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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冷漠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 以目前的移民潮现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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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表现形态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下中国政治冷漠现象的
普遍存在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
会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分析，将对中国政治民主、政治现代化的构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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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Apat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aking the Phenomenon of Immigration Waves at Present as an Example
DU Shiju， SONG Feifei
（ Huma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sign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apathy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interests，who take it 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apathy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ulture，which ha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apathy；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mmigration wave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出现过两次移民潮。本世纪以来，又出现了
更大规模的第三次移民潮，其中以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力军 。根据胡润的数据： 中国现有的
千万富翁家庭 96 万个，在 2010 年这一年里，有 5000 到 6000 个人进行了移民。另据招商银行和贝恩顾
问数据： 当前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是 50 万人，人均拥有可投资资产 3000 万人民币，加在一起的可投
资资产是 15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个人资产超过一个亿的大陆企业家中 ，有 27%
［1］
已经移民了，还有 47% 正在考虑移民，加在一起就是有 74% 的人已经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 在我国经
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的今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难道仅仅意味着我国财富和人才的流
失吗？ 事实上，这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原因 ———政治冷漠。在当今时代，政治冷漠是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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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种消极的政治参与方式对于公民意愿的表达和利益的实现也有一
定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当政治冷漠现象较为普遍存在时 ，它的负面影响也就显而易见。 因此，在现阶段
研究政治冷漠这一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冷漠及其现实功能
按照《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 》的解释，“政治冷漠，属于政治社会学范畴。 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它
指的是一国的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 ；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对政治参与的
［2］（ p420）
疏远和逃避。”
国内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即心理说、行为
①
说和心理行为说。
本文主要从两个向度来界定政治冷漠 ，即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表面上
看，政治冷漠似乎只是对政治事务的漠视和对政治参与活动的逃避 ，是政治上的一种不作为，好像是一
种与政治无关的行为方式。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所有的政治冷漠现象都是特定的政治主体在特定
的制度背景下对政治环境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 ，它仍然是特定的政治关系在某些人群的主观态度和客
观行为上的体现。政治冷漠既是与政治参与相关又是独立存在的一个政治学范畴 ，本质上是政治发展
进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 。 就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所做的美、英、德、意、墨五国“公民文化 ”
调查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冷漠现象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也普遍存在。 罗伯特 ·A· 达尔曾说过： “在大多
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比例不
［3］（ p131）
大。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少数。……似乎为数众多的公民对政治冷漠 ，不大活跃。”
对于政治冷漠的功能，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精英民主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的民主观认为 ，广
泛的参政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足取。所以他们认为不必担心政治冷漠对政治制度有什么危险； 相反，
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更有利于政治制度的运作 。而多元民主主义者对政治冷漠却深感不安 ，他们认为，
那些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没有被合适地代表 ，政府就不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上 ； 广泛的政治冷漠给
那些为所欲为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政府的机会 ； 而广泛地不关心政治，既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
［4］（ p255 － 258）
是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
当然，他们的争论都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适度的政治冷漠虽然对于政治
稳定，以及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 但总体来看，它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主要
表现为： 一方面，政治冷漠使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地制约 ，使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产生政治认同危机。
如果一些人长期主动地不享用参政的权利 ，政府可能就无视他们的兴趣和需要 ，从而使得该群体的利益
诉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同时也就使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约 ，增加了政治腐败
和政治专制的可能性。“若政治冷漠占上风，组织和维持政府的监督就更加困难，权力的滥用就得不到
［2］（ p257）
并且，政治冷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认同 ，广泛的政治冷漠的长期存在
制止。”
会使公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强 ，导致公民政治责任感丧失和社会道德的滑坡 。另一方面，政治冷漠会
造成政治改革的动力不足，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政治改革需要多方力量共同推动 ，而民众的
参与和推动是最根本性的动力，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改革的步伐就会减缓，改革的目标就很难
实现。尤其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 ，亟需广大民众的推动力甚至压力才能达至目标 。
如前所言，我国的第三次移民潮，是以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力军。 他们移民虽然有各种原因，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对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疏远 ，即政治冷漠的表现。政治冷漠的产生有诸多的原
因，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等，但一国的政治文化也会对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

