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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由于公民意识的日益主体化、网络平台的应用发展以及榜样宣传渠道的拓宽等原因，网络
票选在榜样生成中被广泛采用。冷静审视，网络票选虽然是榜样生成中的一种民意体现，但由于盲目投票、行
政拉票、恶意刷票等现象存在，造成了榜样网络票选中存在着“不理性”民意、“被动”民意和“虚假”民意等民
意陷阱。为了规避这些民意陷阱，除了加强教育引导之外，更需要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进行完善，以保障榜样
生成的公平公正，提高榜样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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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cently，voting for examples through the network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xamples settlement，owing to increasing subjectification of popular will，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widening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Although voting for examples through the network is the expression
of public will in examples settlement，there are some bad phenomenons，such as blind voting，administrative canvassing，and malicious ballots，etc． which causes public will traps in voting for examples
through the network，such as irrational public will，passive public will，false public will，etc． In order
to circumvent these traps and secure justice and equality of examples settlement to boost credibility
of models，we should perfect the technology and system of the model settlement，as well as reinforce
education and guidance．
Key words： voting for examples through the network； public will traps； circumvention
榜样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德育方法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榜样教
育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榜样的生成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模式 ，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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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不足。近些年来榜样生成过程中则加大了公众的民意参与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泛采用了网络票
选方式，无论是“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模”、“感动中国 ”人物、“最美孝心少年 ”等全国性的榜样评
选，
还是各个基层地方单位的榜样评选 ，基本都加入了网络票选环节。 那么，榜样网络票选何以兴起？
现实操作中网络票选是否代表了榜样生成的真正民意 ？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审视的现实问题 。

一、榜样网络票选的兴起及原因
榜样网络票选的兴起不是偶然的，
它是公民意识、
技术发展、
现实考量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公民意识的日益主体化是其内在动因
榜样生成的传统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行政化模式 ，其生成渠道主要有三： 一是党和国家领导
人亲自倡导学习榜样； 二是党和政府为表彰先进设立荣誉奖项 ，为榜样涌现搭建平台； 三是依托健全的
［1］
行政组织体系，构建自上而下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榜样发掘、选送、推广机制。 分析上述渠道，其突出
特点是榜样生成过程中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 ，而与之相对的群众民主参与明显不足 。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榜样生成的渠道和模式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大一
统”的简单状况，也契合了当时公众对行政单位高度信赖和依赖的社会心理 。但时至今日，在巨大的社
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背景中，在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技术条件之下，无论是
社会结构状况还是社会公众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公民主体意识的日益提升，公众不再像以
