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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李文钊"

$摘要%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1麦克贝斯& 迈克尔1琼斯和伊丽莎
白1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 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

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 试图提出一个
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 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
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 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 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 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

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 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 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
客观主义% 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 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
面# 微观& 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 在微观层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
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 在中观层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
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 以及它对政策信念& 公众意见的影响$ 在宏观层
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叙事式政策框架!实证主义!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政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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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叙事式政策框架$T.@@.71?<E5B1/:[@.6<n5@J' TE[% 主要是由马克2麦克贝
斯$A.@J LbA/><70% ( 迈克尔2琼斯$A1/0.<B]bO52<9% 和伊丽莎白2沙纳汉
$ZB1e.I<70 YbH0.2.0.2% 三位学者创立' 他们为回应保罗2萨巴蒂尔$E.;BYb

H.I.71<@% $ H.I.71<@' )\\\' *### % 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E5B1/:Y2.B:919

E59765=<@21e<=% 的批评' 将后现代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
结合' 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T.@@.71?<% 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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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 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
发展*

经过近)#多年的研究与完善' 叙事式政策框架正成为政策过程理论中一个
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研究者和实践者所重视和接受*

*#)+年' 萨巴蒂尔和克里斯托弗2怀布尔$N0@1975-0<@AbX<1IB<% $ H.I.71<@j

X<1IB<' *#)+% 在他们主编的"政策过程理论# 一书中' 将叙事式政策框架纳
入主要政策过程理论中' 这是对叙事式政策框架作为有生命力的政策过程理论
的正式承认* 同一年' 琼斯( 沙纳汉和麦克贝斯$O52<9<7.Bb' *#)+.% 共同主
编了"故事的科学! 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一书' 这是首
次对叙事式政策框架的系统阐述' 为这一理论的完善( 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接下来'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 首先讨论叙事式政策框架的主要理论来源'

即倡导联盟理论和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1 然后对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哲学基础进
行讨论' 重点讨论其与解释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1 接着对叙事式政策框架的主
要内容进行详细阐述' 包括基本定义( 核心假设( 分析层次( 基本命题( 主要
结论等1 随后' 对叙事式政策框架进行评价与展望1 最后' 阐述叙事式政策框
架对于中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二&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理论来源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理论来源主要由两大类构成' 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
叙事视角' 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 琼斯和麦克贝斯$O52<9j

A/><70' *#)#% 开创性地提出+叙事式政策框架, 时' 他们将其理论归为从
+叙事式视角, $T.@@.71?<Y--@5./0% 研究政策过程的范式' 并将叙事式视角进
一步划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视角$E59797@;/7;@.B197T.@@.71?<Y--@5./0% 和结构主
义叙事视角$ H7@;/7;@.BT.@@.71?<Y--@5./0% * 对于后结构主义叙事视角' 其核心
是+研究设计中坚持后结构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归纳' 抵制假设检验' 定
性设计, $O52<9jA/><70' *#)#

!

""" % * 对于结构主义叙事视角' 其核心是
+理论上演绎' 叙事结构的可操作化' 假设检验' 可靠性和可证伪性' 定量研究
方法, $O52<9jA/><70' *#)#

!

""" % * *#)) 年' 沙纳汉( 琼斯和麦克贝斯
$ H0.2.0.2 <7.Bb' *#)).% 发表了"政策叙事与政策过程# 一文' 认为叙事式政
策框架直接受倡导联盟框架启发' 它是对倡导联盟框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通过提出叙事式政策框架' 可以更好地理解倡导联盟中信念系统( 政策学习(

公众意见和策略' 它也弥补了政策过程理论中对于叙事研究的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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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中叙事视角是政策分析从技术式政策分析$S</025/@.71/E5B1/:

Y2.B:919% 向审慎式政策分析转型的产物$]<B1I<@.71?<E5B1/:Y2.B:919% ' 这种转
型被称为+论证式转向, $Y@U;6<27.71?<S;@2% $[19/0<@j[5@<97<@' )\\"1

[19/0<@' *##(% * 米歇尔2范2艾腾$A1/0<Bk.2 Z<7<2% $k.2 Z<7<2' *##(% 将
有关政策分析中叙事视角总结为四种' 即政策的叙事分析$S0<T.@@.71?<

Y2.B:9195PE5B1/:% ( 政策叙事的分析$S0<Y2.B:9195PE5B1/:T.@@.71?<% ( 叙事的政
策分析$S0<E5B1/:Y2.B:9195PT.@@.71?<9% ( 政策分析的叙事$S0<T.@@.71?<5P

E5B1/:Y2.B:919% * 政策研究中叙事视角强调叙事的重要性' 叙事作为一种研究视
角' 既可以采取后结构主义视角' 也可以采取结构主义视角* 前者认为叙事是
独一无二的' 不能够进行结构化分析* 后者认为叙事有可能存在共同要素' 可
以进行结构化分析' 不同叙事可能内容和策略不同' 但是结构是相同的*

在后结构主义叙事视角中' 琼斯和麦克贝斯$O52<9jA/><70' *#)#

!

"""%

认为有四个代表性人物' 即玛丁2哈杰尔$A..@7<2 YbQ.,<@% $Q.,<@' )\\$% (

弗兰克2费希尔$[@.2J [19/0<@% $[19/0<@' *##"% ( 埃默里2罗伊$Z6<@:V5<%

$V5<' )\\+% 和德博拉2斯通$]<I5@.0 H752<% $ H752<' *##*% ' 他们的著作是
其他学者获取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知识的源泉* 这些学者的
共同特点是对叙事的关注' 他们都将对话和符号作为研究重点' 并且认为对话
和符号具有说服( 操纵和意义赋予等职能* 费希尔和斯通放弃了从实证主义的
视角研究公共政策' 倡导解释主义的视角' 认为应该注重公共政策所包含的对
话层面和政策事实的主观层面' 他们将语言重新纳入公共政策研究的范畴' 重
视语言对于议程设置和问题建构的意义* 哈杰尔和罗伊将+叙事, 作为他们学
术研究的重点' 建立了以叙事为理论中心的话语体系' 这也使得叙事式政策分
析$T.@@.71?<E5B1/:Y2.B:919' TEY% 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 哈
杰尔将其分析单位定为+话语联盟, $]19/5;@9<N5.B17152% ' 认为话语是由一系
列观念( 概念和分类构成' 他们是意义建构的基础' 话语联盟是具有相同话语
体系的成员形成的一个团体' 他们通过故事寻找共同的目标' 政策变迁的过程
是新的话语体系形成和占主导地位的过程* 罗伊通过使用符号矩阵$ H<61571/