二、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冷漠现象的政治文化原因
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 、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
①

分别参见杨光斌的政治冷漠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 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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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感和态度，是政治体系中公民对政治的态度 、信仰、感情和价值观念的总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
分析，我国政治冷漠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
第一，顺从型政治文化的存在是造成政治冷漠的主要心理原因 。
阿尔蒙德根据公民对政治过程及其对自己的潜在影响的不同认识 ，将公民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政
治盲、顺从者和参与者”。政治盲是对政治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 ； 顺从者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的
成员，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其身的影响或潜在的影响有所认识的人 ，但他们对政治看法仍是顺从的看
法，即他们是消极地受政府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影响政府的行动 ； 而参与者就是那些介入政治过程并对
政治过程有一定的认识、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影响国家事务的人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
家在孔孟时期尚且在“君—臣”、“臣—民”关系中倡导责任与义务对等，但经过“儒表法里 ”的改造，“三
纲”成为单向度的绝对服从。在“家国同构”的封建体制中，普通民众在家、国两个层面逐渐形成崇尚权
威的顺从思想，不愿、不想、也无能力去影响政治。现代的政治发展也难逃对权威的“路径依赖 ”。 另一
方面，我国公民认识不到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不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这都严重地影
响了其政治参与的热情。
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们虽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是我国所固有的这种政治
文化已经从小就深深植根于他们的骨子里了 ，人人唯恐谈及政治，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尽量回
避政治。他们对社会现状有不满，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社会的不完善 ，并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感慨着、抱怨着并寻求其他途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如移民。
第二，转型期公民政治效能感的缺失导致远离政治的价值取向 。
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 （ SRC） 的坎贝尔（ Campbell） 等学者的观点： “政治效能感是一种
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 ，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
感觉。是公民 感 受 到 政 治 与 社 会 的 改 变 是 可 能 的，并 且 可 以 在 这 种 改 变 中 扮 演 一 定 的 角 色 的 感
［5］（ p187）

所以，它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治系统信任的重要变量 ，也是促使人们将政治参与意识
提升到实践层面的直接动力机制 。当然，政治效能感不是单一面向的概念 ，而是可以区分为两个彼此独
觉。”

立的结构要素，即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
政府或政治精英的感觉，可以包括政治事务的可变感、政治过程的可理解性以及影响手段的可取得性，
也就是说个体自认为自己具备影响政治的能力 ，是面向自我的政治能力感觉； 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指个
人相信政府官员或者制度或者政治精英对于民众有所反应并予以重视的程度 ，也就是说，外在政治效能
［6］

感是个体对于外在政治体系回应度的感觉 。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尽管已经被党和政府吸纳到有关的政治渠道中去 ，但并
不见得他们对政治有多热情。正因为他们是被安排进去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被动性。 他们更多
的是出于个人利益和虚荣心，而不是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口号或民主诉求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
会正视某些政治游戏，但也没必要得罪政府。
因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更会受到来自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机构以及资源分
配使用等方面的制约，从而表现出更强的依附性和不确定性 。而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更确切地
说是对政治系统的活动缺乏足够的信心 ，所以他们会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选择移民。 尽管在中
国他们会获得高回报，但他们更会对现行政治制度产生怀疑和否定 。
第三，传统的政治心理影响了高层次需要的实现 。
政治文化所指的政治心理层面，是指一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是内化了的政治制度。人们的政治信念、情感、评价意向以及传统观念、习俗、风俗等都属于政治心理的
范畴。中国人一直奉行“中庸”的处事原则，习惯于将自己作为一个“看客 ”，几乎所有人都持有一种观
望的态度，都在等着看其他人怎么做，自己却不愿意作为一份子去实际参与其中 ，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
作为新一轮移民潮的新富阶层和社会精英 ，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 · 马斯洛 （ Abra-

