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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oc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mass incidents.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mass incidents mainl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speed, wide range, large influence, and presents the non-rational and emotional tendencies, accompanied by the spread of rum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dynamic and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Online public opinion control work,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prudent operation, seriously treat” strategy, to take public and hidden strategy and combin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dissolving and transferring online
hot and sensitive issues. Then we can interfere, prevent, suppress and counter online malicious
hype effectively, maintaining a health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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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情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主要有传播速度快、范
围广、影响大、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等特征，伴随着谣言扩散的同时还具有动态性、表层性的特
征。网上舆情控制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应依照“主动介入、慎重操作、严肃对待”的策略，采取公开
与隐蔽、谋略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化解与转移网上热点与敏感问题，有效干扰、阻止、压制和反制网
上出现的恶意炒作，维护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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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为公众提供相对自由的环保言说空间，环保 NGO 依靠互联网生存与传播，其组织认同与网站紧
密相连。中国媒体与环境运动关系经历了官方宣传、NGO 动员与公民推动三个阶段。环境运动进入公民
推动阶段后，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西方的环保活动不同，我国的环境运动
的认同与社会资本的获取主要依靠网络媒体及其舆情。博客、QQ 群和网络论坛在环境动员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2.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
2.1. 舆情
在我国，关于舆情的研究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正式开始。舆情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
来分析研究，广义的舆情强调的是一切意见的总和；而狭义的舆情主要指由某一特定的事件所引起的大
众的情绪和意见。这其中，陈力丹给舆情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其强调舆情的内容为公众的情绪、态度和
意见表现的总和，其实从广义方面分析的。舆情强调的是多数人相对一致的意见，一般情况下，将内容
通过媒体表达出来是舆情成立的必要条件，舆情属于复杂的人类的精神层面，都表现为公众的情绪、态
度和意见等；当社会中出现了主流舆情时，便出现舆情。目前，国内外学者无一例外地强调舆情是多数
人的意见，均认可舆情是一种公开表达的多数人相对一致的意见。

2.2. 网络舆情
顾名思义，网络舆情就是网民以互联网为平台所发表的舆情。网络舆情的概念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即事件、公众、媒体表达和意见强度。其中，事件包含了现实生活和互联网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问题；
媒体主要包含了各种官方网站、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舆情的主体可以是个体网络用户，可以
是群体网络用户，也可以是经过认证的机构用户。在什邡事件、启东事件、镇海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主体
较为多元，但其核心还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当地居民。在网络舆情动员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
绝对的，网络舆情主体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所有的公众都会面临同一个社会问题。网络舆情
是基于社会的各种现象、问题而产生的，这些现象、问题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网络舆情的
客体也会随之不断变化。自媒体时期，“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三个代表、生态文明”等
都成为环保抗争中的网络话语资源，也切实反映了老百姓在政治合法前提下的切实的利益诉求。

18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研究

3.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特征
3.1.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
在现代社会，网络已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兴媒体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新兴媒体，
环保民间行动引发的网络舆情将西方生态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中国式的环境认同，以传统中国哲学中
的“天人合一”的环境理念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了全球生态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哲学的对接。网络
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单向方式，发布者和接收者的角色可以相互转换，扩大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自
由度，人们的言论的自由度也随之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微博等社交软件客户端向互联网上发布消息，各种网络论坛等也为人们讨论群体性事
件提供了平台。在江苏响水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据新华社报道，因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致
使村民当日出逃人数有超过 1 万，涉及 30 多个乡镇。

3.2.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伴随着谣言的扩散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的网络监控机制不够健全，官方舆情未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导致各
种非权威信息、甚至是虚假言论在网络上蔓延。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获得较高点击率，将没有
事实根据的消息发布在网上，特别是一些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信息，更是这些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一
旦那些与群体性事件有关的、带有感官冲击的图片和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便会出现大量围绕此类图
片、视频的网络舆情，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此类舆情会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由此便形成了谣言。谣
言在种种原因作用下、在层层传递过程中越传越逼真可想而知，如果谣言先于政府发布的消息被传播，
那么，由于先入为主的影响，政府辟谣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成本却明显提高，可见谣言一经形成要消除
其消极影响实属不易。江苏启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7 月 29 日，散步“警察踩死人”舆情后经证实是谣
言所致，网友甚至传言称特警武警进入启动维稳，造成 3 人死亡。