往那样盲从行政权威，
而是渴望以一个主体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 包括榜样生成） 中去。正因如此，
当前的榜样评选过程中广泛加入了各种民意参与环节。
（ 二） 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及独特优势是其技术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民意参与榜样生成并不是只有网络票选一种途径 ，它还包括基层民主推荐、其他投
票方式等，之所以网络票选被广泛采用，是与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及其独特优势紧密相关 。
首先，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根据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14 年 7 月，
中国网民已达到 6． 32 亿，互联网普及率升至 46． 9% 。 而随着 3G 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越来越多的人通
过手机上网来使用互联网服务，据截至 2014 年 7 月的统计，手机网民数量已达 5． 27 亿，成为中国网民
［2］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可以说，互联网在成为中国社会运行基础设施的同时 ，也成为中国公民行使各项
民主权利的重要渠道和民意表达的一个重要窗口 。
其次，网络平台的独特优势。网络票选相比于其他民意参与形式而言，有其独特优势： 一是参与的
广泛性。网络票选不像传统投票方式那样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定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投票参与
者身份要求，因此大大提高了民主参与的广泛性 。二是处理的智能性。 由于票选数据是记录在数据库
里的，网络票选结果的统计和显示完全由软件控制 ，无须人工参与，更加便捷及时。
（ 三） 凝聚人气以拓宽榜样宣传渠道是其现实考量
榜样宣传是榜样教育的重要环节 ，正是通过对榜样的宣传推广，才能使榜样形象深入人心。我国传
统的榜样宣传渠道主要有三： 一是充分发挥相关行政体制健全有效的优势 ，通过领导题词倡导、下发学
习通知以及举办榜样演讲团、报告会、事迹展览会等方式，在相关组织体系内进行榜样宣传； 二是充分发
挥大众传播媒介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优势，通过综合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传媒工具，让
榜样人物及其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为人知 、家喻户晓； 三是充分发挥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育人功能，使
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榜样及其精神的感染与熏陶 。
分析上述传统的榜样宣传渠道，主要是一种“事后”宣传模式，即在榜样树立起来以后再宣传榜样，
缺乏榜样树立之前或树立过程中的宣传 。事实上，在榜样生成过程中加入候选人推介和网络票选等环
节，可以极大提高公众对榜样评选活动的参与热情及对榜样的关注度 ，从而拓宽了榜样的宣传渠道，而
这也成为榜样网络票选盛行的一个现实考量因素 。

二、榜样网络票选中的民意陷阱及表现
如前所述，榜样网络票选适应了公民意识的主体化现状 、发挥了网络平台的独特优势、拓宽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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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渠道，因而在榜样生成过程中被广泛采用 。网络票选作为榜样生成中的一种民意体现 ，最重要的
是要客观真实地反映民意。但冷静审视不难发现，当前榜样网络票选中还存在种种问题 ，导致这一民意
平台充满了民意陷阱。
（ 一） 盲目投票造成的“不理性”民意陷阱
早期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 · 勒庞在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中指出，独立
［3］（ p16）
虽然勒庞的这一
的个体一旦投身于社会群体当中 ，就容易受到暗示和感染，从而变得盲目冲动。
理论有些悲观，但民意有时是盲目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这样的民意表达看似
“自由”但却是非理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众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一些心理定势的影响 。
一是“傍同效应”。“傍同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机制，是指人们通过依傍与自己在某些方面相同
的人，在渲染这些与自己亲近的人的价值时来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 ，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平衡。很
多人在进行民意投票时都难以避免这种心理的影响 ，如： 当榜样候选人和自己来自同一地区、同一行业
等相同阵营时，出于对“同类人”的感情度、认知度和自豪度，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之投票，而不去
理性推敲候选人的条件如何。
二是“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指的是在对人进行认知时，常常只看到其最闪光的“光环 ”部分，并
且受这种强烈知觉的影响，扩散而得出其整体印象，实质上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爱屋及乌的认知偏差。