第5 期

杜仕菊，等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冷漠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23

ham Harold Maslow） 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解决 ，他们追求的是更高
层次的发展。但现实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交通问题等问题层出不穷，这只
会增加他们对社会的失望与不满 。此外，人们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 ，希望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能
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这些需求的实现都需要时间，但也正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人们慢慢地就变得
麻木了，不再寄希望于社会而是希望通过脱离这个社会从而重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 政治冷漠现象
的存在也就在所难免。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关注低收入者权益保护的同时 ，富人的不安全感也随之上升。由于针对富人
的批评的增多，以及“仇富”情绪在中国社会中的上升，一部分富人担心提高低收入者权益会用损害富
人的安全感作为代价。加之国外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制度体系和环境质量等，他们更倾向于移民来维
护自己的利益以及追求进一步的发展 。
第四，政治亚文化的存在成为了发展的制约因素 。
政治亚文化是指整体政治文化之中某一社会团体或政治机构带有的特殊政治态度 。 阿尔蒙德在
《公民文化》一书中，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将政治亚文化分为两种 ： 第一种是政策性亚文化，即大多数国民
持久的适应政策输入与输出，适应政治制度与政治结构，只是在有关的内政或外交政策上保留不同的观
点； 第二种是结构性亚文化，即在前现代化社会里，大多数国民不能在具体的政治制度上达成共识 ，社会
成员当中既有依附型亚文化，又有分裂的、传统的地域型亚文化。这里的亚文化，或者是指国家之内地
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阶级各自特有的政治倾向或取向 ，也就是利益集团的亚文化； 或者是指政治系
统内不同的角色、结构和次系统本身带有的特殊态度和传统 。
在我国现行体制制度框架内，实际上已经有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的存在。 而中国政治制度从传统
向现代发展过程中，必然触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由此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 一是产生一些新兴政
治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产生某种程度的政治不稳定 ； 二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打破这种所谓的稳定状
况，这就势必损害其他群体的发展。而对于如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来说 ，这两种结果对他们的负面影响
都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 另一方
面，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那种超稳定的结构 ，其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面对这种政治亚文化的
存在，相当一部分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们选择了退出 ，以致慢慢地挣脱出这种现状，在新的环境里去追
求自己的发展。

三、缓解政治冷漠现象的政治文化思考
对于政治冷漠现象，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人们有选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自由 。这是一个多元发展时
代的正常表象，也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 。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对政治是热情还是冷
漠，只能是人们自己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做出的选择 ，任何人无权代替他们选择。强迫公民去
参与他们并不热衷甚至反感的政治活动 ，和禁止公民参与和他切身利益攸关的政治活动 ，不但是对公民
权利的蔑视，同时也是对公民参与热情的伤害 。政治文化并不能解释与政治相关的一切 ，即使人们怀有
相似的价值观与才能，在面临不同的机遇或问题的时候 ，也会有不同的行为。但是，一般而言，文化规范
变化缓慢，反映了政治行为的持久模式。这意味着，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现象时，政治文
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可以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缓解当今社会
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思考。
第一，全面构建参与型文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
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文化的支撑和先导下 ，自觉自愿地以合法的或非法的程序参与政治生
活的政治行为。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就是有关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的心理反应 。政治文化之所以可以影
响一个公民和社会的政治参与行为 ，主要是因为它能为政治参与者提供良好的政治文化心理环境 。 根
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可以划分为地域型政治文化 、顺从型政治文化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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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治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个人对政治体系最多只是模糊地意识到 ，对政治体系的变革也很少有
什么期望，个人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动者的认识 、情感和评价以及政治的输入输出几乎为零； 在顺从型
政治文化中，人们虽然能够对政治体系及其政策输出做出较为频繁的反应 ，但是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主体
可以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于整个政治体系和政治输出往往逆来顺受，自己没有参与其中，
仍然缺乏自觉的参与意识； 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系统以及政治输入和输出都有着
明确的意识，个体成员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也有着清晰的概念 ，几乎每个人都愿意成为政治
生活的参与者。
缓解政治冷漠现象，要求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中去 。
政治参与是人们有效参与政治过程 ，从而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政治手段 ，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是促使人
们有效参与政治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 。它所凸显的参与性、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的同等地位以及
公民的政治主体性特点，使得社会成员在自主、平等、普遍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管理国家，使公
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很好地体现。
为此，我们应该在全面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提供思
想上的指导与心理上的认同感，使人们自觉自愿地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 。
第二，加快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依托。
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将其界定为“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
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公民社会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
换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
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 NGO） 、社会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
公民社会自身的特点为减少政治冷漠 ，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组织依托。一方面，它作为独立于国家
的自主性力量，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和抵制权力膨胀 。当公共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公共权力对个人权
利的侵害便可能得到防止，当民众不再担心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对参与政治的恐惧便会减
弱，从而降低政治冷漠程度。正如有学者所言： “政治国家是指位处于国家管理层面的政党以及立法 、
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而公民社会则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组织状态 ，在这种由市民构成的社会中，
由于各人利益上的异质性和彼此的互补性而形成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彼此依存关系具有不受国家支配
［7］