Hl;.@<% 来对不同政策叙事进行对比' 从而建立一个+宏观叙事,

$A<7.2.@@.71?<% * 在罗伊看来' +宏观叙事, 的建构主要可以分四个步骤! $)%

分析者识别主导议题的传统叙事1 $*% 他或她去发现哪些与传统叙事不一致的
叙事1 $"% 分析者比较和对比传统叙事与对立叙事之间关系' 以便产生宏观叙
事1 $+% 最后分析者来决定+宏观叙事, 是否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并且能够更
好地服务于讨论( 深思和政策制定*

对于结构主义叙事视角的研究' 大多起源于文艺理论学者对叙事学$T.@@.75B5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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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他们十分注重不同叙事所包含的共同结构* 戴维2赫尔曼$].?1=

Q<@6.2% $Q<@6.2' *##\% 将叙事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四个' 即情景' 任何叙事
都是在一定的对话情景之下展开1 事件顺序' 叙事包括着结构化的按照时间顺
序发生的事件1 世界创造或世界破坏' 事件会驱动世界发生变化1 会是什么'

叙事包含着生活者的经验' 它向人们传递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也有一些其他
学者对叙事结构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类' 这些研究为叙事式政策框架奠定了良
好的知识基础*

倡导联盟框架$Y=?5/./:N5.B17152 [@.6<n5@J' YN[% 是叙事式政策框架另
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也是该框架发展的知识源泉* 沙纳汉( 琼斯和麦克贝斯
$ H0.2.0.2 <7.Bb' *#)).% 系统地讨论了叙事式政策框架与倡导联盟框架之间的
关系' 他们早期的努力是弥补倡导联盟框架对叙事的忽视' 加深对倡导联盟框
架中政策信念( 政策学习( 公众意见和策略选择等问题的理解和认知' 进一步
通过将叙事纳入讨论而完善倡导联盟框架* 叙事可以更好地测量政策信念' 为
理解政策学习的过程提供途径' 对公众意见进行概念化' 对倡导联盟中策略选
择类型化* 正是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使得对政策过程中叙事讨论逐渐发展
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成为可能*

三&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哲学基础

与其他政策过程理论相比'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 不过'

由于叙事式政策框架对实证主义持同情态度' 这使得叙事式政策框架试图调和
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 通过实证主义方法对解释主义的观点进行
检验' 将两种不同哲学范式在同一理论上实现有机融合*

对于理论的哲学基础讨论' 通常又被称为宏观理论* 琼斯和克劳迪奥2拉
达埃利$NB.;=15AbV.=.<BB1% $O52<9jV.=.<BB1' *#)$

!

"+"% 在讨论叙事式政
策框架的宏观理论时' 认为+宏观理论是一套相互连接的标准( 规则和原则'

它描述和规范在科学学科中' 作为理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什么是不可以接受
的, * 他们认为宏观理论至少包含五个维度' 即本体论( 认识论( 社会理论选
择( 学科和风格* 并以这五个维度为基础' 讨论了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哲学基础*

叙事式政策框架建立在社会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
主义* 叙事式政策框架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与哲学家约翰2塞尔$O502

VbH<.@B<% $ H<.@B' )\\$' *##$% 的+社会实在的建构, 思想有内在一致性*

在塞尔$ H<.@B<' *##$

!

" '$% 看来' 对于世界的特征可以区分为独立于人类情
感和态度而存在的世界$gI9<@?<@G2=<-<2=<27[<.7;@<9% 和与人类态度相关的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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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gI9<@?<@]<-<2=<27[<.7;@<9%' 后者通常被称为+社会实在, $H5/1.BV<.B17:%*

这样' 塞尔进一步将认识论中+主观8客观, 二分法延伸到本体论中+主观8客
观, 二分法中' 认为同时存在主观本体论$ H;I,</71?<g275B5U:% 和客观本体论
$gI,</71?<g275B5U:% * 叙事式政策框架一方面强调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实在需
要依靠人类的情感( 认识和态度而存在' 这是本体论上坚持主观主义的产物'

另一方面它也强调这种主观主义存在的实现可以通过客观主义的方法来认识'

可以进行实证检验* 这样' 叙事式政策框架希望遵循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准则'

如效度$k.B1=17:% ( 信度$V<B1.I1B17:% ( 可重复性$V<-B1/.I1B17:% 和可证伪性
$[.B91P1/.7152% ' 同时坚持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叙事在公共政
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方法论上' 叙事式政策框架兼容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 对于叙
事式政策框架而言' 定量方法主要是实验设计' 通过随机实验来验证叙事结构
和逻辑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 定性方法则主要是内容分析方法' 通过对政策叙事
的文本进行编码来比较不同联盟所采取叙事逻辑的差异性* 总体而言' 叙事式
政策框架坚持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强调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共享客观标
准' 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

在社会理论选择方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放弃了理性选择的范式' 主张规则
遵循$V;B<[5BB5n12U% 的范式' 认为个人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 而是规则遵循
的结果* 规则遵循范式主张适应性逻辑$YM5U1/5PY--@5-@1.7<2<99% ' 强调个人
在一种情景之下什么样的行为是合适的$A.@/0' )\\+% ' 社会规则和规范在行
动者行为逻辑中发挥关键作用' 行动不是选择驱动而是价值和规范驱动* 叙事
式政策框架主要是按照规则遵循的逻辑来组织自己的理论' 它也给理性选择留
下了空间' 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对社会意义的操纵来实现自身利益*

在学科类型方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在公共政策学科的话语体系展开'