公众在进行榜样网络票选时也常有类似“晕轮效应 ”的片面认识，如： 看到候选人的照片形象好就不自
觉地为其投票； 或者候选人某个方面特别突出，人们就忘记去考量他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的差距等 。
三是“从众效应”。“从众效应”是指在一个群体中，个体在接受信息进而做出判断的过程中，会潜
移默化地以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导向 ，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认知判断和
行为倾向。榜样网络票选中的“从众效应 ”表现得也很普遍，如： 当群体中多数人把票投给了某位候选
人时，个体受到影响可能“随大流”做出相同的选择。
（ 二） 行政拉票造成的“被动”民意陷阱
真正的民意应该是个体意见独立自主地表达 ，但是在榜样网络票选中经常会看到权力“绑架 ”民
意、行政干预投票的现象。如： 在很多榜样网络票选活动中，相关政府部门会下发红头文件，号召为当地
候选人投票； 除了这样的“软拉票”方式，有的甚至直接采取下达行政任务、分配硬性指标的“硬拉票 ”方
式。行政力量介入拉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不理性和不科学的地方形象政绩观 。 在这种地方形象政绩
观的驱使之下，各地政府部门都会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当地先进人物当选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已经
成为另一项政绩衡量标准，成为他们进行地方形象公关必不可少的途径 。而为了确保候选人当选，诸如
下发红头文件、下达行政任务等行政命令式的方法无疑是高效的 。
与民间自发拉票尚能为公众容忍不同 ，行政力量介入拉票则是不为公众认可的： 其一，它突出的行
政命令色彩损害了公民民意表达应有的个体性 、独立性和自主性，使“自主”民意变成了“被动 ”民意； 其
二，它注入的过多“水分”降低了投票的公正性，导致投票的最终结果可能和真实民意相距甚远 ，而这又
将最终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榜样人物的认同 。
（ 三） 恶意刷票造成的“虚假”民意陷阱
除通过上述行政手段动员组织力量进行网络投票以外 ，更方便快捷的手段是雇佣专门的刷票机构
或个人进行恶意刷票，以拉高某特定对象的票数。《焦点访谈 》曾曝光 2010 年四川省乐山市杰出人才
评选中的刷票造假行为： 乐山市总人口 350 多万却投出了 2500 多万张选票，后据调查，如此高的投票率
［4］
背后是个别候选人出资、商业刷票公司代其疯狂刷票。 而这其实并非个例，在很多网络票选活动中都
可以看到“有人不过数千、有人一夜飙升几十万”的不正常现象。
恶意刷票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采用黑客技术进行自动刷票，如，编写特定程序，模拟电脑用户造
成投票假象； 设计程序更新电脑的 IP 地址，以实现重复投票； 动用“肉鸡”，即用植有木马程序的电脑用
户（ 这些用户并不知情） 进行操作等。 二是动用“水军 ”力量进行人工刷票，当投票网站技术设计较复
杂，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话，上述自动刷票手段一般就会失效，这时就会使用人工力量（ 即“水军 ”） 进行
刷票，大多专业刷票公司能做到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同时“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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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盲目投票和行政拉票造成的民意陷阱而言 ，恶意刷票现象挑战了社会诚信的底限 ，严重扭曲
了网络票选的民意结果，也极大地破坏了榜样评选的神圣性和榜样的公信力 。可以说，恶意刷票现象的
存在使网络民意完全背离了真实的民意表达和公众最初的参与期待 ，因此其恶劣性较盲目投票和行政
拉票而言更甚。

三、规避民意陷阱，审慎推进榜样网络票选
盲目投票、行政拉票和恶意投票等现象使榜样网络票选中充满了各种民意陷阱 ，如果误入其中、错
“
把 网意”当民意，势必会影响到榜样生成的公正性和榜样的公信力 ，因而需要规避民意陷阱、审慎推进
网络票选。分析上述民意陷阱现象的出现，既有榜样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内在诚信意识问题 ，更有网
络票选主办方及相关机构在外部的技术安全和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针对前者，需要紧密结合当前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 ，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诚信之风，引导榜样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克
服荣誉诱惑，诚信参评。而当前更为重要和亟待解决的是后者 ，即完善榜样网络票选的外部环境以规避
民意陷阱。本文主要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
（ 一） 技术层面： 实施全过程的安全防范
网络票选是高科技的产物，但它同时也受到了高科技的威胁。由于网络投票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加
上网络平台普遍存在一定的技术漏洞 ，导致网络投票中作弊现象频发。 如何杜绝网络投票作弊是我们
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虽然完善技术不是万能的，但在技术层面实施全过程的安全防范无疑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遏制作弊，规避网络票选中的各种民意陷阱。
1． 票选前完善投票平台的技术设计
完善投票平台的技术设计是技术防范的第一道大门 。一般而言，为了防止过度重复投票、虚拟投票
和刷票等有碍票选公正的行为，网络票选的组织者都会在票选前具体制定一定的投票规则并在投票平