和控制的社会自立性。”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不具有强迫性，它是公民完全自愿的行为。 公民社会不
仅保护了个人利益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 ，同时也确定了国家的活动范围，它使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敢于
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同时，公民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通过组织参与政治、影响决策是现代国家
政治参与的普遍潮流，任何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都是以高度有序化的组织确保其参政活动的力度 、广
度和深度。亨廷顿指出： “如果人们加入某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活动 ，那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就会
［8］（ p91）
大得多。”
在当今社会，要求人们有参与热情，减少政治冷漠，首先要使他们对生活于其间的社
会———文化共同体拥有价值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而参与其中并获得参与的组织依托。 公民社会为
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和手段 ，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 ，促进社会的良性互
动与繁荣发展。
第三，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加快我国政治文化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既有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 ，也有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分。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中指出，“成功并非只是一个立法和政策
改变与否的问题，尽管这方面的改革是重要的。……但是，除非政治文化也随之改变———除非公民按照
［9］（ p12）
因
真正符合他人需求和愿望的方式去思考 、去感觉或者去行动，否则就不会有实实在在的改变 ”。
此，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文化也要相应地发生转型。我们应该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大力
发掘其有益方面，用扬弃的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政治文化 。
在 21 世纪的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交流的便捷，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更加便利，我国传统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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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与外来文化进行不断交流、碰撞的过程中，能够引发人们的一些新的有益思考，产生新的智慧的火
花。与此同时，在与西方政治文化不断地交流学习过程中 ，我们要积极吸收其有益成果，如自由、平等、
民主等思想。
此外，还应该加快我国政治文化的“本土化 ”发展进程。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个方面的
建设还不够完善，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就如米尔斯所指出的： “许多人摆脱了流行信
仰的束缚，却没 有 获 得 新 的 信 仰，因 而 对 任 何 政 治 问 题 无 所 适 从 也 漠 不 关 心。 他 们 是 政 治 的 局 外
［10］（ p261）

所以政治文化对人们的指导作用更显重要 。为此，我们应努力使那些先进的思想更好地适
应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素质以及政治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
人。”

和义务，使他们对政治的理解由朦胧走向自觉 ，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序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促进我
国的持续有力、健康有序的发展。
总之，政治文化是政治的灵魂，它为考察社会、经济等因素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益的基
点。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社会冷漠现象问题上 ，应当着重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努力 。通过
新型的、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政治文化的构建 ，使人们可以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积极有序参与日常政治
生活，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与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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