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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 年数据， 探究民众的不

公正体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 并探寻在两者之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 研究结

果表明， 不公正体验对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 且对地方政府的作用效果

要明显高于中央政府。 此外， 不同媒介使用方式， 会对上述机制产生比较复杂的影

响效果： 不同的媒介使用方式， 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 对于地方政府信任水

平都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只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 传统媒介的使用， 会提

高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 新媒介的使用， 则会降低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

任水平， 尤其会加剧不公正体验对于中央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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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１８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国人民在这四十年中铸就的经济奇迹无须多

言， 国家治理能力也在飞速提升。 然而， 在肯定过去成就的基础上也必须意识到，

政府公信力与政治信任正成为继经济发展之后评价国家治理能力的又一重要标准。

政治信任作为连接微观公民个体与宏观政治体制的纽带， 对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

和运转、 提升政治制度的绩效以及民主政治的实践都至为关键 （游宇、 王正绪，

２０１４）。 习近平 （２０１４） 以 “塔西佗陷阱” 作为例子， 提示各级政府需要防范和避

免这一现象的出现。 陷入 “塔西佗陷阱” 的政府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 政府无论

说真话还是假话、 做好事还是坏事，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做坏事。 它与 “修昔底

德陷阱” 和 “中等收入陷阱” 合称为 “三大陷阱”， 习近平同志着重强调这一问题，

体现了党和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为何政府存在陷入 “塔西佗陷阱” 的危险？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民众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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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直观获得了个体性的体验。 民众作为政治

信任的让渡者， 他们与政府互动后对于政府的评价与其政治信任水平紧密相关。 因

此， 在不断加强法制治国的背景下， 本文试图研究， 当民众直接遇到来自政府及有

关部门的不公对待时， 其政府信任水平的变化： 其一， 如果政府在执政为民的过程

中使民众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将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其二， 这种影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是否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同时， 随着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各类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民众对于信

息时效性的要求不断提升， 对于通常使用传统媒介发声的政府部门而言，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在这一过程中， 各级政府部门正在顺应潮流， 运用社交平台、 网络直播

等方式向民众公开政府运作过程， 并通过互动争取民众对于政府决策的理解。 因此

在实证层面， 本文将进一步探究民众与不同类型媒介接触后形成的不公正体验， 究

竟是否会带来其政府信任水平下降。

二、 文献回顾

（一） 政府信任的分析路径

政治信任指的是公民对某个政治主体的信心， 即公民相信该政治主体能够为民

众的利益行事， 或者相信该政治主体具备为公民和政治社群提供政治产品的能力

（王正绪， ２０１６）。 政治主体既可以指代政府机构， 也可以指代某种政治制度。 对于

中国社会而言， 李连江 （２０１２） 认为， 政府信任比政体信任更具体， 也更容易设计

经验指标。 因此， 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信任展开探讨。 政府信任包含于政治信任， 而

对于政治信任的解释主要存在两种分析路径， 即文化视角和制度视角。

文化视角倾向于通过深入相应的文化场域进行研究， 其认为， 政治信任是伴随

人的社会化进程而形成的。 与社会信任相似， 政治信任也是对于外在、 客观条件的

一种反映 （Ｎｅｗｔｏｎ， ２００１）。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可以作为政治信任的文化特征的一

种归纳， 即具有为同一阶级或群体所有成员所共有的 “相对普遍性”， 以及由于行

动者持有各类资本的数量不同而导致的 “绝对特殊性” （布迪厄， １９９８）。 文化主义

者认为， 政治信任是文化塑造的产物， 并不否认人们的政治信任取向最终是由制度

改变所形成的。 但是政治文化的改变通常落后于制度的改变， 人们的价值取向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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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独立地影响他们的行为。 因此， 文化的影响不能简化为制度的影响 （熊美娟，

２０１０）。 史天健 （Ｓｈｉ， ２００１） 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治信任做了对比研究， 发