它试图成为政策过程理论中一种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的理论构
成要素是多学科的' 包括哲学( 叙事学( 神经科学( 心理学( 经济学( 语言分
析( 营销学( 传播学( 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等* 对于叙事式政策框架而言' 它
的核心假设是叙事在政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讨论这一命题' 该分析框
架充分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 加深人们对于叙事在政策过程中重要性
的理解*

在理论风格方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张普遍主义风格$YK<2<@.B1e12UH7:B<%

而不是特殊主义风格$YE.@71/;B.@1e12UH7:B<% * 普遍主义风格是社会科学的传
统' 它强调一种理论的普遍适应性' 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 认为理论具有一般
化特征* 特殊主义风格则是后现代主义的传统' 它强调一种理论的特定情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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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理论只是此时此地此景才能够发挥作用* 不同理论风格会对研究问题( 研
究范围(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产生影响* 叙事式政策框架试图发现一般性理
论' 这一理论能够被检验*

在规范层面' 其核心是讨论叙事式政策框架关注什么样的民主( 参与( 公
平和赋权) 这一研究是否有行动价值) 这意味着' 这一研究要从事实走向价值'

讨论主张什么样的价值准则) 赞同什么样的伦理与标准) 对此' 叙事式政策框
架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也没有讨论公共政策的规范价值* 这些内容也是叙事
式政策框架未来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四&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

与其他政策过程理论相比'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发展只有)# 多年历史' 还处
于成长和完善过程之中* 这一分析框架于*#)# 年正式提出$O52<9jA/><70'

*#)#% ' 在*#)+年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 正式和完善的版本$O52<9<7.Bb'

*#)+I1 A/><70 <7.Bb' *#)+% * 根据麦克贝斯( 琼斯和沙纳汉$A/><70 <7.Bb'

*#)+% 三位创立者的阐述'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核心是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
作用' 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 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

微观( 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

'一(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基本假设& 研究问题及分析层次

科学哲学强调任何研究范式或研究项目都有自己的核心假设或公理' 这些
假设或公理是理论( 命题发展和检验的基础* 通常这些假设或公理都是不能够
被挑战的' 它们通常被自然接受' 并作为任何分析的前提* 叙事式政策框架也
是建立在一些核心假设基础之上' 这些假设包括! 社会建构$H5/1.BN5297@;/7152%(

有限的相对性$>5;2=<= V<B.71?17:%( 一般化的结构要素$K<2<@.B1e.IB<H7@;/7;@.B

ZB<6<279%( 三个层次的同时运行$H16;B7.2<5;9g-<@.7152 .7S0@<<M<?<B9% 和个人模
型中叙事假设$Q565T.@@.29A5=<B5P70<G2=1?1=;.B%* 社会建构强调不同个体或群
体对同样的事实或过程会赋予不同的含义' 对同样的社会事实有不同的认知(

主张和意义* 与社会建构相一致' 有限的相对性主张虽然对社会事实存在不同
的理解和认知' 但是这些理解和认知却不是无限的' 它们可以归为有限范畴'

如不同意识形态的类型( 不同价值和信念系统的类型' 这也使得社会建构不是
随机的* 为了分析的目的'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讨论叙事'

认为不同叙事包含相同的结构要素' 如情景( 角色( 情节和寓意* 借鉴了制度
分析与发展框架$G29717;7152.BY2.B:919.2= ]<?<B5-6<27[@.6<n5@J' GY]% 的多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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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析思路' 叙事式政策框架也强调个体层面( 集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分析*

个人模型中叙事假设强调叙事在个人的信息处理( 沟通和推理中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 研究问题决定了分析单位和分析层次的选择' 而研究问题
是理论的诉求的产物* 在研究问题的建构中' 政策叙事是一个核心概念' 它可
以作为一个自变量' 讨论政策叙事的影响机制( 过程和绩效' 也可以作为因变
量' 讨论哪些因素可能会对政策叙事的选择产生影响$见表)% *

表)!叙事式政策框架中研究问题

叙事作为解释变量
)b叙事会影响公众或个人对一个政策的看法吗/

叙事作为被解释变量
*b个人信念系统会影响倡导联盟对政策叙事的选择吗/

"b个人信念系统会影响个人对政策叙事的拒绝或接受吗/

+b制度会影响倡导联盟选择不同的叙事吗/

$b倡导联盟对叙事的选择会稳定吗/

资料来源' E1<@/<<7.Bb# *#)+

'

"*%

在微观层次' 研究者通常会关注政策叙事与个人认知( 态度和评价之间的
关系! 既会关注政策叙事对个人认知的影响' 也会关注个人的信念系统对政策
叙事的影响* 在中观层次' 研究者会关注政策叙事在团体或倡导联盟中的作用'

如对于倡导联盟中策略选择( 政策学习( 稳定性等的影响' 也会关注叙事与公
众意见之间的关系* 在宏观层次' 研究者会关注文化或制度中所包含的政策叙
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表*提供了三个层次分析的分析单位( 核心变量( 理论(

方法和数据等*

表*!叙事式政策框架的三个层次分析

微观 中观 宏观
分析单位 个体 团体8联盟 制度8文化
核心变量 政策叙事

.情景

.角色

.情节

.寓意

政策叙事
.情景
.角色
.情节
.寓意

政策叙事
.情景
.角色
.情节
.寓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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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 中观 宏观
引入理论 信念系统

合规与违背
一致性!N52U@;<2/<"

叙事通道!T.@@.71?<S@.29-5@7.7152"

叙事者信任度!T.@@.75@S@;97"

信念系统
魔鬼8天使转换

操纵!Q<@<970<71/9"

政策学习
公众意见
冲突范围

还未详细阐述

使用方法 实验& 访谈& 焦点
群体& 群集分析

内容分析& 网络
分析& 理性选择

历史分析& 美国政治发展

潜在数据 调查& 文本 文本& 讲话& 视频 档案& 二手来源& 原始文件

资料来源' A/><70 <7.Bb# *#)+

'

*")%

'二( 政策叙事的形式和内容
叙事式政策框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界定+政策叙事, ' 并将解释主义与

实证主义有机结合' 用实证主义方法来证明解释主义的论点和主张* 一方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强调+叙事, 对于政策过程的作用和重要性' 并且认为不同的
人会对同样的政策问题采取不同的叙事' 叙事存在+相对性问题, $S0<E@5IB<6

5PT.@@.71?<V<B.71?17:% * 另一方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要进行假设检验和提出理论
命题' 它必须对+叙事, 本身进行形式化定义' 它要求寻找不同叙事背后的共
同特征' 这些共同特征为比较( 分析和检验奠定了基础* 叙事式政策框架采取
了折衷的方式' 它强调了政策叙事的形式$[5@6% 和内容$N527<27% 两个方
面' 前者注重叙事的一般性结构' 后者注重叙事的独特性*

对于政策叙事的构成要素而言' 沙纳汉( 琼斯和麦克贝斯等$ H0.2.0.2 <7

.Bb' *#)"% 于*#)" 年' 提出了六个构成要素' 即问题陈述$ H7.7<6<275P.

