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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
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徐!彪!陆湾湾!刘晓蓉!张!浩"

$摘要% 论文从公众感知视角# 整合了原因属性分析+ 责任推断等归因过
程# 构建了公众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 并通过情境模拟实验#

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 公共危机事件后# !)" 相对于政府内部归
因# 外部归因会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 !*" 在政府内部归因中# 相对于
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部门道德缺陷# 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更有利于弱化公众
对政府的责任感知% !"" 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越高# 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
知越强% !+" 公众对政府社会责任的感知越强+ 对政府的认同度越高# 则对政
府责任的感知越低% !$" 受害方共谋关系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

!&" 危机事件越严重# 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强$ 这些发现当
有助于促进公共危机和公众感知的理论研究# 并帮助政府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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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前' 我国正处于急剧而深刻的社会, 经济转型时期' 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岳经纶, 李甜妹' *##[% * 在公共危机中' 若政府通过积极应对' 降低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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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 则可以极大地保护甚至提高政府的形象和声誉+ 反
之' 则会增加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 并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 导致政府的公
信力, 合法性受到质疑* 因此' 政府需要加强危机事件的责任管理' 努力降低
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 这就要求解决一个理论问题' 即危机事件后
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是怎样的-

在公共危机中' 对危机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判断谁应对危机事件负责' 是
公众的本能反应之一* 由于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责任感知来源于主观的心理认知
过程' 因此往往与客观的真实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在政府应对危机的过程
中' 往往由于对公众感知规律缺乏把握' 疏于应对' 导致公众错误归因' 对政
府责任感知过高'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如在一些公共危机中' 政府过度强
调客观事实' 竭尽全力地证实政府部门没有过失' 往往给公众形成推脱责任的
印象' 认为政府在掩盖和推卸责任' 引发怀疑, 焦虑, 愤怒等心理反应' 反而
加剧了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危机中
公众心理认知远比事实本身来得重要$E<.@952 ^NB.1@' )[[%% * 因此' 想要更
好地应对公共危机' 必须把重点放在研究公众的心理认知上*

探讨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责任的感知' 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是一个
非常合适的研究视角$S56B12952 ^A.:<@' *##[% * 政府责任感知作为政府在公
共危机事件中(不作为) 或(作为不当) 导致的公众认知结果' 其很大程度上
受到公众对危机事件归因的影响$ <̀@@12 ^\1@J9' *##"

!

)% '")% * 因为归因有
助于理解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 基于对事件发生原因的判断' 最终影响到公众
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 如当危机事件被归结为外部, 不可控原因时' 政
府往往不承担责任+ 而当危机事件被归结为政府内部, 可控原因时' 公众就会
产生(政府应对危机事件负责) 的感知$徐彪' *#)+

!

*( '"%% * 在许多情况
下' 公众由于认知能力局限, 信息缺乏, 归因偏见等原因' 会产生认知偏差'

从而对政府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或感知* 正如徐彪$*#)+% 所指出的' 公众极
易在危机事件中进行错误归因' 盲目地认为政府应对危机事件承担责任' 甚至
是道德责任* 因此' 本文从公众感知视角出发' 基于归因理论' 探索公共危机
中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 期望本文可以促进危机管理, 公众认知等
相关理论的研究' 并对政府更加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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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 公共危机后的政府责任感知

公共危机事件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 由于自然灾害等外部原因或社会矛盾
积聚而引发的, 危及社会公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

其具有突发性, 破坏性, 影响范围广等特征* 公共危机事件后' 公众收集信息'

通过归因过程' 对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最终产生(谁应对危机事件负责)

(谁应受到惩罚) 的判断* 作为危机归因的结果' 如公众认为公共危机是因为
(政府不作为) 或(作为不当) 而导致的' 则会产生政府责任感知' 即政府应
为危机承担责任*

'二( 公众归因过程

归因是公众一种基本的认知过程' 也就是公众利用信息对危机事件原因加
以推断的过程$A.:<@<7.B_' )[[$% * 在公共危机中' 公众通过探明危机事件的
原因来进行责任推断' 并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危机* 依据归因理论' 当公共危机
事件发生后' 公众会自然地利用各种信息对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
进一步决定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推断$A.:<@<7.B_' )[[$+ 徐彪' *#)"% *

公共危机发生后' 公众有两种归因路线! 原因属性分析$V599' )[((% , 责
任推断$Q.61B752' )[%#% * 在原因属性分析中' 公众首先利用各种信息对危机
事件的原因进行推断$K1BB<9-1<̂ \1<7]' *##[% ' 危机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因为政
府的能力不足' 或者道德存在缺陷' 也有可能是其他与政府不相关的外部原因
引起的+ 在确定危机事件的原因后' 公众会对危机事件发生原因的内外部性,

稳定性和可控性进行评估$X<12<@' )[%&% * 内外部归因指危机事件原因是来自
政府内部还是外部' 对内外部性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是否应该为危机
事件负责+ 可控制性是指危机事件的原因是否在政府能力控制范围之内' 即政
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危机事件的发生+ 稳定性是指危机事件的原因是否稳
定存在' 它影响着公众对在同样条件下危机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期$徐彪'

*#)"% *

在上述原因属性分析的基础上' 公众进行责任推断* 在这个过程中' 公众
关注的重点不是危机事件的客观原因或结果' 而是谁更应该为事件负责并受到
惩罚* 公众对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 尤其是内外部归因, 可控性归因'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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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评估具有重要影响* 但在责任推断中' 除了危机发生的客观原因之外'

还会受到道德, 认同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其更加看重道德责任$>@<a12 ^