3.3.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呈现情绪化、非理性化倾向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从微观角度观察，人民生活
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幸福指数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词汇越来越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同时，紧张、焦虑、愤怒、抑郁等社会情绪也被社会普遍关注。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中，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新闻媒体来控制舆情导向，新闻媒体称为政府的喉舌，新闻舆情按照政府的意愿表达。
当今公民可以借助新闻机构爆料平台、互联网、手机等媒介，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包括自己对事情的观
点迅速传播。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的带有个人情绪、非理性化的舆情便在网络这个平台上广泛传播”[1]
例如在连云港灌南事件中，系死者解某带着两个女儿服毒药自杀，网上却出现了关于死者丈夫和婆婆合
力毒死解某及其女儿的帖子。经公安机关证实，解某系自杀。而网络中出现的各种关于谋杀的帖子，却
出现了疯狂跟帖的现象，一时间，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各种带有个人情绪、非理性化的网络舆情被广泛传
播，这其中不乏是环境污染的憎恨，而网络正好为其提供了宣泄不满的平台。
4) 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具有动态性和表层性
传统的传媒体系下，新闻媒体将信息发布后，公众只能被动式的接受。而在信息社会，网民将某件
事情及个人观点在各类网站的留言板、BBS 论坛、博客上发布，其他网民可以对此发表评论，通过网民
之间的交流、转帖、置顶等操作，实现了信息在网民之间的广泛传播。网络舆情传播的动态性是由舆情
主体的多样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空间的广泛性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2]。环境群体性事
件的网络舆情传播所具有的动态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19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研究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内容的动态性。随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相关信息在网络中不断被接收
和再次传播，在此过程信息被接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过滤、添加，同时，一些媒体为了提高关注度，有
选择的报道群体性事件内容，忽略了事件的客观事实。这些因素都使得网络舆情传播处于动态之中。可
见，网络舆情是随着事件的发展不断变化的。

4. 建立健全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
网上舆情控制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应依照“主动介入、慎重操作、严肃对待”的策略，采取公
开与隐蔽、谋略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化解与转移网上热点与敏感问题，有效干扰、阻止、压制和反制
网上出现的恶意炒作，维护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1) 疏导结合、虚实转换机制。“疏”和“导”是网络舆情引导中两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两者结合
使用往往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在引导网络舆情时，要提高自身的社会公信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成为虚
拟世界的一支重要的体现公信力的力量，这样在处置引导中才会有说服力与可信度[3]。其次要引导网民
多角度看问题，缓和参与者情绪，分化网民态度。虚实结合，即虚拟人现实化管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
不殆。公安机关要在日常工作中建立起虚拟人口库，注意收集整理虚拟身份的名称、特点、性格、爱好
等相关基础性资料，并以虚拟身份使用的 IP 关联起来，实行档案式管理，同时加以分析和检测，掌握虚
拟人的活动空间和行为特点，为处置网上舆情事件、及时掌握固定证据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对重点
网民，要尽早掌握其真实身份，对其实行虚拟和现实社会的双重管理。确保掌握的住控制得了。
2) 顺应民意，尊重网民机制。善待网民、尊重网络舆情，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4]。环境群
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后，公安网监部门要积极主动参与，了解网民的真实诉求，要迅速在网上正确引导，
让正面的言论在第一时间出现，拂去民众疑云，同时要注意收集反面舆情，注意发现散布不法舆论的网
民。各级政府的工作决策只有顺应了民意，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让社会更加文明、规范。对于影
响重大的负面网络舆情，经多次正面引导无效的，可以采用与网民见面，询问教育，根据实际，区别对
待，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网民在网上发布有害、敏感信息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提高个人的网络知
名度，有的是为了宣泄不满情绪，有的纯粹恶作剧，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各不相同，因此，必须区分不
同情况妥善处理，慎用罚款等处罚措施，减少对立。
3) 建立完善环境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机制，防止事态升级。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网络信息传
播混乱，由于网络舆情秩序的混乱和人们心理状态的失衡以及情绪的波动，网络参与者偏听偏信，受传
闻和谣言的蛊惑，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行为，从而造成极大的社会紊乱[5]。公安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迅速组织力量在第一时间发布通告，让群众及时了解情况，消除心理恐慌，保持镇定。按照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抵达环境群体性事件现场，调查核实事件的经过和关键细节，现场统一新闻口径，通过新
闻发布会或主流媒体适时适度的发布权威信息，抢占舆论的制高点，使公众在第一时间知晓实情，让谣
言止于真相。
4) 建立健全环境群体性事件舆情信息采集研判机制。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网络炒作的兴奋点，网民
高度关注。一旦事件发生网民往往第一时间关注事件进展，还会寻找背后真相借此评价政府处置水平，
宣泄自己不满情绪，形成舆情风暴，网民带着情绪化或偏见或进行非理性的表达。网民进入网络畅所欲
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网民聚到一起，关注环境主题，发表着漫无边际的看
法和观点，造成了千奇百怪的网上舆论，没有道德的约束，缺少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文字和逻
辑能力的审查，发表的渠道多，网络成为煽动者和谣言传播者提供了绝好的舞台。收集网络舆情信息是
处置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灵魂，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牢固树立情报信息主导决策指挥的理念，
建立多层次、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切实加强对网络虚拟空间等信息的获取，同时成立有领导、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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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有责任、有制度的信息研判中心，便于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
进行动态预测。
5) 重视预警，完善社会预警相关法律规定
各级政府和官员应打破传统的思维，提高对社会预警的认识，建好并且用好社会预警体系。在公共
危机领域不能看到危机才去治理，而是要把重心前移，在危机到来之前就预测并且解决掉。把社会预警
提高到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地位。消除对社会预警的忽视，建立社会预警应急体系，改善施政效果[6]。
将覆盖多方面的单项法律统一起来，完善社会预警相关法律的细节。明确社会预警中各级政府的权责，
同时将行政机关之间的横向协调与合作制度化，包括将行政协助明确为被请求机关的义务、协助发生的
情形、协助产生的费用负担、协助产生的法律责任承担等问题。另外，立法在赋予行政机关应对危机必
要的强制处置措施的同时, 应增强行政指导等方式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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