E@5IB<6%( 角色$N0.@./7<@9%( 情景$ H<7712U%( 情节$EB57%( 因果机制$N.;9.B

A</0.2196% 和寓意$A5@.B% * 后来' 他们认为因果机制属于叙事策略' 并且将
问题陈述与情景结合' 于是提出了四个构成要素' 即情景$ H<7712U% ( 角色
$N0.@./7<@9% ( 情节$EB57% 和寓意$A5@.B% * 情景是政策叙事发生的舞台' 任
何政策叙事都要解决一定情景之下的政策问题* 一般而言' 情景包括法律和宪
法参数( 地理( 科学证据( 国家民族边界( 环境( 经济状况( 规范( 习惯等'

这些情景通常被认为是不变的' 它们构成了行动者的共同背景知识* 任何一个
政策叙事至少包含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行动者, ' 他们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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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过程中的+中心, * 叙事式政策框架通常会强调三类角色' 即受害者或无辜
者$k1/7169% ( 无赖或坏人$k1BB.129% 以及英雄$Q<@5<9% * 受害者通常是政策
问题的承担者' 无赖是政策问题的生产者' 英雄是政策问题的解决者* 个人通
常是角色的主要承担者' 但有时组织也可能是角色的承担者* 情节是连接情景
和角色的纽带' 它通常会有开始( 进展和结束* 例如' 斯通$*##&

!

)"& ')++1

H752<' *#)*

!

)$\ ')&%% 提出了四种故事类型' 即+每况愈下, 的故事$S0<

H75@:5P]</B12<% ( 阻碍进步的故事$ H7:61<= E@5U@<99% ( 变革仅仅是一种幻觉的
故事$N0.2U<'G9'#2B:'.2 'GBB;9152 H75@:% ( 无助和控制的故事$Q<B-B<99.2=

N527@5B% ' 它们是对情节的一种分类方式' 主要关注故事的变革和力量两个方
面* 寓意通常是指提供一个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 例如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叙
事可能将发展核能作为解决方案* 当然' 有时候沟通可能被当作一种没有解决
方案的政策叙事' 这意味着沟通包含政策叙事的其他要素' 但是没有解决方案
的内容*

对于政策叙事的内容而言' 麦克贝斯等三位作者提出可以划分为信念系统
$><B1<PH:97<69% 和策略$ H7@.7<U:% 两个层面' 它们是区分不同叙事的重要维
度* 这意味着' 不同政策叙事可能表现不同情景( 不同利益相关者( 不同问题'

政策叙事呈现+相对性, ' 但是他们却可以使用信念系统和策略的差异去衡量*

信念系统意味着可以从演绎理论出发' 将信念系统划分为不同类型' 这样不同
政策叙事可以归为不同信念系统* 与此同时' 信念系统本身可以通过政策叙事
的要素去描述' 通过对政策叙事的分析' 我们可以理解不同联盟的信念系统以
及他们的稳定性* 与信念系统对于叙事+意义, 的关注相比' 策略则关注不同
政策叙事如何使用不同内容来实现自身目标* 策略更多的被当作一种技术手段'

它们通常被使用来作为操纵或控制政策过程和结果的工具* 麦克贝斯等四位学
者$A/><70 <7.Bb' *##( % 提出了五种政策叙事的策略' 即发现赢家和输家
$G=<271P:12UX122<@.2= M59<@% ( 成本与收益的建构$N5297@;/7152 5P><2<P17.2=

N597% ( 浓缩符号的使用$S0<C9<5PN52=<29.7152 H:6I5B% ( 政策替罪羊$E5B1/:

H;@@5U.7<% ( 科学确定性和不一致$ H/1<271P1/N<@7.12B:.2= ]19.U@<<6<27% ' 并且认
为不同联盟对自身是+赢家, 或+输家, 的自我认知会确定他们选择不同的
策略*

'三( 微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
任何政策过程理论框架都需要建立在对个人行为的假设基础之上' 都需要

思考其人的模型$A5=<B5P70<G2=1?1=;.B% ' 这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在要求*

叙事式政策框架提出了个人模型中叙事假设$ Q565T.@@.29A5=<B5PS0<

G2=1?1=;.B% ' 认为叙事在人类认知世界中发挥非常重要作用* 个人模型中叙事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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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要来源于政治心理学$E5B171/.BE9:/05B5U:% ' 也受到了叙事学( 认知学科等
其他学科的启发和影响* 对于政治心理学而言' 查尔斯2泰伯$N0.@B<9Hb

S.I<@% 和米尔顿2洛奇$A1B752 M5=U<% $M5=U<jS.I<@' *##$1 S.I<@jM5=U<'

*##&' *#)&% 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提出了基于动机的政治推理思想
$A571?.7<= E5B171/.BV<.952% ' 并进一步发展了政治信息处理的OoE模型$O502

obE;IB1/A5=<B5PE5B171/.BG2P5@6.7152 E@5/<9912U% ! 这种模型不同于政治行为中的
理性选择模型' 它重视非意识思考的重要性$C2/529/15;9S012J12U% ' 它是一场
有关思考的思考革命$YV<?5B;7152 12 S012J12U.I5;7S012J12U% ' 认为应该重视审
视和定义人类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这为政治决策和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
础* 与丹尼尔2卡尼曼$].21<BL.02<6.2% $*#)*% 强调思考中+系统), 和
+系统*, 一样' 泰伯和洛奇提出的政治系统处理OoE模型同样认为人类在推理
中存在+无意识的推理, 和+有意识的推理, ' 并且认为无意识推理无处不存'