Y27.J1' )[%(+ A.@712J5' )[[$% *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晕轮效应' 公众在责任
推断的过程中会存在爱屋及乌的强烈知觉特点' 对政府的某些品质, 特性的认
识' 影响到对其在危机中责任的感知+ 如公众对政府有负面认知' 则倾向于认
为政府应该对危机事件负责*

兰格$\52.B= M.2U<% 和沃什本$T.70.2 S_X.90I;@2% $M.2U<̂ X.90I;@2'

*#)*% 整合了这两种归因路线' 构建了更加全面的责任感知模型' 在模型中包
括了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 认同, 受害方的共谋关系等多个因素* 考虑到
责任感知不仅受到危机事件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影响' 公众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
到责任感知+ 因此' 本文在兰格模型的基础上' 根据政府组织的特殊性和政府
责任本身的特性' 从归因视角提出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见图
)% * 在政府责任感知形成的过程中' 公众进行了原因属性分析和责任推断' 前
者包括内外部归因, 可控性归因, 稳定性归因+ 后者包括公众对政府和受害方
的态度, 心理认知等变量*

公众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危机事件原因属性与政府责任感知

对于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 公众遵循这样一个逻辑思路! 首先' 判断
危机事件是不是政府内部原因导致的' 然后再判断是政府能力因素还是道德因
素造成的$S.P<B̂ S;@2<@' )[%&% * 按照该逻辑' 公众首先对危机事件原因的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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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进行判断' 即判断公共危机是政府内部$如政府组织, 官员等% 造成的' 抑
或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如果公众认为是政府外部或环境因素导致了危机事件'

这些原因会被认为与政府无关* 那么唯一与政府责任感知相关的归因维度是可
控性归因' 如果危机事件不在政府可控范围之内' 则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发生不
承担责任* 因此' 在公众归因过程中' 首要的, 最重要的是明确危机事件的发
生是因为政府内部原因' 还是外部原因* 如果公众相信危机事件的原因与政府
无关' 是政府外部原因导致的' 政府不会受到公众的指责' 公众对政府的责任
感知较小*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Q)! 公共危机事件的外部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当公众判断公共危机事件是政府自身原因造成时' 公众会进一步判断是政
府的道德缺失还是能力不足导致公共危机事件发生* 公众通过评估政府是否有
能力解决公共危机事件' 来判定是否存在能力不足+ 通过评估政府是否有意愿
解决公共危机事件, 政府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 来判定政府是否
存在道德缺失* 但无论把危机事件归因到政府能力不足, 还是政府道德缺失'

都属于内部归因' 会导致较高的政府责任感知* 但是相对于能力不足归因' 道
德因素对政府而言更加可控, 也更加稳定' 其给公众带来政府责任感知越高
$徐彪' *#)"% * 因此' 一旦公众认定政府违背了社会规范, 道德准则' 而掩盖
或放任公共危机事件发生' 就会产生道德危机' 公众会更加的愤慨' 并导致更
加严重的政府责任感知*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Q*! 相对于能力不足归因' 道德缺失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负向影响更大*

在确定了公共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内部或外部原因后' 公众会进一步对
原因可控性和稳定性进行判断* 无论危机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内部, 还是外部'

当原因对政府而言可控时' 政府会被认定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当原因不可控时'

政府会被认定应该负较小的责任* 稳定性归因决定了危机事件原因是不是不变
的' 或者是暂时的, 多变的' 是影响公众未来期望的关键因素* 如果原因是稳
定的' 则公众会预期在类似情境下' 同样的危机事件会再次发生+ 反之' 如果
原因是临时性的' 则公众会预期在类似情境下' 不会出现危机事件$X<12<@'

)[%&% * 因此' 对原因稳定性的推断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 执政能力
的评估, 未来可信性的判断+ 但当危机事件被归因为政府社会管理下的常态时'

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将会大大增加$ H17J12 ^V570' )[["% *

Q"! 公共危机事件的可控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Q+! 公共危机事件的稳定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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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责任推断与政府责任感知

在上述原因属性分析的基础上' 公众会对危机事件的责任主体$谁为危机
事件负责- 谁应受到惩罚-% 进行推断' 在这个过程中' 其不仅受到原因属性的
影响' 更会受到态度, 公平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由于晕轮效应的存在' 对政府
和受害方的心理态度和认知' 会影响到危机事件道德责任的判断*

)_公共危机事件严重性与政府责任感知
公共危机事件严重性包括事件后果的严重性与事件的影响范围' 其是影响

公众直观感受政府责任缺失与否的重要因素* 心理学研究显示' 事件的严重性
程度与观察者对事件的责任推断之间有正向的关系' 这种关系已经在组织危机
事件中得到证实' 随着危机严重性的增加' 消费者把更多的责任归因于组织
$L16<7.B_' *##&% + 同样的逻辑' 公共危机事件会产生负面后果' 如果负面后
果越严重, 影响范围越大' 并且事件没有得到及时, 有效处理' 此时' 公众会
认为政府在危机中应承担更大责任' 其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大*

这种影响' 尤其对低容忍度的群体$面对公共危机时所受到的刺激性和感知风
险较高% ' 会认为公共危机更具威胁性' 他们会更容易责备政府没能有效预防和
应对危机事件*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Q$! 公共危机事件的严重性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_受害方和政府的非共谋关系与政府责任缺失
(共谋) 是个体或组织之间' 为了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结盟的

活动*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 受害方与政府是否存在共谋行为' 也会影响公众对
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M.2U<^X.90I;@2' *#)*% * 公众从两个方面来判断
受害方是否与政府发生共谋! $)% 阻止危机事件发生的能力' 指受害方是否已
经尽力来避免危机事件发生* 如果受害方被认为有能力对危机事件予以控制'