现他们价值取向的不同基本解释了他们之间政治信任的不同。 马得勇 （２００７） 通过

研究亚洲八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现， 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

文化的因素， 对人们的政治信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一个具有威权主义传统的国

家， 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会显著影响政治信任。

与文化视角不同， 制度视角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 执政机构的合法性往

往建立在绩效、 民主选举与意识形态等基础上， 而执政机构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

往往成为威权国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９３）。 此外， 制度视角还

认为， 经济绩效本身也可能来自对制度本身产生的经济效益的预期， 而与制度本身

的属性无关。 基于功利角度出发， 威权主义政权即使没有强合法性， 只要政府的政

治、 经济绩效得以持续， 公众也能对其产生政治信任。

近年来， 国内的政治信任研究正在走向文化路径和制度路径的融合。

在中国， 政府绩效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作用。 学界针对不同形式的绩效

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胡荣等人 （２０１１） 对厦门市民的调查发现改进

政府工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城市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 马得勇、 孙梦欣

（２０１１） 认为， 政府透明性和回应性提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有着显著的积极

影响， 而政府的公关技巧水平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则不存在相关关系。

同时， 在中国社会， 文化与制度的路径存在交互作用， 而并非互相排斥。 一方

面， 威权主义价值观赋予了中央政府某种神圣性； 而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作为政策的

执行者， 成为民众评判制度绩效的 “第一责任人”， 当制度绩效水平较低时， 他们倾

向于认为 “党和国家的出发点是好的， 只是下级在执行层面出了问题”。 因此， 在大

多数情况下， 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 这种现象被称作

“政府信任的差序化” （胡荣， ２００７； 李连江， ２０１２； 高学德、 翟学伟， ２０１３）。

另外， 国内很多学者尤其关注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效果。 对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而形成的， 两

者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因此， 政治信任可以被看作社会信任的一部分 （帕特南，

２００１）。 在中国社会，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政治信任问题进行解释， 既可以反映特

定群体内部的社会文化特质， 也可以将社会资本的构建过程作为评判政府绩效的制

度标准。 在农村， 基于人际信任的社会网络能够使农民有效判断自身社会角色，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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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层政府之间的信任基础 （孙昕等， ２００７； 罗家德等， ２０１７）。 而在城市， 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 体现人际信任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些学者通

过构建 “拜年网” “参与网” “餐饮网” 等微观人际网络 （孙秀林， ２０１０； 陈云松、

边燕杰， ２０１５）， 探究网络内部特质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

（二） 不公正体验与政府信任

对于公正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不变的目标。 社会公正通常可分为分配公正与程序

公正。 分配公正侧重于结果， 指影响个体福祉的条件和物品分配的公正性

（Ｄｅｕｔｓｃｈ， １９８５）。 对于分配公正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 （Ｊ Ｓ Ａｄａｍｓ）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的公平理论最具代表性。 该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

性、 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 它认为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能够影响

其工作积极性， 而这种满意程度能够在社会比较中不断变化。 因此， 组织需要各种

方式， 包括提高工资， 发放奖金等来提高职工对于分配公正的感知， 从而调动其积

极性， 乃至提高组织效能 （Ａｄａｍｓ， １９６５）。 程序公正侧重于过程， 与分配公正问题不

同， 狭义的程序公正通常指司法程序的公正， 并与实体公正 （结果正义） 并立为实行

司法权的必备准则。 罗尔斯 （１９８８） 认为， 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 而法

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 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 泰勒 （Ｔｙｌｅｒ，

２０１２） 认为， 程序公正有助于个体之间有效的合作， 从而实现高级形式的社会协调。

总体而言， 国外对于公正的研究更加重视程序公正， 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存

在对于公正的普遍共识， 只有保证分配过程的公正性， 才能有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李晔等， ２００３）。 在中国， 分配公正， 尤其是收入不平等问题， 仍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民众对整体不平等状况的感知与判断 （李骏、 吴晓刚， ２０１２）。 但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新中国的发展， 尤其在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的政治信任发生了深刻变化。 有学

