案例，原因之一在
于有大量行动者围绕“专车”现象展开了激烈论争，这种论争主要是借助于各
种概念、观念、措辞或价值框架来进行的，它们正是特定“话语”或“意义”
的体现。因此，竞争性话语及意义的“可视化”存在，是判断话语联盟框架适
用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于中西方政治或决策体制的差异，具体的话语分析操作存在许多不同。
例如许多西方学者的政策话语分析多以议会讨论记录或政府决策“备忘录”作
为分析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出决策场域的内部运作情况。而在我国，
决策场域仍主要呈现为一个“黑箱”，这也是本文将分析重点放在话语场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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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
另外，我国当前决策体制的一个重要程序为正式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的过程，这可以视为话语场域与决策场域的“联结”。这种“联结”表明了
现实决策过程相较于理论框架而言的复杂性。在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话
语场域与决策场域相对“独立”，话语（意义）竞争发生于正式决策之前。然
而，公开征求意见过程表明，正式决策之前已经有了一个“预决策”。意见稿本
身尽管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的出台已经表明了官方的立场，也为后续的政
策话语论争限定了框架（例如第二阶段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意见稿本身进
行的）。因此，征求意见的决策程序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引导话语论争的方
向，体现了决策场域对于话语场域的“反作用”。这种场域之间的互动对于话语
（意义）竞争以及政策制定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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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ＳＥ． Ｉｎ Ｈｏｗａｒｔｈ，Ｄ． ＆ Ｔｏｒｆｉｎｇ，Ｊ．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ｊｅｒ，Ｍ． （２００６）． Ｄｏ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Ｂｒｉｎｋ，Ｖ． ＆
Ｍｅｔｚｅ，Ｔ．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Ｌａｂｏｒ Ｇｒａｆｉｍｅｄｉａ．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Ａ．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２７（２）：１９１ － ２１１．

Ｍｅｒｉｎｏ，Ｍ． ＆ Ｂｅｌｌｏ，Ｍ． （２０１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Ａｙｓ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３）：
１ － １１．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Ｎ．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Ｔ． ＆ Ｈａｒｄｙ， Ｃ． （２００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９（４）：６３５ － ６５２．

Ｐｏｈｌｅ，Ｊ． （２０１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Ｐ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Ｈ． （２０１５）．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ｓ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Ｒｉｓｋｙ “Ｄａｓｈ ｆｏｒ Ｇａｓ”
ｏｒ Ｖｉｔ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ａ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０ 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ｎｋｉｓｓ，Ｋ． ＆ Ｓｋｅｌｃｈｅｒ， Ｃ． （２０１５）． Ａｂ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１（６）：１ － ２０．

Ｙａｎｏｗ，Ｄ．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Ｓｈｅａ，Ｐ． （２００６）．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Ｉｎｃ．

３２

话语联盟、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


	《公共行政评论》2016第5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