但其却没有加以控制' 那么其将承受更多的责任' 即使受害方在危机事件中受
到伤害' 但其仍然不值得公众同情* 相反' 如果事件的受害方没有能力去影响
危机事件的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受害方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同情' 公众对政府
责任的感知越高* 因此' 受害方阻止危机事件发生的能力越强' 其越会被认为
与政府存在共谋关系* $*% 对危机事件的前瞻性或预见性* 如果无法预见事件
的不良后果' 那么受害方不可能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 因此
也不构成与政府的共谋* 因此' 一些对事件控制力较弱, 信息掌握不全的组织
和个人往往不会被认为与政府有共谋关系' 如受害方是权责较低的个人或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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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政府责任会受到更加严重的质疑* 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Q&! 受害方和政府的非共谋关系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_认同与政府责任感知
认同是个体与认同目标一致性或归属性的知觉' 当个体自我概念中的某些

意识与认同目标的某些特性达成一致时' 就会产生认同感$\;7752 <7.B_'

)[[+% * 它来自于心理学中的个人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S.P<B̂ S;@2<@'

)[%&% ' 包涵价值认同, 行为认同, 情感认同等一体的认知过程* 认同理论对个
体和群体的认知和行为做出了新的解释$张莹瑞, 佐斌' *##&% * 当公众对政府
的认同度较高时' 就会较为容易接受政府的行为' 并且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府产
生偏好, 依赖+ 在较高的政府认同下' 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责任推断就会倾向于
弱化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 当公众对政府认同度较低时' 就会对政府的一
切行为产生激烈的排斥' 将所有危机事件都归因于政府* 从我国近年来社会心
态和舆论现象可看到' 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政府行为' 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
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或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 都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 怀疑和指责' 人们开始把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 医疗
药品安全, 交通安全等问题' 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 正如塔西佗陷阱$S./17;9

S@.-% 所描述的'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 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 出台好的政
策与坏的政策'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办坏事$黄卫平, 刘世伟' *#)$% * 基于
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Q(! 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当公众认为自身在危机事件中受到伤害时' 或者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很有
可能遭遇当前受害方的境遇时' 公众就会更加同情受害方* 尤其在受害方属于
社会弱势群体时' 就会激发公众对受害方的保护欲' 以及对政府责任缺失的激
烈批判* 从经验上看来' 当社会公众对在公共事件中受害方的认同度较高时'

公众更倾向于弱化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消极作用及影响' 反过来会强化政府
应承担的罪责*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Q%! 公众对受害方的认同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_政府社会责任与责任感知
政府因为其拥有社会公共管理权而被社会寄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着眼社

会宏观层面的期望和要求' 政府社会责任就是指其对这些期望和要求作出回应
的责任* 政府社会责任中责任承担者应当是政府, 政府官员, 非营利部门以及
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 其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应当对公众和利益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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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负责*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政府社会责任会对公众归因的判断产生一种晕
轮效应' 从而掩盖他们对危机事件进行客观的认识* 依据克雷纳$O1BBLB<12.%

和达瓦博$T1@.,\.a.@I% 的研究' 当政府具有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时' 公众会
把公共危机发生归因于政府以外的因素所造成的' 政府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行
为会降低公众的危险性感知$LB<12 ^\.a.@' *#)+% *

Q[! 政府社会责任越高' 公众对危机事件中政府责任感知越低*

三&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情境实验法分析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
理* 首先' 收集现实中的公共危机情境' 通过筛选' 选择了$ 个样本情境+ 然
后' 分别根据这$ 种具体公共危机情境' 对问卷进行修订+ 最后' 基于设计的
实验情景' 展开情景实验' 收集问卷数据*

)_公共危机情境选择
我们从新浪, 搜狐, 雅虎, 腾讯等门户网站的专题报道和热贴评论中' 收

集具有一定负面影响力的公共危机事件$ *#)#&*#)" 年% ' 经过筛选' 从
*#)#&*#)+年之间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 选取了$ 个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案
例! 贵州毕节小孩冻死事件, 郭美美事件, 四川什邡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 北
京((4*)) 特大暴雨事件' 并进行摘要性描述' 包括危机事件名称, 发生背
景, 发生过程等' 做成EES* 在保证公共危机事件有多种归因的前提下' 我们尽
可能选择较少的案例' 以减少案例差异对结论带来的影响*

*_变量测量
研究主要涉及政府责任感知, 公众对危机事件归因, 危机事件严重程度,

政府认同等潜变量* 本研究中政府责任感知的测量' 主要参考库姆斯$X_

S16570:N556I9% $N556I9' )[[$' )[[%% 的责任感知量表' 用(政府应为危机
事件承担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8人员应为危机事件承受惩罚) 两个问项进行测
量* 公众对危机事件原因属性主要测量三个维度! 责任点, 可控性, 稳定性*

责任点用(该事件是政府外部原因导致的) 来测量' 可控性用(政府可以影响
$控制% 该事件的发生) 测量' 稳定性用(政府经常会出现该类事件) 测量*

此外' 对于事件内部原因归因' 用(该事件是政府能力不足导致的) 测量能力
不足归因' 用(政府并非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善意动机% ' 导致了该事件的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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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测量道德缺陷归因* 公共危机严重性量表' 主要参考黄静等$*#)#% 的研
究' 在马克斯汉姆三世$ O.6<9K_A.e0.6 GGG% 和利特迈耶$ V1/0.@= K_

T<7<6<:<@% $A.e0.6GGĜ T<7<6<:<@' *##*

!

$( '()% 编制的量表的基础上进
行了适当修改' 形成* 个题项' 主要从事件严重程度和事件关注度两个方面进
行测量' 题项包括(该危机事件非常严重) 和(该危机事件的关注度非常高)

这*个题项* 政府社会责任主要参考布朗$S56O_>@5a2% 和达钦$E<7<@Y_

\./12% $>@5a2 ^\./12' )[[(

!