者认为， 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 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

制度信任逐步成长 （上官酒瑞， ２０１１）。 社会若要实现广泛的公平公正， 则离不开

共识性规则的保障。 随着国家的形成， 这种规则即演变成条文化的制度。 因此从制

度视角出发， 程序公正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 在中国社会， 与涂尔干

“由国家出面重建集体良知” 的观点相似， 通常由党和政府出面， 通过加强制度建

设，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２００６）。 因此， 民众对

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感知成为测量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些对于中国政府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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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特征和运作模式的研究成果指出，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 “委托与

代理” 的关系 （周雪光， ２０１４），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 在遇到治理问

题时， 需要首先面对民众的要求并做出有效回应。

从分配公正的角度而言， 地方政府客观上不可能做到使所有人满意； 从程序公正

的角度而言， 即使一些政策研究已经表明程序公正有助于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

合作 （Ｔｙｌｅｒ， ２０００； 张书维等， ２０１４）， 但地方政府在面对中央政府与民众两方施加的

双重压力下， 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作为不得不被舍弃的一方， 民众对于来自政府

不公正体验的累积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信任 （李连江， ２００４； 胡荣， ２００７）。 造成中

国社会程序公正缺乏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制度本身并未深植于中国人观念中， 另

一方面， 政府本身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范行为。 尤其在近年来公共事件频发的情况下，

来自政府的回应常常缺乏信度， 导致民众对政府 “软绩效” 的评价降低。

（三） 媒介使用与政府信任

对于个体而言， 其政府信任的建构来源于对政府合法性、 治理绩效等多个方面

的综合评判。 显然， 这一建构过程极少建立在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直接体验中。 在

现实生活中，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载体， 通过发挥传播功能帮助民众建构政府信任。

针对媒介使用对于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 罗宾森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７６） 提出了

“媒体抑郁论” 的观点： 当选民越多地接受来自电视媒体传达的政治信息， 他们对

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越低。 罗宾森认为， 电视媒体为了争夺收视率与市场份额，

在采编政治新闻时更加倾向于报道负面的政治信息， 从而影响民众对政治人物的观

感与评价， 并体现在冷漠、 拒绝投票等具体行动中。 而帕特南 （Ｐｕｔｎａｍ， １９９５） 的

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电视的动员作用能够使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事务。

他认为一些研究之所以得出 “媒体抑郁” 的结论， 可能与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疏离

与不信任有关。 诺里斯 （Ｎｏｒｒｉｓ， ２００１） 提出的 “良性循环” 理论也验证了这一结

论： 使用新闻媒体与广泛的政治知识、 信任和动员指标正相关。 观看更多电视新闻、

阅读更多报纸、 浏览网络的人们更相信政府， 也更积极参与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学界对于 “媒体抑郁论” 的讨论几乎均以美国或其他西方

国家作为样本依据。 科伦等人 （Ｃｕｒｒ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针对学者对于 “媒体抑郁论”

的两种相反观点， 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十一个国家， 他们认为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

处。 一方面， 电视新闻在传播公共事务和促进民主文化方面起到了正面作用；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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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电视新闻中所传达出的观点仍然基于男性和精英阶层的立场， 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阻碍其正向效应。 特沃斯基和塞梅科 （Ｔｗｏｒｚｅｃｋｉ ＆ Ｓｅｍｅｔｋｏ， ２０１２） 认为，

在老牌民主国家， 媒体需要与发达的党派、 强大的团体忠诚、 完善的制度等其他影

响政治参与的强大因素进行竞争， 导致其更像是被裹挟在政治机器里的一部分并为

后者服务。 当他们在捷克、 匈牙利和波兰等新兴民主国家进行相同的研究时， 并未

发现媒体使用和政府信任存在显著关系。

近年来， 随着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逐渐走入公众视线， 学界将目光投向两者对

于政府信任的不同影响。 有学者提出，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 是 “主导受众” 与

