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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增，各类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建设的突出问题。而
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的缺失，是导致大规模矛盾冲突并走向极端从而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而
社会的媒介化框架又将其演化成媒介化事件，故作为权威和主流的传统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舆
论引导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以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分析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认知的偏差化，
以及传统媒体的“不当介入”催生政府信任危机并产生社会负面影响。由此，本研究拟通过倡导树立传统媒
体公共传播理念，扩展深化群体性事件中传媒的功能，以期能够实现底层群体政府信任的再造。
关键词： 政府信任; 传统媒体; 群体性事件; 底层群体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 2014) 05 － 0053 － 05

Ｒesearching the Confidence － rebuilding of Underlying Masses in Group
Events in Government and the Guidance of Traditional Media
LI Chunlei， CAO Shan
（ School of Communi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urg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various group
events have become prominent problems affec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construction． Underlying masses’lack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t the grass － roots level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resulting in
large － scale conflict，going to extremes，eventually evolving into group events． The social media
framework in turn makes them evolve into media － oriented events． Accordingly，the traditional
media as the authoritative and mainstream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group events． Taking the developing venation of group events as the main
line，the paper analyzes underlying masses’cognition deviation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t the
grass － roots level，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nd social negative influence caused by
“improper intervention”of the traditional media，and tries to extend and deepen media functions in
group events by advocating setting up the tradition media public dissemination idea，so as to realize
the confidence － rebuilding of underlying masses i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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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转型是 一 个 现 代 化 的 过 程，亨 廷 顿 认 为“现 代 化 孕 育 着 稳 定，而 现 代 化 过 程 却 滋 生 着 动
乱”。
随着政治与经济等利益格局不断变化调整 ，转型期不仅带来了社会进步发展，也“使我国形
［1］（ p38）

［2］

成了规模庞大的底层群体”。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次和规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底层群体
对越级上访、网络泄愤等非正常表达渠道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对政府的满意度不高 ，群体
性事件中底层群体的非制度化参与更是进一步表明其对政府信任的缺失 。而齐美尔认为信任是“社会
［3］（ p178 － 179）
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
所以信任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政府信任，它“是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心理判断 ，主观意识上反映公众对于政府满足其利益
［4］
需要的心理趋向”。 基于此，本文所论述的基层政府信任，是指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体对
基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等的一种心理判断和评价态度 。
就当下的群体性事件而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合力推进媒介化事件的到来 ，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政
［5］
府与底层群体的媒介需求，同时也使得“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发生着巨大变迁 ”。 然而，传统媒体在政
府的工具理性与公众的信息诉求之间难以平衡 ，极易催生政府信任危机。 本文是以群体性事件中基层

政府信任再造为导向，分析事件爆发前底层群体所形成的对政府信任的认知 ，以及事件爆发后传统媒体
的“陨落式介入”对政治信任危机的催生机制，并借以提出传统媒体疏解的可行路径 。

一、群体性事件频发下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认知
［6］
“个体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被动的对社会环境做出反应 ”，
而是试图通过主动的选择
来操纵对外界环境的认知。长期以来底层群体所形成的对政府信任的认知往往是通过传媒 、自身经历