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见图)% *

图)!OoE政治信息处理模型
资料来源' S.I<@jM5=U<#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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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信息处理模型意味人脑在信息处理时同时遵循两套逻辑' 即有意识的
理性选择逻辑和无意识的情感选择逻辑* 传统的理性选择逻辑一般遵循/'U'0

的路径' 人脑接触事件之后首先进行信息搜索' 然后形成论证' 最后对事件进
行评价和选择* 而无意识的情感选择逻辑则可能遵循不同的路径' 如.8I 'P'1

路径( /'=8<'U'0路径等' 这些路径的共同特点是情感( 观点等因素会无意
识地影响人类的选择和评价过程' 如动机偏见( 热认知等都会对认知过程产生
影响* 叙事式政策框架有关人的模型中叙事假设正是受到了政治心理学中有关
无意识思考( 选择与评价的影响' 主要由)# 个基本假定构成! 有限理性
$>5;2=<=B:V.7152.B% ( 启发法$Q<;@1971/9% ( 情感优势性$E@16./:5PYPP</7% (

两种认知$Sn5L12=95PN5U217152% ( 热认知$Q57N5U217152% ( 证实式偏见和非
证实式偏见$ N52P1@6.7152 .2= ]19/52P1@6.7152 >1.9% ( 选择性暴露$ H<B</71?<

Zc-59;@<% ( 身份保护认知$G=<2717:'E@57</71?<N5U217152% ( 群体和网络的重要性
$E@16./:5PK@5;-9.2= T<7n5@J9% ( 叙事式认知$T.@@.71?<N5U217152% *

微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在经验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政策叙事如
何影响个人偏好( 风险态度( 对特定领域公共政策的意见以及集体的公众意见)

这也使得叙事式政策框架能够和政治心理学对话' 讨论政策过程中叙事效应的
心理基础* 琼斯和麦克贝斯$O52<9jA./I<70' *#)#

!

"+" '"+$% 提出了在微
观层面的政策叙事假设和命题$见表"% *

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假设和相关研究

假设 理论简要描述 假设文字表达 应用
Q)' 违背!>@<./0" 现状或者正统故事

通常不会被记忆%

只有违背规范# 打
破正统# 产生期望
的故事才有说服力

随着叙事违背层次的提
升# 个人越是被暴露于
那个叙事# 则他被说服
的可能性越大!O52<9j

A./I<70# *#)#"

没有

Q*' 叙事通道
!T.@@.71?<S@.29P5@6.7152"

叙事通道是读者对
他们所处世界解码
的过程# 通过这一
过程使得他们融入
故事之中

随着叙事通道的增加#

被暴露于该种叙事的个
人越有可能被说服
!O52<9jA./I<70# *#)#"

O52<9!*#)+"

!%!

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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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理论简要描述 假设文字表达 应用
Q"' 一致性和
不一致性
!N52U@;<2/<.2=

G2/52U@;<2/<"

当政策叙事与个人
对于世界看法一致
时# 他们越可能接
受这种叙事

随着一致性增加# 个
人越有可能被故事说
服!O52<9jA./I<70#

*#)#"

Q;96.22 !*#)""

M:I</J<@<7.Bb

!*#)""

A/><70 <7.Bb

!*#)#."

O52<9jH52U

!*#)+"

H0.2.0.2 <7.Bb

!*#))I"

Q+' 叙事者信任
!T.@@.75@S@;97"

当政策叙事来源于
他们所信赖的渠道
时# 他们越可能接
受这种政策叙事

随着叙事者信任增加#

个人越有可能被叙事所
说服!O52<9jA./I<70#

*#)#"

没有

Q$' 角色的力量
!E5n<@5PN0.@./7<@"

角色在政策叙事中
发挥重要作用% 角
色在政策叙事的说
服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科学或技术信息相比#

政策叙事角色的描述对
于公众& 民选官员和精
英等的选择和意见有更
大影响

O52<9!*#)#"

O52<9!*#)""

资料来源' O52<9<7.Bb# *#)+I

'

)+%

在所有这些命题中' 政策叙事是自变量' 个人观点改变是因变量' 获得个
人的认同以及对个人进行说服是政策叙事的目的* 政策叙事通过不同叙事类型(

叙事通道( 叙事信任( 叙事角色( 叙事观点一致性等影响个人观点' 实现个人
对政策叙事的接受* 所有政策叙事都是为了使得个人接受政策主张' 这是一个
说服的过程* 对于这些命题和假设的检验' 研究者通常会使用实验方法* 遵循
+没有操纵就没有因果关系, 的实验主义准则' 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区分为实验组
和控制组' 对不同政策叙事进行操纵' 询问个人对政策叙事的态度' 从而判断
政策叙事的改变是否会对个人的政策态度产生影响*

'四( 中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

中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分析单位是政策子系统$E5B1/:H;I9:97<6% '

它讨论政策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中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借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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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希腊公共空间$YU52.% 的概念' 希腊人的公共空间是实现政策目标的行动
场域* 麦克贝斯认为在这一空间中' 不同政策叙事之间的竞争在叙事空间
$YU52.T.@@.29% 中展开* 不同联盟为了在叙事空间竞争中获胜' 通常会采取不
同叙事理念和叙事策略' 并在叙事竞争中进行叙事扩散( 模仿和学习' 以实现
对政策设计( 过程( 变革和结果的影响*

通过借鉴倡导联盟框架的概念和理论' 突出政策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 中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释政策叙事形成和影响
的概念体系$见图*% * 政策子系统的概念是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的核心'

它强调该子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构成要素组成' 这些要素之间关系模式
是整个系统变革的基础*

图*!中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模型
资料来源' A/><70 <7.Bb# *#)+

'

*"\%

从图*可以看出' 政策子系统( 联盟( 政策叙事策略( 政策信念( 政策叙事
学习和公众意见等是其核心概念* 政策子系统是由不同行动者构成' 这些行动
者会形成若干联盟' 不同联盟会形成自身对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联盟之间竞
争就转化为政策叙事的竞争* 此前' 研究者都只是关注单一政策子系统' 目前
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对多个政策子系统或政策体系$E5B1/:V<U16<% 进行研究'

讨论政策叙事在不同政策子系统之间的流动* 这样' 中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
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叙事策略( 政策信念( 政策学习和公众意见的假设与命题
$见表+% *

#%!