&% '%+% 的社会责任量表' 包括(政府具有承
担社会责任意识) (政府能够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等$个测量条目* 认同参
考梅尔$ @̀<= Y_A.<B% 和蒂特里克$M519Z_S<7@1/J% $A.<B̂ S<7@1/J' )[[*%

开发的认同量表' 并分别根据研究情景进行了修改' 其中政府认同分别从政府
组织, 政府员工, 对社会发展贡献, 履行社会职能+ 个方面衡量' 包含+ 个问
项+ 受害方认同分别从行为, 情感, 利益诉求等+ 个方面衡量' 包含+ 个问项*

政府与受害方的共谋关系参考兰格和沃什本$M.2U<^X.90I;@2' *#)*% 的建
议' 从受影响方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 预见性两个方面进行测量' 包含* 个问
项* 所有题项均采用M1J<@7的(点量表进行测量*

"_实验问卷
基于上述测量量表' 针对每种情景都作了适应性修改' 形成最终问卷* 每

个情景下包含* 份问卷' 问卷) 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前测量问卷' 主要包括!

政府社会责任, 政府认同, 受害方认同+ 问卷* 是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测量问卷'

主要包括! 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 危机事件原因的属性维度, 事件
严重性, 受害方的共谋关系等* 问卷中各变量的问项进行随机排序' 并且在问
卷中分别设置了*个反向问题' 以甄别出无效问卷*

'三( 数据收集

我们选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本科, 专科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占社会公
众的主流% ' 可以防止以高学历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带来的偏差' 同时他们又
有较好的知识基础' 能够准确地理解模拟情景和问卷中的问项' 并且他们都有
一定的工作经验' 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比较贴切的看法* 问卷以* 种方式随
机发放! $)% 现场实验! 利用样本回高校进修, 学习的机会' 小规模地展开情
景实验' 实验分成+个步骤! 放映具体政府组织介绍的EES' 留充分时间供被试
阅读+ 让被试填写问卷)+ 放映对公共危机事件做概要性描述的EES' 留充分时
间供被试阅读+ 让被试填写问卷** $*% 利用历届本科, 专科毕业通讯录' 随
机抽取样本' 获取样本的联系电话和Z6.1B' 通过网络$kk% 发放问卷' 并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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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或kk短信告知调研背景' 实施过程分为+ 个步骤! 阅读政府组织相关材料
$EES% , 填写问卷), 阅读危机事件相关材料$EES% , 填写问卷** 为了保证问
卷质量' 回收的问卷立刻有专人检查, 校对' 并与被试沟通*

研究共发放问卷+## 份' 回收"+* 份' 去除不合格问卷++ 份' 有效问卷
*[[份' 有效回收率为(+4($p' 其中现场发放问卷*+" 份' 网络发放问卷$&

份* 研究对象分布于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 高校, 公益组织等多种类型
的单位' 样本来源的多样性有效减少数据收集时的系统误差' 保证数据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 按照模拟情景来分' (毕节流浪儿童冻死垃
圾箱事件) +"份' (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 +* 份' (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

() 份' (三鹿奶粉事件) (*份' ( 0(4*)1 北京特大暴雨事件) ()份*

四& 数据分析

'一( 变量测量的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来自于国外的成熟量表' 在问卷最终确认前' 通过
咨询相关专家和学者' 通过预试' 再次修正了问卷的部分内容' 可以保证量表
的内容效度* 在正式分析之前' 我们首先检测量表的结构效度和信度* 结构效
度是指问卷是否测到所要测量变量的理论结构' 可以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判断
实际测量的变量结构与理论变量结构是否一致* 我们利用HEHH)"4# 对数据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对各量表进行LAc和>.@7B<77检验' 量表的LAc值为
#4(%$' >.@7B<77检验的卡方值高度显著' 说明整个量表都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潜变量的*#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 经过方差最大正交
旋转处理' 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 作为因子提取原则' 最后提取出& 个因子'

分别是! 政府责任感知, 政府社会责任, 受害方认同, 政府认同, 受害方共谋,

事件严重性*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4)#(p' 各题项在相应的因子上均具
有较大负荷' 最小因子负荷为#4$$%' 均大于#4$* 且各潜变量的N@52I./0g9

$

系数均大于#4(' 符合测量学的标准' 被认为可信度较高* 结果如表) 所示* 总
体而言' 此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可用来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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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汇总表
潜变量 测度指标 因子负荷

)! !*! !"! !+! !$ &

累计贡
献率!p"

N@52I./0g9

YB-0.

政府责
任感知

政府应为危机事件承担
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8人员应为
危机
事件承受惩罚

4%(*

4%(+

)[4$[%p 4%%[

政府社
会责任

政府具有承担社会责任
意识

4&*$ ""4)%(p 4%%%

政府支持公益事业及健康
优秀事业

4(%"

政府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4%*%

政府能够承担其应有的社
会责任

4%[[

政府会考虑群众+ 社会公
众的利益

4(%+

政府保证社会稳定与
和谐

4(#*

受害方
认同

受害方的行为是正
当的
我认同或同情受害方
受害方的利益应该得
到社会的关注
政府有责任帮助关注
和保护受害方的利益

4(((

4%[%

4%([

4$[#

++4[[*p 4%*"

政府
认同

我认同政府的行为
我认同政府的公务
人员
政府为社会的发展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
政府有效地履行了其
应有的社会职能

4$$%

4(+$

4(&#

4%#&

$+4"#+p 4(++

受害方
共谋

事件中的受害方可以
预见危机事件的发生
事件中的受害方可以
影响!控制" 危机事
件的发生

4()[

4%)#

&"4+[(p 4($+

事件
严重性

该事件的结果非常
严重
该事件影响范围非
常大

4%([ !