“受众主导” 的关系 （卢春龙、 严挺， ２０１５）。 众多研究认为， 使用互联网将较为显

著降低民众， 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政府信任水平， 但也肯定了新媒体在促进政府公开

透明， 推进社会改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张明新、 刘伟， ２０１４； 苏振华、 黄外斌，

２０１５； 卢家银、 段莉， ２０１５）。 面对互联网的普及和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媒介传播方

式的革新， 政府对于该领域的管理方式也逐渐成为政府绩效评价的一部分， 一些学

者将这一特征作为分析政治信任的变量进行了研究 （王君君， ２０１４； 杨妍， ２０１２；

庄家炽、 孙超， ２０１６； 卢春天、 权小娟， ２０１５）。

三、 研究假设

历史已经证明， 只有拥抱世界， 才能迎来发展与机遇。 在对接世界体系的过程

中， 如何借鉴西方先进经验， 建立起保障已有成果的一系列共识性规则， 将成为今

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课题。 国内有关政府信任研究的文献已经发现社会

公平 （公正） 对于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 （张海良、 许伟， ２０１５）。 而针对来自政府

的不公正体验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学界也开始进行关注 （赵建国、 于晓宇， ２０１７；

张辉， ２０１６）。 但是， 公平是一种对于资源分配水平的主观变量， 其内涵从宏观的

社会公平感知到微观的分配 （收入） 公平感知， 包含很多不同的维度。 国内对这一

议题的研究， 多侧重于从社会公平的宏观维度验证其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 而缺乏

微观个体经验的实证分析。 从社会学理论出发， 信任来自人们对一种稳定交换与互

动的追求。 对于一个普通人的一生， 一定存在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如结婚、 购

房） 让他们与政府进行直接互动， 因此本文侧重个体的微观经验感受， 探讨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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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不公正体验对政府信任” 的影响， 并假设：

假设 １ － １： 来自政府的不公正体验， 将会显著降低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

“差序政府信任” 理论认为， 在中国社会， 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

地方政府。 由于中央政府在治理层级上不直接与民众进行互动，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

为， 使民众产生不公正体验的主体多为地方政府。 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间层级分明

的治理模式， 我们在研究中将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分别进行观察：

假设 １ － ２： 政府的不公正体验， 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效果， 要大于中央

政府。

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张与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 今天的中国，

无论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 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 抑或是其他传播

中介， 其传播力度之强， 范围之广， 使得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于外。 然而， 大众传媒

在向人们传递多元化信息的同时， 亦不能忽略其政治功能。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

对于政治事实的不同解读倾向将极大程度影响民众思维中的主观政治事实。 如果不

公正体验降低了总体的政府信任， 那么对于不同传播媒介的接受情况是否会成为扰

动政府信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正祥 （２００９） 的研究就发现， 大学生对于传统

媒体的使用对政治信任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 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则产生了消极影响。

张明新和刘伟的研究 （２０１４） 则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存在的不同政治含意出发， 发

现传统媒体对于公众的政治信任没有明显效果， 而新媒体正在体现出对传统媒体的

“挤迫效应”。 一些学者发现， 受互联网影响， 我国青年人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

（卢家银、 段莉， ２０１５）。 基于这些前期的研究发现， 本文假设：

假设 ２ － １： 传统媒介 （电视） 使用， 可以减弱不公平体验对于政府信任的负向

效果。

假设 ２ － ２： 新媒介 （互联网） 使用， 将会增强不公平体验对于政府信任的负向

效果。

四、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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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ｖｅｙ） 项目。 该调查始于 ２００３ 年， 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 综合性、 连续性学术调

查项目，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 本调查采取多阶分层抽样

方法， 对全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下辖城市的县 （区）、 街道 （乡、 镇）、 居

（村） 委会、 家庭进行调查，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①。 调查共获取有效样本 １１７８３ 个，