等形成的先验意识，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等的刺激和控制形成的一种群体感知 。 随着利益格局的多元
化以及媒介使用的深入，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逐渐出现刻板印象固化的内在认知 。
（ 一） 期待落差下的选择认知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体都拥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 ”、
“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的思想。随着电视媒体技术的普及，观看《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逐渐成为底层群
体获取政府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些信息往往给民众塑造一种“心系民生、关注基层 ”的全能政府形
象，而这一形象的感知会使其对政府在社会众多领域中产生过高的期待 。 但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建设
中，政府逐渐将自身职能范围的事情推向市场 。 为实现 GDP 大增长，在政策的制定上偏向于资本的力
量，形成贫富差距鸿沟，而这与底层群体的先验意识相去甚远 。过高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引发底
层群体对政府认知的心理落差。
个体在涉及相关利益抉择的时候，“不仅容易出现非理性，而且还会出现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
［7］
转化”。 在这种落差心理和利益非理性的驱动下 ，底层群体对传媒所传递的政府相关信息亦会进行
“选择”，从而对先前所形成的政府全能形象进行“对抗式解码”。除了通过传媒间接形成对政府的认知
之外，底层群体也常以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方式，直接获取政府当局相关信息并进行选择认知 ，而这与
其先前形成的观念更是相去甚远 ，进而引发底层群体对政府的认知失调 。
（ 二） 群际情绪下的形象偏见
以农业为主的底层熟人社会中，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历史记忆，能将客观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主
观上的体验，从而极易形成利益共同性的大集体 。随着媒介嵌入的逐渐加深，媒体报道中凸显的“暴力
行为、权贵身份、老弱病残孕与女性性别这三类信息 ”，能激发底层群体的自身感受，“并促使其形成主
［8］
动参与的动机与群体意识的心像 ”， 这种或隐或显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无形之中会加剧底层群体
“弱势群像”的形塑。
史密斯的“群际情绪”理论指出，人们为寻求群体间的心理认同，会对内群体、外群体进行划分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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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身的身份定位，并固定情绪体验。“这些群际情绪如同标签，被所认知或交往的特定群体唤起，成
［9］
为群体的社会支配取向。” 在基层政府“强制性权力 ”面前，底层群体通过群际划分形成弱势效应，不
满情绪随之扩散，有意无意之间在底层群体中达成对政府相关利益部门的形象偏见 。
（ 三） 相对剥夺下的刻板印象固化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满意感并非依赖绝对 、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周围的人
［9］
为参照群体进行评价，比较的结果若是自己处于比较低的地位 ，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 随着改革的
不断深化，一些基层政府在自身公共服务职能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权衡 ，公共事业领域建设中为追求经
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对公众的利益诉求置若罔闻，尤其是底层群体的利益。而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发
展是建立在一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上，“一旦个体感知到相对剥夺，就会因此而引发一系列情绪及行为反
［9］
应”。
［10］（ p781）
丹尼斯·库恩认为刻板印象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过于简单的印象 ”。
在公共事件
的报道中，传媒为增加“可看点”，通过“受难”式的情节叙述将官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加以放大 ，这样一

种“传播的观念对受众有着内在的、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受众的刻 板 印
［11］
象”， 会给公众尤其是底层群体造成一种夸张性的误导 ，形成官民冲突普遍存在的底层群体误判“幻
像”，进而进一步加剧底层群体的相对剥夺感 ，基层政府的负面形象逐渐被固化。

二、陨落式介入： 传统媒体对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催生机制
根据底层群体对政府行为的心理反应强弱 ，政府信任评价指标可分为“公众满意度、政府公信力和
［12］
政治信任感三个衡量标准”。 然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由传统媒体所建构的“媒介景观 ”是政府信任危
机形成的条件、重要机制。基于群体性事件爆发前底层群体对政府信任所形成的负面认知的前提 ，本部
分以传统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作为研究视角 ，并通过政府信任的三个衡量标准来
分析底层群体政府信任危机的生成机制 。
（ 一） 集体失语： 信息传播真空深化认知偏差
在底层社会的管治中，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基层政府部门的施政行为通常是单向的、强
硬的，享有话语权优势的他们习惯于对底层群体进行自上而下“命令式表达 ”。 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的
初期，事件中的各种偶然性都会使人们的信息需求骤增 ，但由于信息可信度及技术掌握条件等相关因
素，底层群体首先会去选择传统媒体 。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则认为底层群体在获取相关信息后的利益诉
求表达会对政府权威性产生挑战 ，要进行压制。故出于刚性维稳的需要，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限制传统
媒体报道的自由，甚至屏蔽、封锁相关信息。传统媒体因受到体制的规约，集体失语、集体沉默已成一种
常态。
基层政府和传统媒体的沉默失语会形成底层群体对信息需求与信息提供之间的矛盾 ，造成官民之
间沟通隔阂。在这样一种信息真空的环境下，“当民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
［13］（ p82）