4%$" !

("4)#(p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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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从表* 可以看出' 公共危机事件后! 公
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与外部归因显著负相关+ 与内部归因$道德
归因, 能力归因% 显著正相关+ 与可控性归因, 稳定性归因显著正相关+ 与事
件严重性显著, 受害方认同正相关+ 与政府社会责任, 政府认同, 受害方合谋
显著负相关* 这些关系将在后续分析中' 通过更加严谨的分析方法做进一步
检验*

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T h*[[%

变量 ) * " + $ & ( % [ )# ))

)_政府责
任感知

)

*_外部
归因

'4"+#

"""

)

"_能力
归因

4*%*

"""

'4)&%

"""

)

+4道德
归因

4"(+

"""

'4*&#

"""

4++%

"""

)

$4可控性
归因

4)(#

"""

'4"#)

"""

4"*%

"""

4$*$

"""

)

&4稳定性
归因

4*#*

"""

'4#$)

4)%&

"""

4+++

"""

4"+#

"""

)

(4事件严
重性

4)[&

"""

'4#%+ 4#"(

4)[(

"""

4)#%

"

4#++ )

%4政府社
会责任

'4"["

"""

4#)( 4##" '4#)( 4#&$ '4#"$ 4#+$ )

[4政府
认同

'4"()

"""

4)[$

"""

'4#(* '4#%+ 4##) 4#)( '4#)"

4"%+

"""

)

)#4受害方
认同

4*)$

"""

'4#+( 4#"&

4)+%

""

4#"# 4#*&

4)*"

""

'4)((

"""

'4)%)

"""

)

))4受害方
合谋

'4)[&

"""

'4)$$

"""

'4*))

"""

'4*[#

"""

'4)(*

"""

'4**$

"""

'4*&%

"""

4#)(#

4))%

""

4*&&

"""

)

注!

"

Es#4)'

""

Es#4#$'

"""

E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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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责任感知的组间差异分析

)_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为了进一步考察内, 外部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 我们将样本分组*

我们使用问卷中的外部归因题项(该危机事件是由政府组织外部因素导致的) '

来判断被试对危机事件的内外部归因* 由于问卷采用(点李克特量表' + 是量表
中值' 因此该问题认同度打分高于+' 则判定为外部归因+ 问题认同度打分低于
+' 则判定为内部归因* 最后得出)**个内部归因样本' ["个外部归因样本+ 其
中外部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小于内部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
"4$##' 其S检验结果显著$见表"% ' 说明内部归因导致更高的政府责任感知*

此外' 针对能力归因和道德归因两个题项' 通过被试的认同程度打分' 来
判断被试是能力8道德归因* 考虑+是量表的中值' 因此对能力归因题项认同度
打分高于+, 道德归因题项认同度打分低于+' 则判定为能力归因+ 反之则为道
德归因+ 如果两个问题认同度都高, 都低或没有明显倾向$居中% 时' 则判定
为无效* 最后得出**个能力归因样本' +&个外道德归因样本* 其中能力归因组
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小于道德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但S检验结
果不显著$见表"% ' 说明道德归因与能力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没有影响*

表"!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外部归因 内部归因 能力归因 道德归因

政府责任感知 *4(#+ "4$## *4$[) "4#%(

S检验
!! !!$4*&+

"""

!!!!!!!!!!!)4"+%

!!!! 5#4###6 !!!!!!!!!! 5#4)%"6

!!注! 方括号内为E值+

"

Es#4)'

""

Es#4#$'

"""

E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_可控性, 稳定性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 基于危机事件可控性, 稳定性归因题项' 分别将样

本划分高可控组$)[)个样本% 和低可控组$$#个样本% , 高稳定组$)$) 个样
本% 和低稳定组$(#个样本% * 其中高可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大于低
可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其S检验结果显著$见表+% ' 说明可控性归因
导致更高的政府责任感知* 此外' 高稳定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小于
低稳定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且S检验结果显著$见表+% ' 说明稳定
性归因导致更高的政府责任感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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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高可控组 低可控组 高稳定组 低稳定组

政府责任感知 "4)(+ *4&%" "4*)( *4$*&

S检验
!!!!!!!!*4(#$

"""

!!!!!!+4%+*

"""

!!!!!!!! 5#4##(6 !!!!! 5#4###6

!!注! 方括号内为E值+

"

Es#4)'

""

Es#4#$'

"""

E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_其他变量与政府责任感知

表$!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高 低 S值 E值

危机事件严重性 "4#$) "4#+* #4#*" #4[%*

政府社会责任 *4["( +4)(+

'$4&[(

"""

#4###

政府认同 *4%%) "4%+&

'$4&&$

"""

#4###

受害方认同 "4&%" *4[%*

'"4+#$

"""

#4###

受害方共谋 *4%(& "4"[[

'"4%$[

"""

#4###

!!注!