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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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假设和相关研究
类型 假设 理论描述 假设文字阐述

叙事策略Q)和Q*'

冲突的范围
按照埃尔默1沙特施耐德!ZB6<@Zb

H/0.779/02<1=<@" ! H/0.779/02<1=<@#

)\&#" 的观点# 政治行动者会通过
扩大或缩小冲突范围而控制其他参
与者对政策子系统的涉入# 从而实
现他们的主张

那些在某一政策议题中将自
己描述为失败者的团体或个
人将会使用叙事要素来扩大
政策议题从而实现增加他们
联盟规模的目的$ 那些在某一
政策议题中将自己描述为成功
者的团体或个人将会使用叙事
要素来缩小政策议题从而实现
增加他们联盟规模的目的
!A/><70 <7.Bb# *##("

叙事策略Q"' 操控游说
!Q<@<970<71/9"

按照威廉1赖克!X1BB1.6QbV1J<@"

!V1J<@# )\%&" 的观点# 政治行动者
会使用沟通策略来构造一种能够使
得他们赢的策略

团体会通过使用政策叙事来操
控政治联盟以实现其策略利益
!O52<9jA/><70# *#)#"

叙事策略Q+' 魔鬼转换政治行动者会放大对手的恶意动
机& 行为和影响! H.I.71<@<7.Bb#

)\%("

政策子系统中魔鬼转换的高
发生率与政策本身的难驾驭
有密切关系! H0.2.0.2 <7.Bb#

*#)).$ H0.2.0.2 <7.Bb# *#)""

政策信念Q$' 联盟黏合
!N5.B17152 KB;<"

倡导联盟的黏合剂质量会发生作
用% 拥有较强的黏合剂的联盟不太
可能被内部不一致所分裂# 更可能
协调行为和获得资源! H0.2.0.2 <7

.Bb# *#)).

'

$+%"

那些拥有较高水平黏合剂的倡
导联盟!联盟稳定性& 力量&

联盟内团结" 更可能影响政策
结果!H0.2.0.2 <7.Bb# *#)).$

H0.2.0.2 <7.Bb# *#)""

政策学习Q&' 政策叙
事说服

对政策叙事要素的重构可以独立于
新信息或焦点事件而改变政策图景
! H0.2.0.2 <7.Bb# *#))."

政策叙事要素的差异性可以解
释政策学习& 政策变迁和政策
结果!H0.2.0.2 <7.Bb# *#))."

公众意见Q(' 外部公
众意见

对于政策子系统行动者而言# 公众
意见既有可能是资源# 也有可能是
约束% 当公众意见有利于某一群体
时# 他们会倾向于利用这一意见来
扩大他们的优势!O52<9jO<2J129'

H6170# *##\"

当外部公众意见与联盟偏好
的结果相一致时# 联盟会提
供维护现有政策子系统的政
策叙事!主要通过维持现有
联盟成员来实现" ! H0.2.0.2

<7.B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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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假设 理论描述 假设文字阐述
公众意见Q%' 内生公

众意见
当内生公众意见冲击与联盟
偏好政策结果不一致时# 联
盟将会寻找扩大子系统联盟
的政策叙事! H0.2.0.2 <7.Bb#

*#))."

联盟成员Q\' 媒介 媒介是政策子系统中被忽略的重要
参与者! H0.2.0.2 <7.Bb# *##%"

媒介对于倡导联盟而言是一
个重要的贡献者! H0.2.0.2 <7

.Bb# *##%"

资料来源' O52<9<7.Bb# *#)+I

'

)(%

'五( 宏观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

与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研究相比' 叙事式政策框架对于宏观层面的研究
相对缺乏* 这一研究的缺乏' 也使得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微观( 中观与宏观之间
联系比较弱* 对于这一点'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创始人麦克贝斯和沙纳汉在该理
论的开创性论文中就有清晰认识' 他们认为+缺乏一个一般性理论处理政治系
统中宏观层面力量如何影响政策叙事在政策行动者和更广泛的公众中的发展,

$A/><70 jH0.2.0.2' *##+

!

")\ '"*#% * 在该论文中' 他们提出了+政策营销
者, $E5B1/:A.@J<7<@9%

! 的概念' 讨论了宏观层面的消费主义对美国经济和政
治习惯的影响' 这一理念认为+政策营销者, 建构了政策叙事' 并将这些政策
叙事兜售给公民* 他们的研究发现' 政策方案的生产过程并非遵循理性讨论和
政治利益的原则' 其更多受到政策营销者创造的短暂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他们
对于其理论中提出的+制度和文化, 本身所包含的+政策叙事, 的研究也不
够* 制度和文化代表了宏观层面的变量和限制条件' 而这些因素如何与政策叙
事发生关系' 他们会对政策叙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
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

此外'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 如微观层次分析与中观层
次分析之间( 中观层次分析与宏观层次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还没有得到很好
的研究* 例如' 无论是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研究' 都讨论了公众意见与政策

%%!

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

!