［14］
“就有可能放弃理性思考而在感情机制的作用下作出选择 ”。
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下的底层
群体极易选择相信网络中的谣言并散播开来 ，一些人甚至会认为正是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处于理亏的境

切”，

地才会采取信息封锁屏蔽等极端做法 ，此则进一步深化了先前所形成的偏差化认知 ，对群体性事件的发
展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同时，也表明由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真空所引致的官民沟通隔阂会使底层群
体对于政府的心理感受满意程度下降 ，影响其对政府管理与服务感知体验程度 。
（ 二） 被动跟进： 叙事框架失衡助推情绪升级
随着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展，新媒体逐渐占据着舆论的制高点，基层政府在舆情民意压力下，开始
借助于传统媒体公开信息、澄清质疑。 而“喉舌 ”功能取向的传统媒体，为缓和底层群体的情绪及维持
群体性事件的稳定，更多的只是充当政府的“传声筒 ”，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主张，表现出被动跟进的一
面。如果我们借助于传统媒体叙事框架中的形式框架和内容框架来进行分析 ，会发现就形式框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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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主题式的叙事框架，综合利用数据、案例、综述等形式按照官方维稳的主题来组织新闻报道 ； 而
内容框架方面，则是采用危机处理的叙事框架，消息来源上更多地是依赖于官方，其选择与引用暗含着
媒体对事件态度立场的官方化； 语言的选择使用上，受传统报道观念的影响，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语义模
糊的政治性词语或专业术语，底层群体往往被冠以“被煽动的越轨者”，相关政府部门则被称作“依法执
法者”等，对群体性事件进行过度政治化解读 。
新媒体所传递的简单刺激性的信息 ，使底层群体对传统媒体所发布出来的官方解释持质疑的态度 ，
并通过相关认知经验的转移嫁接 ，对当事人的遭遇形成感同身受的效果 ，产生强烈的共鸣。传统媒体失
衡化的叙事框架，不仅没有对底层群体不满情绪起到疏导和抚慰的作用 ，反而使得底层群体深感自身话
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以及传统媒体与政府的联姻 。 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是人
［15］
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 那么传统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被动跟进的不当表现 ，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底层群体对于基层政府的负面评价 。最终，个体的和集体的负面情绪会随着失衡化信息的传播 ，通过感
染或传染形成强大的集群焦虑情绪 。
（ 三） 压抑后狂欢： 归因导向偏颇诱发信任危机
在群体性事件的消解期，随着上级政府的介入，基层政府、传统媒体、底层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呈现
出自上而下的调整，传统媒体开始全面地介入到事件中去，进行调查报道及舆论引导。 由前期的“压
抑”到后来的“狂欢”，传统媒体为迎合受众的情绪意见，追捧平民化立场及话语体系，将相关责任部门
推向风口浪尖。在舆论的建构引导中，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归因往往运用基层官员“公权力滥
用”、“制度缺失”等污名化脚本。而这样一种归因偏颇正与处于质疑 、焦虑等负面情绪下的底层群体叠
加共振，群体极化下利益相关者的理性逐渐被异化失去理智 ，一旦有相关敏感因素触动，极易引发二次
群体性事件。
“传统媒体在长期的新闻生产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叙事逻辑 ，生产着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的
［16］
符号，影响公众的认知模式和归因方式 。” 传媒推动社会制度的建设无可厚非，但报道中的归因导向
偏颇，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底层群体对政府制度的正确评估 。由对某个具体事件的质疑发展到对基

层官员的不满，在基层政府刻板印象和焦虑情绪的操纵下甚至会使底层群体形成非制度化抗争的行为
基础，从而进一步降低其政府信任感，这种长期累积的民怨会引发底层群体对于公共政策 、政府官员乃
至政治制度信任的缺失，催生政府信任危机。