台上进行相应的技术设计，常用的做法是： 进行身份证号码合法性校验、IP 地址投票数限制和输入验证
码等。这些做法对于网络高手而言制约不力 ，他们可以比较轻易地通过伪造身份证号码、突破 IP 地址
投票数限制、破解验证码信息等手段突破防范。因此，票选前活动方应该改进现有的技术设计，通过把
多种技术防范手段组合起来使用以提高网络投票作弊的难度 ，从而提高其作弊成本、降低其作弊动机，
最终使得网络票选作弊行为大大减少 ，使其不足以影响最终的民意结果。
2． 票选中加强过程变化的技术监督
除了票选前完善技术设计之外，票选中加强技术监督也可以很好地防范投票作弊、规避民意陷阱。
但是，很多的票选主办方常常忽视投票过程中的后台监督 ，导致某些候选人在大肆刷票、票数呈现非正
常增长时管理人员却浑然不知。其实当网络刷票行为明显存在时，管理方只要有一个实时的后台监控 ，
是可以及时发现的。因此，票选主办方在投票平台设置后应当实时监控票选的过程变化 ，遇有网络票数
在中短期内突然激增、有刷票嫌疑情况下应该及时介入调查并进行相应的分析处理 ，另外也可以通过规
定某一时段内最多能增加的票数来遏制恶意刷票 。
3． 票选后注重投票结果的技术分析
票选结束后的技术分析也有助于发现问题 、规避陷阱。这就要求票选组织方应该详细记录每一次
的投票情况，包括投票者个人信息、投票对象信息、投票时间分布、投票 IP 地址等。这样，票选结束后除
了能得到票数排名等显性统计结果之外 ，还能进一步通过分析得到票数来源分布 （ 包括地域分布、时间
分布等） 隐性统计结果。而对投票结果的统计分析，也将有助于发现投票中可能存在的作弊现象 ，同时
一旦发现有作弊现象存在时，也能够进行相应的票数清理。
（ 二） 制度层面： 完善各方面的制度设计
技术与制度是社会运行中两个紧密相关的因素 ，其中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能力、是实际的作为，
而制度则是确保技术得以正常运作的保障性规范 。 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
［5］（ p333）
事实上，虽然通过加强全过程的技术安全防范可以在
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
很大程度上遏制榜样网络票选的作弊现象 ，但在现有的网络技术条件下，仅仅通过完善技术手段还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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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够的，仍需要对人们进行制度层面上的引导和震慑 。
1． 严格监督，加强对拉票、刷票等行为的制度震慑
榜样本应是“真善美”的化身，应该承载并传递出健康的社会价值导向，但是当前网络票选中普遍
存在的拉票、刷票等作弊行为，不仅破坏了榜样评选活动自身的神圣性和榜样的公信力 ，更是挑战了社
会诚信的底限，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种误导和破坏 。因此，榜样评选主办方除了严格技
术监督、提高网络票选的门槛限制之外，还应该对弄虚作假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包括：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
当事人的评选资格，必要时进行社会曝光，甚至可以把这样的“劣迹 ”纳入当事人的信用体系，以加强对
拉票、刷票等舞弊行为的制度震慑，从制度源头上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
2． 优化设计，合理配置网络票选在评选中的比重
网络票选是榜样生成的一种途径 ，但它不是唯一的途径甚至也不应是最重要的途径。 为了充分体
现民意的代表性，榜样评选应该合理配置网络票选在评选中的比重。 以“全国道德模范 ”的评选为例，
30% 和
就设立了社会公众、“万名公众代表 ”和全国活动评选委员会投票三种方式，并分别按照 30% 、
40% 的权重相加，得出每位候选人的总支持率； 而“感动中国 ”人物的评选流程则是先由推委会投票产
生候选人，再经公众投票和最终评议，确定“十大人物”，其中公众投票仅作为重要参考指标而未明确规
定所占比重； 而在各种地方性的榜样评选活动中 ，网络票选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尽一致 ，但超过 30% 的比
较少见，甚至还出现过因为网络作弊难以清理而降低网络票选所占比重来解决矛盾的事例 。总体来说，
网络票选所占比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做到既能体现出网络民意，同时又不至于忽视其他因素和刺激网
络投票作弊为宜。
3． 区分情况，把网络票选与其他民意环节结合起来
如前所述，民意参与榜样生成并不是只有网络票选一种途径 ，它还包括基层民主推荐、其他投票方
式等，因此应该全面把握民意，把网络票选与其他民意环节结合起来使用 。 需要强调的是，实际操作中
如何结合一定要区分情况，如： 在大型的、全国性的榜样评选活动中，网络票选可以很好地突破传统民意
参与方式在时间、地域上的限制，实现民意参与的广泛性，这就应该适当突出网络票选这一民意环节而
辅以其他的民意环节； 但是，在小范围的、“身边榜样 ”的评选活动中，由于群众对榜样候选人情况较为
熟悉、时间空间上的限制也较小，因此基层推荐、候选人现场展示、群众现场投票等民意环节不仅是可以
实现的而且也是更为靠谱的方式 ，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这些方式而辅以网络票选方式 。
总之，网络票选是民主生成榜样的一种手段 ，每一场投票活动都是在学习民主，切不可因为网络票
选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放弃这一民意途径 。而应当在加强教育引导的同时，着眼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
面，通过认真设计投票机制、加强投票过程监督和结果分析、严格制度震慑以及合理进行制度引导等措
施来完善榜样网络票选，以保障榜样生成的公平公正，提高榜样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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