政策营销者可能是利益集团媒体# 也可能是当选官员# 这一概念与政策企业家具有
类似特点% 不过# 政策营销者更多与叙事& 话语等联系在一起%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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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之间的关系' 两个层面的研究可能得出了不同结论' 这需要进一步解释结
果差异的原因* 这些内在互动及其逻辑关系也是该理论在未来研究中应该发展
的重点内容*

五&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评价与展望

对于政策过程研究而言' +话语是重要的, 已经取得共识$O502' )\\%'

*#)*1 N.1@2<:' *#)*1 H.I.71<@j X<1IB<' *#)+1 E<7<@9j f1775;2' *#)& % * 但
是' 在对话语研究与政策过程研究的结合中' 现有的研究仍然显得不足* 彼
特2约翰$E<7<@O502% $O502' )\\%% 最早将+观念途径, $G=<.Y--@5./0% 作
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五大途径!之一' 现有的很多政策过程理论都关注观念的作
用* 不过' 这些研究都只是将观念作为作用之一' 没有将观念作为最重要的研
究中心' 从观念的角度来回答观念对主流政策过程理论中有关政策变迁的研究
问题* 在公共政策研究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 如何
弥补这一+鸿沟, ' 这既是知识缺口' 也是值得关注的中心* 叙事式政策框架充
当了这一桥梁'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叙事式政策框架还处于成长初期' 对于其系统的评价和讨论并不多*

目前看来' 只有"批判性政策研究# $*.)")3#2'+2)3/!"=&)$(% 杂志于*#)$ 年刊
登了一组讨论叙事式政策框架的论文* 该杂志首先由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创立者
阐述其核心思想' 随后邀请了一些研究者对该分析框架进行评价' 这些讨论让
我们看清楚了其哲学基础的张力和冲突*

休2米勒$Q;U0 SbA1BB<@% $A1BB<@' *#)$% 对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哲学基础
进行了批判' 认为该框架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论中科学主义$ H/1<27196% 和建构
主义$N5297@;/7152196% 的混合$A1906.90% ' 而这两种认识论存在很大差异*

米勒认为叙事式政策框架在科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之间存在内在冲突* 对此'

他指出+将有效性( 效度和假设检验等科学式教条嵌入社会建构主义期待中本
身产生了不可调和的认识论矛盾, $A1BB<@' *#)$

!

"$%% * 科学主义以可以感觉
的经验$ H<295@:Zc-<@1<2/<% 为基础' 它们也是+真理, 的基础* 叙事式政策
框架隐含着学者们有关政策叙事之间争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 政策叙事可以
区别正确与错误' 但是其本身背叛了社会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对于现实的自我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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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提出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其他四大途径分别是' 环境途径& 理性选择途径& 团体
和网络途径以及制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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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主观主义视角* 因此' 米勒认为叙事式政策框架最大的问题是使用科学的
方法来研究叙事' 而科学本身要求的研究对象是可感知的经验* 这种研究对象
的差异性' 使得叙事式政策框架求助于主观性的协议和认同来达成对叙事本身
正确与错误的认同' 很显然' 这不可能达到目的* 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对想当然
的假设( 态度和信念进行解构' 进而使得人们能够理解构成性叙事( 文化( 实
践和公共政策' 从而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解和认知奠定基础* 通过这一判断看'

叙事式政策框架所倡导的社会建构主义主张在其分析中并没有坚持*

詹尼弗2道奇$O<221P<@]5=U<% $]5=U<' *#)$% 也对叙事式政策框架的混
合范式$A1c12UE.@.=1U69% 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 在道奇看来' 叙事式政策
框架试图融合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两种哲学传统' 形成一个+主观主义8社会建
构主义本体论( 客观主义认识论( 混合的社会建构8实证主义理论视角和包含定
量和定性的实证主义理论方法, $]5=U<' *#)$

!

"&) % 的混合体* 在他看来'

实证主义主要从假设演绎视角来从事研究' 它基本上是模仿自然科学' 强调使
用基于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方法$程序( 工具和技术% 来生产和分析数据' 从而
产生知识* 这种范式强调主观与客观分离' 通过假设检验和推理来获得+真
理, ' 形成对于世界的理解* 解释主义则强调社会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 需要使
用不同方法来获得知识* 这种范式强调解释的重要性' 认为需要通过实践理性
和对话来获取知识' 它并不强调客观性' 相反认为主观性本身是理解的一部分*

该范式主要是从多种+真理, 中发现一种+真理, ' 获得这种+真理, 的方法
主要是基于认知共同体的共同认可* 在道奇看来' 叙事式政策框架混淆了本体
论和认识论' 它所强调的社会建构主义应该是认识论范畴而不是本体论范畴*

此外' 这两种范式获得知识和实现知识发展的共同方法都是推理$G2P<@<2/<% '

但是他们使用推理的方法不同* 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强调发展具有普遍性和一般
性真理的推理' 而解释主义则发展基于情景的真理的推理* 道奇甚至认为叙事
式政策框架使得叙事的力量消失' 使得该框架不关心政策叙事本身的动态性'

以及政策叙事对于政策变迁的影响* 他指出' +在微观层面' 叙事式政策框架狭
义地检验政策叙事特征对公众意见的影响$例如' 叙事者越被公众信任' 他们
对个人越有说服力' 如诱导一个人改变他或她的心灵% * 然而' 这一途径不能够
分析为什么特定的叙事在其要素不发生变化时' 他们是在什么时候( 怎样和为
什么失去其信任的' 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影响联盟变化进而产生政策变迁的*

在中观层面' 政策叙事会对联盟变化产生影响' 但是否通过叙事而发生变化'

或者他们是如何被理解的' 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叙事和他们的特征被假定为
静态的* 相反' 正是通过对叙事的策略性使用而改变争论的价值观从而促进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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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变迁的* 很显然' 辩论的价值维度是如何转换的' 以及这种转换如何影响政
策变迁' 其逻辑并不清晰, $]5=U<' *#)$

!