剔除缺失值等无效样本后， 本文使用的有效样本数为 １１５９１ 个。

（二） 变量选取

１ 因变量： 政府信任

政治信任既可指代对政治 （社会） 制度的信任， 也可指代对政治机构 （政府、

军队等） 的信任， 本文只讨论政府信任。 对于政府信任的测量来源于问卷中 “您对

于下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 一题， 问题使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１ ＝ 完

全不可信、 ２ ＝比较不可信、 ３ ＝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４ ＝ 比较可信、 ５ ＝ 完全可

信）。 已有研究已经证明， 当下中国人的总体政府信任存在 “央强地弱” 的差序格

局。 本研究选取问题中 “中央政府” 和 “本地政府” （农村指乡政府） 两个分项，

分别测量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 剔除缺失值后， 根据图 １ 呈现的结果， 可以发

现民众对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绝大多数民众对

于政府是 “比较可信” 或 “完全可信” 的， 说明党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得

到了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同时， 由于 “政府信任的差序化” 原因， 对于中央政府

的信任水平， 要明显高于地方政府， 尤其是在 “完全可信” 这一回答选项， 超过一

半的被访者 （５２ ５％ ） 认为中央政府是 “完全可信” 的， 而认为地方政府 “完全可

信” 的回答不足 １ ／ ４ （２４ ０％ ）。

２ 自变量

（１） 来自政府的不公正体验

关于不公正体验的测量， 本文选取了问卷中 “在过去一年中， 您是否受到过政

府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 一题， 该变量为二分变量， 有 ９％ 的被访者

回答有过这种不公正的体验。

（２） 媒介使用

根据文献回顾， 本文将电视与互联网分别指代传统媒介与新媒介， 选取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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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 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 当中的电视和互联网两个分项作为变量指

标 （１ ＝从不、 ２ ＝很少、 ３ ＝有时、 ４ ＝ 经常、 ５ ＝ 总是）， 变量分布如图 ２ 所示。 从

２０１０ 年全国调查情况来看， 对于传统媒介 （电视） 的使用频率， 仍然远远高于新媒

介 （互联网） 的使用频率。

图 １　 政治信任水平

图 ２　 媒介使用分布

３ 控制变量

在文章的分析模型中， 控制了常用的个体特征变量， 包括： 教育程度、 地区差

异①、 收入 （取对数）、 性别 （男性 ＝ １）、 是否是党员 （党员 ＝ １）、 是否是汉族 （汉

族 ＝１）、 是否为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 ＝１） 等。 表 １ 为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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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ｎ ＝１１５９１）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男性 ＝ １） ０ ４８２ ０ ５００ ０ １
收入 （ｌｏｇ） ９ ２８５ ３ ９９３ ０ １６ １１８

是否是党员 （党员 ＝ １） ０ １２４ ０ ３２９ ０ １
是否是汉族 （汉族 ＝ １） ０ ９１１ ０ ２８５ ０ １

是否是城市居民 （城市 ＝１） ０ ６１１ ０ ４８７ ０ １

教育程度
小学 中学 高中 （专） 大专及以上

３５ ８６％ ２９ ４５％ １９ ２８％ １５ ４０％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４０ ３４％ ３３ ９９％ ２５ ６７％

电视使用频率

互联网使用频率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２ ００％ ６ １５％ １１ ５２％ ３９ ２５％ ４１ ０８％
６５ ４７％ ６ ７３％ ７ ２２％ １０ ７６％ ９ ８２％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完全不可信 比较不可信
居于可信与

不可信之间
比较可信 完全可信

０ ７８％ ２ ５５％ ７ ５３％ ３６ ６１％ ５２ ５４％
４ ５１％ １１ ７２％ １８ ９２％ ４０ ８４％ ２４ ０１％

五、 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均为分值从 １ ～ ５ 的有序离散变量， 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定序