"

Es#4)'

""

Es#4#$'

"""

E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此外' 我们还依据其他影响责任推断的心理变量' 分为高得分组和低得分
组' 对组间政府责任感知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 依据事件的严重性
感知' 把样本划分为高严重性组$*$( 个样本% , 低严重性组$)& 个样本% ' 高
严重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低严重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S检验
结果不显著' 说明危机事件严重性不影响政府责任感知* $*% 依据政府社会责
任感知' 把样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责任高感知组$*$& 个样本% , 政府社会责任低
感知组$*+个样本% ' 高社会责任感知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低社会责任
感知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S检验结果显著' 说明政府社会责任对危机事件
中的政府责任感知存在晕轮效应' 政府社会责任越高' 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
责任感知越低* $"% 依据政府认同' 把样本划分为高政府认同组$*"# 个样
本% , 低政府认同组$"[个样本% ' 高政府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低
政府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S检验结果显著' 说明政府认同对危机事件
中的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 依据对受害方的认同' 把样本划分为高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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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方认同组$*$[个样本% , 低受害方认同组$"# 个样本% ' 高受害方认同组的
政府责任感知为"4&%"' 低受害方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 S检验结果显
著' 说明受害方认同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 依据受害
方共谋' 把样本划分为高受害方共谋组$)#* 个样本% , 低受害方共谋组$)+%

个样本% ' 高受害方共谋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4[%*' 低受害方共谋组的政府责
任感知"4&%"' S检验结果显著' 说明受害方共谋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
有负向影响*

$三% 回归分析

由于在同一案例情境下' 多个自变量$或归因变量% 同时存在' 因此不能
直接把政府责任感知的组间差异' 归结为某个归因变量造成的* 因此' 我们进
一步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 考察原因的属性维度和责任推断的影响变量对公共
危机事件后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 我们构造了$ 个回归模型' 逐步进行了回归
分析' 模型的因变量是政府责任感知* 模型) 中自变量包括外部归因, 内部归
因$道德归因, 能力归因% + 模型* 加入可控性归因, 稳定性归因作为自变量+

模型"加入事件严重性作为自变量+ 模型+ 加入政府社会责任, 政府认同作为
自变量+ 模型$中加入受害方认同, 受害方共谋作为自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由表&中的V

* 可以看出' 多元回归方程拟合效果比较好* 另外' 我们还对模型
进行了共线性诊断' 方程各系数的容许度均大于#4)' 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外部归因
'#4)(%

"""

'#4)[%

"""

'#4)[$

"""

'#4)&)

"""

'#4)%+

"""

5#4###6 5#4###6 5#4###6 5#4###6 5#4###6

能力归因
#4#%+

""

#4#[+

""

#4)##

"""

#4#[&

"""

#4#%$

""

5#4#*%6 5#4#)$6 5#4##[6 5#4##+6 5#4#)*6

道德归因
#4)()

"""

#4)%*

"""

#4)&)

"""

#4)"%

"""

#4))(

"""

5#4###6 5#4###6 5#4##)6 5#4##)6 5#4##$6

可控性归因
#4#%[

""

#4#[#

""

#4#&*

"

#4#&&

"

5#4#"(6 5#4#""6 5#4#("6 5#4#(*6

稳定性归因 #4#(* #4#(% #4#(# #4#&#

5#4)"(6 5#4)#$6 5#4)##6 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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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事件严重性
#4)"*

""

#4)$#

"""

#4))"

""

5#4#)*6 5#4##)6 5#4#)%6

政府社会责任
'#4"$"

"""

'#4""&

"""

5#4###6 5#4###6

政府认同
'#4***

"""

'#4*"[

"""

5#4###6 5#4###6

受害方认同 #4#"+

5#4+$(6

受害方共谋
'#4#[[

""

5#4#)#6

u /529

*4&"#

"""

*4("#

"""

)4[[&

"""

+4&&#

"""

$4(&(

"""

5#4###6 5#4###6 5#4###6 5#4###6 5#4###6

V

*

#4*)& #4*") #4*+% #4+)[ #4+"&

%

V

*

#4#)$ #4#)( #4)() #4#)(

`值
*(4)+

"""

)(4&+

"""

)&4#"

"""

*&4#[

"""

**4*+

"""

!!注! 方括号内为E值+

"

Es#4)'

""

Es#4#$'

"""

E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模型)考察了内, 外部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 结果显示外部归因与政
府责任感知显著负相关' 内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显著正相关* 其中' 公共危
机事件的政府能力归因和政府道德归因' 都会导致政府责任感知的增加* 但相
比能力归因' 道德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正向影响更大' 公众对危机事件的政
府道德归因' 会引起更强烈的政府责任感知* Q) 和Q* 得到支持* 所以' 相对
于内部归因' 将危机事件归因于外部原因' 更有利于降低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
知+ 当然' 在一些情况下' 政府确实对危机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 此时' 相对
于政府道德归因' 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 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
责任的感知* 模型*在(内外部归因) 的基础上加入(可控性归因) 和(稳定
性归因) 两个自变量* 由模型*可知' 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可控性归因) '

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Q" 得到检验* 因此' 不可控归因成为弱化政
府责任感知的重要工具* 其次' 稳定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没有显著影响' Q+

没有得到统计支持* 这可能是因为' 稳定性归因只能影响公众对未来事件再次
发生的预期' 并不影响其对谁应对危机事件负责的感知*

模型"中加入(事件严重性) 变量* 由模型" 可知' 危机事件越严重'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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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责任感知越大' Q$ 得到验证* 模型+ 中加入(政府社会责任) 和(政府认
同) 两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结果显示' 政府社会责任和政府认同越高' 危机事
件后' 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越弱' Q( 和Q[ 得到统计支持* 这说明公众对政府
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 存在晕轮效应' 公众对政府的初始态度和认知越好'

公众越倾向于相信政府在危机中尽责' 并更加容易原谅政府不当行为* 模型$

中加入(受害方认同) 和(受害方共谋关系) 作为自变量' 结果显示' 受害方
认同对政府责任感知没有显著影响' Q% 没有得到统计检验* 受害方共谋对政府
责任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 受害方共谋感知越高' 政府责任感知越低+ 当受害
方没有能力预见和控制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 他们更能得到公众的同情' 相对
的' 对政府不负责任的指责会更严重* Q&得到了验证*