"&+%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道奇认
为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倡导者本身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主义范式缺乏深入研究和
分析*

除了哲学上的争论之外' 叙事式政策框架仍然没有触及叙事在政策过程中
作用的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如何区分叙事与其他因素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差异
性' 我们能否证明政策叙事真的对政策过程发挥作用) 例如' 到底是权力重要'

还是叙事重要) 到底是理性重要' 还是叙事重要) 到底是利益重要' 还是叙事
重要) 这其实是对观念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细化* 对此' 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微
观层面进行了很好的分析' 讨论了政策叙事确实在微观层面能够对个人认知和
行为产生影响' 证明个人是叙事人的假设* 但是' 在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研
究' 更多的仍然是解释不同联盟和主体之间在政策叙事方面的策略性差异' 对
于政策叙事对政策过程中其他环节的影响的讨论仍然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 政
策叙事与政策变迁本身之间内在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 对此' 叙事式政策框架
还没有很好地涉及' 叙事是否真的能够促进政策变迁) 这些更为重要的话题还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意味着' 叙事式政策框架还需要发展基于政策叙事的
政策选择和政策变迁理论*

六& 叙事式政策框架对于中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任何分析框架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实践' 政策过程理论的框架也
不例外* 因此' 检验分析框架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较为清晰( 一
致和简洁的理论模型来对现实进行描述( 诊断和提供建议*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
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认知' 并且重新回到古典政治家对+修辞,

重视的传统* 亚里士多德就很早认识到修辞和语言的重要性' 并发表了针对修
辞研究的专门性论著* 中国的孔子也很重视修辞的作用' 他提出+名不正' 则
言不顺1 言不顺' 则事不成1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1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1

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 * 因此' 语言( 道德和观念在治国理政中有很重要
的作用*

中国对于话语在政策过程中的研究关注不够' 还处于萌芽中* *#)$年' "公
共行政评论# 第$期发表了+话语分析与中国政策过程研究, 专栏' 讨论话语
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朱亚鹏' *#)$1 张海柱' *#)$1 李亚等' *#)$ % * 朱亚
鹏$*#)$% 在专栏导语中对西方公共政策中+语言学转向, 出现的话语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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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型进行了总结' 如论辩式话语分析( 审议式话语分析( 叙述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 并且认为这是公共政策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随后的两篇
论文中' 张海柱$*#)$% 以改革开放以来合作医疗解体为例子' 讨论了+不决
策, 背后的话语建构逻辑' 他认为决策者通过话语建构来为其+不决策, 进行
辩护' 话语起到了论证作用' 这是对话语作用分析的首次尝试1 李亚等$*#)$%

则试图将话语分析与公共协商相结合' 讨论话语如何促进公共协商的产生和顺
利进行* 应该说' 这些研究已经意识到了话语的作用' 但是仍然缺乏深入分析*

究其原因' 这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讨论话语分析对于政策过程中作用的分析框
架* 一旦通过介绍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约智力资源'

大大推进中国政策过程本身的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以
起到这一作用*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以加深我们对政策过程中+政策叙事, 重要性的认知*

对于政策叙事' 中国政府是非常重视的' 这一点体现在文件起草中* 党和政府
的很多新观点( 新主张和新改革都需要通过+叙事, 方式体现' 公共政策本身
也不例外* 政策叙事的重要' 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政策文本进行关注' 通过对政
策文本本身的叙事分析' 可以作为衡量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工具* 目前在政策
争论中' 各方已经认识到叙事的重要性* 例如' 在专车的争论中' 从政策叙事
的角度看' 一个重要的争论是+专车, 到底是+网约车, ' 还是+共享经济, '

不同的叙事逻辑背后会有不同的政策选择$张海柱' *#)&% * 叙事式政策框架为
我们提供了一套分析政策叙事的可操作( 可测量和可分析的概念工具*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以加深我们对同一公共政策不同叙事逻辑的比较* 叙事
式政策框架提供了一套描述性工具' 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政策叙事背后的逻辑*

通过以政策叙事的形式和内容为基础' 我们可以对同一政策问题背后的不同公
共政策叙事逻辑进行比较* 例如' 林毅夫和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 可以
通过比较赞成和反对产业政策的叙事差异' 更好地理解不同政策主张之间的内
在差异' 这为不同政策主张之间的相互学习奠定了基础*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以推进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微观机制和方法论创新研究*

西方学者在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中' 非常重视使用实验方法探讨政
策叙事对个人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这为实验主义方法与公共政策研究之间结合
提供了标本* 未来' 中国在推行重大公共政策变革时' 为了让公共政策更好地
为民众接受' 可以从政策叙事的角度先进行实验研究' 讨论不同政策叙事被民
众接受的可能性' 这样可以减少政策本身的风险*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策叙事对于中国政策变迁的作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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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叙事式政策框架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内容' 也是最难进行研究的内容* 我们需
要在政策叙事与政策变迁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讨论一种良好的政策叙事是否真
的能够推进政策变迁* 当然'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前' 可以学习西方学
者' 简单地讨论中国不同主体在建构自身的政策叙事时' 是否会选择不同的叙
事策略* 例如' 针对异地高考改革' 可以分析支持和反对改革的联盟' 他们分
别采取了怎样的叙事策略) 结果是什么)

叙事式政策框架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宏观叙事与公共政策
之间关系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识到公共政策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传统( 历史( 文
化和制度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的逻辑是什么) 如何发挥影响的) 从叙事式政
策框架看' 一个可行的研究策略就是比较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叙事与公共政
策叙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如公共政策叙事逻辑跟制度和文化叙事逻辑一致
时' 是否更容易被通过) 如果公共政策叙事逻辑跟制度和文化叙事逻辑不一致'

如何推动公共政策变迁)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七& 结论

叙事式政策框架由马克2麦克贝斯( 迈克尔2琼斯和伊丽莎白2沙纳汉三
位学者创立和倡导' 其于*#)#年提出后'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于叙事式政策
框架建立在倡导联盟和叙事政策分析的理论上' 这使得其具有后发优势* 叙事
式政策框架的创立者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他们试图在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之间
建立桥梁' 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解释主义的问题' 并且用实证主义方法
来证明解释主义的重要性* 为此' 他们发展了基于个人叙事假设的模型' 并以
此为基础建立了叙事式政策框架的微观( 中观和宏观分析框架' 提出了很多有
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假设* 目前' 这些研究假设正在不断地被检验*

与他们宏大设想相比' 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实证主义研究者中的接受程度比
解释主义研究者的接受程度高* 或许这是由于他们试图遵循实证主义范式' 使
用实验设计等实证主义方法对政策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进行分析有关* 叙事
式政策框架要能够推进政策过程的认识' 进一步发掘和强调观念( 价值( 认识(

符号的意义' 仍然需要继续与解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进行更深入对话* 或许'

将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进行+融合, 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 当然' 试
图沟通不同范式之间的分歧' 寻找理论之间的融合点' 促进理论之间的对话'

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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