逻辑斯蒂回归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来估计不公正体验对民众政府信任的影

响。 定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的公式通常为：

Ｌｊ（Ｘ） ＝ ｌｏｇｉｔ［Ｆｊ（Ｘ）］，（ ｊ ＝ １， …，ｊ － １）

＝ ｌｏｇ Ｐ（Ｙ ≤ ｊ ｜ Ｘ）
［１ － Ｐ（Ｙ ≥ ｊ ｜ Ｘ）］{ }

其中， Ｆ ｊ （Ｘ） ＝ Ｐ （Ｙ≤ｊ ｜ Ｘ） 是类别次序的累计概率函数。 由于该模型是非

线性的， 因此不能以最小二乘法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解释， 通常我们使用

发生比率来解释回归系数， 此处假设发生比率在不同类别受变量的影响是固定的。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２。

首先， 关注民众的不公正体验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 从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可见，

当受访者经历过来自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不公对待时， 其政府信任水平将经历非常显

著地降低。 假设 １ － １ 得到验证。

其次， 考察不公正体验对不同层级政府的影响效果。 比较 “不公正体验” 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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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和模型 ２ 中的系数， 显然受访者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程度较中央政府信任而言下

降更明显， 假设 １ －２ 得到验证。 拥有来自政府的不公正体验的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

任水平将下降 ０ ３９２ 个单位， 受访者选择 “较不可信” 至 “完全可信” 的概率和， 与

选择 “完全不可信” 的概率相比， 增加了 １ ４８ 倍 （取 ｅｘｐ０ ３９２）。 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

水平将下降 １ ２６８ 个单位， 他们选择 “较不可信” 至 “完全可信” 的概率和， 与选择

“完全不可信” 的概率相比， 增加了 ３ ５５ 倍 （取 ｅｘｐ１ ２６９）。 此处所反映出民众对于中央

和地方政府信任程度的差异， 符合国内学界对政治信任研究的基本共识， 即对地方政府

的不信任感强于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感 （李连江， ２０１２）。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即使

造成民众制造不公正体验的主体是地方政府， 其出现的负向效应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了民

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感知。 一种可能的解释框架来自诺里斯 （Ｎｏｒｒｉｓ， １９９９） 的 “批判

性公民” 概念，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众权利意识会不断提高， 尤其在年轻一代

中可能出现政治机构甚至政治体制的批判性观点， 并在客观上造成政府信任水平的降低。

同时， 为了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针对模型 １、 ２， 使用 ｏｍｏｄｅｌ 命令验证其是

否违反等比例发生比假设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ｏｄｄ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结果显示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此外， 本文亦使用二分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生成二分因变量的

过程中， 本文将政府信任测量中 “完全不可信” “比较不可信” “居于可信与不可信

之间” 视为 “不信任” （取值为 ０）； 将 “比较可信” “完全可信” 视为 “信任”

（取值为 １）。 观察表 ２ 中模型 ３ 与模型 ４ 可以发现， 回归结果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当采取上述方法将中间项视为 “信任” 时 （见模型 ５、 ６）， 拥有不公正感知的民众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明显下降， 甚至超过了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之概率， 假设

１ －２ 被证伪。 本研究所观测的因变量， 即 “政府信任水平” 为定序变量， 若将其视为

虚拟变量， 显然将丢失一些信息。 据此， 笔者认为， 主模型的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表 ２ 不公正体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模型 １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２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３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４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５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６
（Ｌｏｇｉｔ）

不公正体验
－ ０ ３９２∗∗∗

（０ ０６６）
－ １ ２６８∗∗∗

（０ ０６１）
－ ０ ９２３∗∗∗

（０ ０８７）
－ １ ２１１∗∗∗

（０ ０６８）
－ １ ４４６∗∗∗

（０ １２４）
－ １ ２１１∗∗∗

（０ ０６７）

性别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２９∗∗∗

（ － ０ １２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３）
－ ０ １４７∗∗∗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１７００
（０ １０８）

－ ０ １４７∗∗∗

（０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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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模型 １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２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３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４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５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６
（Ｌｏｇｉｔ）