五, 结论与研究启示

$一% 结论与研究启示

本文基于归因理论' 探讨了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 构
建了政府责任感知模型* 并利用情境模拟实验' 定量考察了公共危机发生原因
的属性特征, 责任推断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 $)% 相对
于内部归因' 外部归因会弱化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的感知+ $*% 在政府
内部归因中' 相对于将公共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部门道德上的缺陷' 将危机事
件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 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 $"% 政府对危
机事件的可控性越高' 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越强+ $+% 危机事件的稳定性归
因不影响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 $$% 危机事件越严重' 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
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强+ $&% (政府社会责任感知) 和(政府认同度) 越高' 公
众越倾向于相信政府在危机中尽责' 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越低+ $(% (受害方
认同) 不影响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 但(受害方共谋) 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公
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现实启示! $)% 政府要重视引导公众对危机事件原
因属性的分析* 公共危机事件后' 政府应尽量把危机事件产生原因归为政府外
部环境因素' 则可能弱化政府责任* 当然' 外部归因要结合危机事件的实际'

保证外部归因的可信性+ 如果违背真实情况' 一昧的将危机事件归结为外部原
因' 公众会认为其有推卸责任之嫌' 其不仅不会弱化责任' 甚至可能加剧公众
对政府责任的感知* $*% 在政府确实负有责任的危机事件中' 政府要有勇于承
担责任的态度' 对危机事件进行内部归因+ 但与公众的沟通中' 尽量强调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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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方面能力的不足' 不要强调政府的道德, 价值取向上存有缺陷+ 同时' 在内
部归因的同时' 要尽量强调原因的不可控性' 这些措施都可以尽可能的弱化政
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 $"%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政府应采取一些正当措
施来减少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和关注度' 如用新的热点问题覆盖公共危机事件'

让舆论焦点得以转移* $+% 政府应重视(晕轮效应) ' 通过长期的行为过程建
立(责任政府) ' 保证持续的公信力'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 并在日常工作
中' 谨小慎微' 珍视声誉* 只有政府公信力高' 公众理解和相信政府' 才能弱
化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 $$% 此外' 当受害方在危机事件中负有责
任时'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向公众公开信息' 让公众了解受害方对危机事件的控
制力和预见性' 从而正确地认识到受害方对危机事件也存有责任*

$二% 理论贡献与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 理论上关于公共危机中政府责任缺失的研究' 大多停留现象层面'

对政府责任缺失原因进行直观判断和经验总结'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

此外' 大多数研究是基于政府行为责任的视角' 认为政府的一些不当行为导致
了其社会责任缺失* 忽视了政府责任是公众的主观感知' 单一的从政府行为责
任视角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偏颇* 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文献' 本文主要从公众感
知视角' 整合了公众原因分析, 责任推断过程' 探讨了危机事件后政府责任感
知的形成机理* 其对于危机管理, 公众认知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
价值*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个体在公
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可能具有倾向性' 本研究没有这种个体倾向+ 未
来可以在控制个体倾向的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考察* $*% 本研究在很短的时间
内完成政府部门和公共危机事件的描述' 而公众对信息的吸收, 反应' 最终形
成责任感知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段' 并且是动态更新变化的* 因此' 未来可以在
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跟踪观察' 从而可以更加贴近现实地考察政府责任感知
的形成过程* $"% 本研究仅选择$ 个实验情境* 本研究被试主要为(本科, 专
科毕业生) ' 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至其他情境和其他群体' 还需要进一步
的探讨*

参考文献
黄静+ 王新刚+ 张司飞+ 周南!*#)#"_企业家违情与违法行为对品牌形象的影响_管理世界#

$

&

[& ')#&_

!&!

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姜晓萍+ 张亚珠!*#)$"_城市空气污染防治中的政府责任缺失与履职能力提升_社会科学研
究# )

&

++ '+[_

黄卫平+ 刘世伟!*#)$"_(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辨析_政治学研究# $

&

" '[_

孙彩虹!*#)#"_政府责任缺失的理论阐释_学术论坛# )

&

+# '+"_

徐彪!*#)""_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政府信任修复_中国行政管理# *

&

") '"$_

徐彪!*#)+"_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和情景实验_

公共管理学报# *

&

*( '"%_

岳经纶+ 李甜妹!*##["_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 香港模式的启示_公共行政评论# &

&

%) ')#+_

张莹瑞+ 佐斌!*##&"_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_心理科学进展# )+

&

+($ '+%#_

>@<a12# M_V_^Y27.J1# N_!)[%("_Y2 Y2.B:9195Pc@=12.@:Ze-B.2.7152912 NB121/.BY77@1I;7152

V<9<.@/0_7(%+"2$(#4('32$2"5 )$3"3'2$S;@'9($(B@# $!)"

&

([ '[%_

>@5a2# S_O_^\./12# E_Y_!)[[("_S0<N56-.2:.2= 70<E@5=;/<N5@-5@.7<Y995/1.71529.2=

N529;6<@E@5=;/7V<9-529<_7(%+"2$(#<2+U&*3"B# &) !)"

&

&% '%+_

N556I9# X_S_!)[[$"_N055912U70<V1U07X5@=9

&

S0<\<?<B5-6<275PK;1=<B12<9P5@70<H<B</7152

5P70<(Y--@5-@1.7<) N@1919V<9-529<H7@.7<U1<9_<2"2B&/&"*)(//%"3'2*3(" D%2+*&+$@# %!+"

&

++( '+(&_

N556I9# X_S_!)[[%"_Y2 Y2.B:71/̀ @.6<a5@J P5@N@1919H17;.71529

&

><77<@V<9-529<9P@56.><77<@

C2=<@97.2=12U5P70<H17;.7152_7(%+"2$(#S%6$3'I&$2*3(";I&;&2+'9# )#!""