三、救赎式建构： 公共传播理念对基层政府信任再造的引导路径
“公共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理念，是媒介所进行的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公共信息的公开传播活动 ”，
“有效的公共传播能形成平等、参与、信任、协作的公共精神，最终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实现公共利益
［17］

的最大化”。 如上文所述，正是由于传统媒体的不当表现间接或直接影响底层群体，并使其对政府形
成认知偏差、负面情绪，信任危机转化为现实行动也成为可能 。因此本部分所界定的公共传播是指传统
媒体以建立对话机制为核心要素对底层群体公共利益的建构和维护 ，包括“平等共享”、“平等参与 ”两
［18］
［19］
个阶段， 从而实现底层群体“理性选择信息和客观传递信息，让信息的传播进入可控轨道 ”， 重塑
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最终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维护社会稳定。
公共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公开的对话机制 。对话是行为主体之间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起点，也是
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传统媒体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诉求机构 ，需从宣传角色转变为对话
角色，借助于民生化的语言、平衡的叙事框架、体验式的报道等建构一个面向底层社会的对话机制 ，创造
官民平等共享、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群体与政府之间可以借助于这样一个对
话机制，以互为主体的状态进行信息的交换和观点的碰撞 ，加强双方在思想、感情、信息上的联系，并在
沟通协商中使政府的决策行为得到理解与接受 ，从而缓解二者之间因利益关系产生的冲突和对抗 ，促进
个体之间、团体之间有效的合作与合理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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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是公共传播实现的初级层次 ，指自由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为对话各方提供信息准备。“信任来
［20］
自主体与客体间的反复交往，公众对政府了解得越多才可能对政府付出更多的信任 。” 在群体性事件
发生后，传统媒体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惯性 ，联合政府成立专门的应对小组，及时介入事件现场收集相关
核心信息，并做好决策咨询工作，争取在第一时间内满足底层群体的信息需求 ，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有
效的公共传播首先要保证底层群体对事件的知情权 ，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公开透明性，传统媒体亦需遵
循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性的原则，让真实、完整、多元的信息成为底层群体认知、判断、评价的前提和基础。
“平等共享”可以通过不断地提升政府公共信息的效能，促进底层群体在认识与理解中重塑政府形象，
从而形成对政府更加客观、公正、理性的认知。
参与是公共传播实现的高级层次 ，指广泛的信息传播权，也是对话行为的展开。传统媒体是公民行
使权利、处理公共事务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社会各群体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 ，但群体性事件的
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过于闭塞 。传播成为一种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开启对
话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工具 ，最终目标是利用传播作为一种赋权工具 ，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
［21］
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公共传播是公众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所以在当前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
的环境下，传统媒体应赋予底层群体更多的话语权 ，携手政府共同构建社会公共议题，在合法的框架下

经过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再通过公共传播将观点传至社会各阶层 ，从而实现政府决策中底层群体利益最
大化。“平等参与”可以通过传媒传播权力的下放，实现底层群体的“私人认知体系 ”朝向“公共认知体
系”转变，缓解和疏导现行官民冲突的负面情绪，引导群体意见趋于理性归因，从而提升底层群体对政
府的信任。

结语
中国正在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社会结构同时呈现碎片化和两极化的形态 ，正在加速“断
［22］（ p28）
裂”与“失衡”。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征地拆迁愈演愈烈、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无
［20］

一不动摇着底层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而公众的信任是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 。 就现阶段而言，如
果说官民利益冲突是群体性事件的显性特征 ，那么政府信任危机才是其背后的隐性风险。 故政府和传
统媒体应倡导信任沟通意识，帮助底层群体重建政府印象，回归理性认知。 然而，仅仅依靠传统媒体实
现政府信任再造乃是杯水车薪，唯有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媒体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为信任的
再造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从而降低由信任危机而引致群体事件发生的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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