年龄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收入 （ＬＯＧ）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００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３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３００
（０ ００５）

教育程度
－ ０ ２１０∗∗∗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１）
－ ０ １６６∗∗∗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２５）

－ ０ １２８∗０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２５）

地区

地区 ＝ 中部
０ ２８３∗∗∗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４２）
０ ６５５∗∗∗

（０ ０７６）
－ ０ １２８∗∗０
（０ ０４９）

０ ８２２∗∗∗

（０ １３８）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４９）

地区 ＝ 西部
１ ０１７∗∗∗

（０ ０５３）
０ ２２８∗∗∗

（０ ０４７）
１ ０４５∗∗∗

（０ ０９６）
０ １９０∗∗

（０ ０５６）
０ ８７０∗∗∗

（０ １５９）
０ １９０∗∗

（０ ０５６）

是否是党员 （党员 ＝
１）

０ ２４７∗∗∗

（０ ０６１）
０ １３５∗

（０ ０５６）
０ ４５８∗∗∗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６８）
０ ３４４

（０ １８５）
０ ２４８∗∗∗

（０ ０６８）

是否是汉族 （汉族 ＝
１）

０ １９１∗∗

（０ ０６９０）
－ ０ ４２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４

（０ １３０）
－ ０ ４３０∗∗∗

（０ ０７９）
－ ０ １３３００
（０ ２３７）

－ ０ ４３０∗∗∗

（０ ０７９）

是否是城市居民 （城
市 ＝１）

－ ０ ３５９∗∗∗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４１）
－ ０ ４５５∗∗∗

（０ ０８１）
－ ０ ０９２０ ０
（０ ０４８）

－ ０ ５４１∗∗∗

（０ １４４）
－ ０ ０９２００
（０ １３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６

观测数 １１５９１ １１５９１ １１５９１ １１５９１ １１５９１ １１５９１

　 　 注： （１） 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接下来， 本文将检验不同媒介使用情形下不公正体验对于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效果 （见表 ３）。

首先， 从传统媒介的使用情况来看， 传统媒介的使用， 并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

信任水平， 但会影响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 日常生活中观看电视的频率越高，

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 但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考察不公平体验与电视使用频率的交互效果发现， 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

效应，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 ２ － １ 提出的， “传统媒体 （电视） 使用， 可以减弱不公

平体验对于政府信任的负向效果”， 在统计上并未得到验证。

其次， 从新媒介的使用情况看， 日常生活中互联网的使用， 同样不会降低对于地

方政府的信任水平， 但会影响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 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 新媒

体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具有负向效果， 也就是说， 日常生活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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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 进一步， 从不公平体验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交互效应

来看， 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而言， 不公平体验与互联网使用频率存在一个明显负

向的交互效应， 而且加入交互效应之后， 不公平体验的主效应变得不再显著 （模型

７）， 这一结果说明， 民众由于不公正体验导致的对于中央政府政治信任的下降， 随着

新型媒介使用频率的增大， 其负向影响效果也会相应增大。 因此， 前文假设 ２ －２ 提出

的 “新媒体 （互联网） 使用， 将会增强不公平体验对于政府信任的负向效果”， 在中

央政府信任层次上获得验证， 但在地方政府信任层次上没有得到验证。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以互联网存在着 “受众主导” 的特征， 但这并不代表在中

国社会，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在传播政治事实时必然采取负面立场。 一方面，

我们不能忽略政府在互联网监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２０１７ 年实施的 《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指出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采编业务。 以门户网站为

例， 即使他们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 在采编新闻方面他们很难与政府控制下的传统

媒体进行竞争。 在国家重要政策的宣传上， 门户网站大多仍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

而另一方面， 互联网使用允许民众较为便利表达观点的特性， 对于民众价值观的改

变也具有显著影响 （苏振华、 黄外斌， ２０１５）。 可以推测认为， 互联网在某种意义

上正在成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就政治事实的控制权进行博弈的重要战场。

　 　 表 ３ 　 媒介使用与不公正体验对于民众政府信任水平的交互影响：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模型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模型 ７ 模型 ８