&

)(( ')[)_

\;7752# O_Z_# \;J<@1/0# O_A_^Q.@r;.1B# N# b_!)[[+"_c@U.21].1752.BG6.U<9.2= A<6I<@

G=<271P1/.7152_05/3"3;*+2*3.&4'3&"'&D%2+*&+$@# "[!*"

&

*"[ '*&"_

<̀@@12# \_M_^ \1@J9# L_S_! *##" "_S0<C9<5PV<a.@=975G2/@<.9<.2= \</@<.9<S@;97

&

A<=1.712UE@5/<99<9.2= \1PP<@<271.BZPP</79_R+B2"3G2*3(" 4'3&"'&# )+!)"

&

)% '")_

K1BB<9-1<# T_^\1<7]# K_!*##["_S@;97V<-.1@.P7<@.2 c@U.21].7152 'M<?<B̀ .1B;@<_0'25&/@(#

<2"2B&/&"*I&.3&># "+!)"

&

)*( ')+$_

Q.61B752# b_M_! )[%# "_G27;171?<E9:/05B5U1975@G27;171?<M.a:<@, YB7<@2.71?<A5=<B95P70<

Y77@1I;7152 E@5/<99_7(%+"2$(#S&+;("2$3*@2"5 4('32$S;@'9($(B@# "[

&

(&( '((*_

L16# E_Q_# \1@J9# L_S_# N55-<@# N_\_^ <̀@@12# \_M_!*##&"_X0<2 A5@<>B.6<19><77<@

70.2 M<99

&

S0<G6-B1/.715295PG27<@2.B?9_Ze7<@2.BY77@1I;71529P5@70<V<-.1@5PS@;97.P7<@.

N56-<7<2/<?9G27<U@17:'>.9<= S@;97b15B.7152_R+B2"3G2*3("2$J&92.3(+2"5 ?%/2" A&'3;3("

S+('&;;&;# [[!)"

&

+[ '&$_

LB<12# O_^\.a.@# T_! *##+ "_N5@-5@.7<H5/1.BV<9-5291I1B17:.2= N529;6<@9gY77@1I;71529.2=

>@.2= Z?.B;.7152912 .E@5=;/7'Q.@6N@1919_!"*&+"2*3("2$7(%+"2$(#I&;&2+'9 3" <2+U&*3"B# *)

!""

&

*#" '*)(_

M.2U<# \_ ^ X.90I;@2# T_ S_ ! *#)* "_ C2=<@97.2=12U Y77@1I;715295PN5@-5@.7< H5/1.B

G@@<9-5291I1B17:_0'25&/@(#<2"2B&/&"*I&.3&># "(!*"

&

"## '"*&_

"&!

#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A.<B# _̀Y_^ S<7@1/J# M_Z_! )[[* "_G=<271P:12Uc@U.21].7152.BG=<271P1/.7152_,5%'2*3("2$P

S;@'9($(B3'2$<&2;%+&/&"*# $*!+"

&

%)" '%*+_

A.@712J5# A_O_! )[[$ "_S0<T.7;@<.2= ;̀2/7152 5PY77@1I;7152 S0<5@:a17012 70<c@U.21].7152

H/1<2/<9_G2 A.@712J5# A_O_Z=_0**+36%*3(" 89&(+@

&

0" R+B2"3G2*3("2$S&+;1&'*3.&_\<B@.:

><./0# M̀

&

H7_M;/1<E@<99_

A.e0.6GGG# O_K_^T<7<6<:<@# V_K_!*##*"_YM52U17;=12.BH7;=:5PN56-B.1212UN;9756<@9g

Z?.B;.715295PA;B71-B<H<@?1/<̀ .1B;@<9.2= V</5?<@:ZPP5@79_7(%+"2$(#<2+U&*3"B# &&!+"

&

$( '

()_

A.:<@# V_N_# \.?19# O_Q_^H/055@6.2# _̀\_!)[[$"_Y2 G27<U@.71?<A5=<B5Pc@U.21].7152.B

S@;97_0'25&/@(#<2"2B&/&"*I&.3&># *#!""

&

(#[ '("+_

E<.@952# N_A_^NB.1@# O_Y_!)[[%"_V<P@.612UN@1919A.2.U<6<27_0'25&/@(#<2"2B&/&"*

I&.3&># *"!)"

&

$[ '(&_

V599# M_! )[(( "_S0<G27;171?<E9:/05B5U197.2= Q19H05@7/5612U9

&

\1975@7152912 70<Y77@1I;7152

E@5/<99_05.2"'&;3" ,Q1&+3/&"*2$4('32$S;@'9($(B@# )#

&

)(+ '**)_

H17J12# H_ >_ ^ V570# T_ M_ ! )[[" "_ Ze-B.1212U70<M1617<= ZPP</71?<2<995PM<U.B1971/

(V<6<=1<9) P5@S@;978\197@;97_R+B2"3G2*3(" 4'3&"'&#+!""

&

"&( '"[*_

S.P<B# Q_^S;@2<@# O_N_!)[%&"_S0<H5/1.BG=<2717:S0<5@:5PG27<@U@5;- ><0.?15@_G2 X5@/0<B#

H_^Y;9712# X_K_Z=9_S;@'9($(B@(#!"*&+B+(%1I&$2*3(";_N01/.U5

&

T<B952 Q.BB_

S56B12952# Z_N_^A.:<@# V_N_!*##[ "_S0<V5B<5PN.;9.BY77@1I;7152 \16<29152912 S@;97

V<-.1@_0'25&/@(#<2"2B&/&"*I&.3&># "+!)"

&

%$ ')#+_

X<12<@# >_! )[%& "_0" 0**+36%*3("2$<(5&$(#<(*3.2*3(" 2"5 ,/(*3("_T<aR5@J

&

H-@12U<@'

b<@B.U_

责任编辑& 庄文嘉

#&!

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


	《公共行政评论》2016第6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