不公正体验
０ ５２４

（０ ２９６）
－ ０ ８７２∗∗

（０ ２７２）

电视使用
０ １３０∗∗∗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６００
（０ ０１９）

互联网使用
－ ０ ０９９∗∗∗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６００
（０ ０１７）

不公正体验∗电视
－ ０ ０９３００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９７００
（０ ０６１）

不公正体验∗互联网
－ ０ ２６９∗∗∗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４１）

性别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３５）

年龄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收入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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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央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模型 ７ 模型 ８
教育程度

（小学 ＝ １）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６６∗∗０
（０ ０２３）

地区

地区 ＝ 中部
０ ２５４∗∗∗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１８∗∗０
（０ ０４２）

地区 ＝ 西部
０ ９９０∗∗∗

（０ ０５４）
０ ２２３∗∗∗

（０ ０４８）
是否是党员

（党员 ＝ １）
０ ２４２∗∗∗

（０ ０６２）
０ １３６∗

（０ ０５６）
是否是汉族

（汉族 ＝ １）
０ １９４∗∗

（０ ０６９）
－ ０ ４２２∗∗∗

（０ ０６３）
是否是城市居民

（城市 ＝ １）
－ ０ ３２４∗∗∗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１４∗∗０
（０ ０４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５

观测数 １１５９１ １１５９１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六、 总　 结

改革永远在路上。 尤其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节点上， 中国社会亟

待转变发展方式。 政府在经济增速平稳放缓的大背景下， 在争取民众信任、 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本研究将 “塔西佗陷阱” 作为引例，

从微观层面探究民众受到的来自政府的不公正体验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 并进一

步寻找不公正体验以政府信任之间存在的调节变量， 最后选取民众对于传统媒介

（电视）、 新媒介 （互联网） 的使用频率作为交互变量进行探究。 本研究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年数据， 主要运用定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进行了分析。

首先， 来自政府的不公正体验是影响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 从公正研究的

角度出发， 判断政府行为的公正与否应属于程序公正的范畴， 程序公正所带来的政

治信任能够实现良性的合作行为 （张书维等， ２０１４）。 但对于不公正所带来的具体

体验与政府信任关系的测量尚较缺乏。 从理论层面出发， 本研究在实践层面反向验

证了程序公正对于政府信任的重要性。 民众对于来自政府的不公正体验对于各级政

府的信任水平都存在较为显著的负面作用。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 这一发现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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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政策意义。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民众的不公正体验， 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政

策上提供支持， 更需要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寻找 “最大公约数”。

其次， 在大众媒体作用日益凸显的今天， 本研究试图探究不同媒介使用方式下

不公正体验对于民众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 不同的媒介使用方式， 无论是传统媒介

还是新媒介， 对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传统媒介的使用， 会提

高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 新媒介的使用， 会降低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 尤

其是， 新媒介的使用， 会加剧不公平体验对于中央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效果。

基于时代变迁和政府治理难度不断上升的大背景， 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

对于政府而言显然是一把 “双刃剑”。 人们对于公平公正的认知， 正在逐渐从分配

公正转向程序公正。 在我国制度发展仍然不尽充分的客观现实下， 如何正确发挥互

联网对于民众和政府信任建立的调节作用， 对于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

建设和政策落实， 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人们对于不公平的体验来源是多样的， 本研究关于民众对

于政府不公正体验的测量， 在具体层面上无法判定他们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受到了不

公对待。 所谓的不公正体验， 也许只是社区事务中心大厅事务员不耐烦的态度， 也

有可能是在城市整治中政府所采用的暴力驱赶行为。 由于使用的数据所限， 本文的

研究将民众受到政府不公对待的动态过程简化为 “是” 和 “否” 的二分静态过程，

解释力存在一定不足， 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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