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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社会化政治生态社会化：：
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及出路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及出路

领导视点

●刘●刘 晨晨

⋯⋯从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谈

话开始，党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光靠党内监督不足以防止

腐败的发生，而强调“民主”的作用。所以，要真正震慑

基层腐败，就必须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从外

部对党进行监督。

——于建嵘：《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

版，第222页

一、概念界定与问题的提出

所谓政治生态，是指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

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

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

题。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始终保持执政者的清正廉

洁。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曼纽尔·卡斯特，2006），近

年来，微博在中国的网络社会中逐步发展起来。网络社

会正逐渐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它甚至已经或还将继

续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它的基本表现是以微博为监

督工具，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这也构

成了反腐的社会化倾向，即政治生态的社会化。它强调

的是政治生态的全民参与性，而微博就是全民参与的一

个有力工具。

从侧面来看，微博所举报的内容经有关部门查证之

后，确实属实，并且也处分了一些官员。这意味着微博

监督权力腐败的目的已经达到。微博反腐主要利用了

微博传播的一些优势，例如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在

微博反腐中，被“V”认证的名人对某一事件转发后，往

往极其容易吸引更多的人对该事件进行关注，并产生广

泛的社会影响。基于网络传播的特性，微博反腐比起现

实社会中到相关部门上访或邮寄举报资料的形式，要更

加受到人们的偏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举报

群众认为，政府官员可能存在“官官相护”，故此会影响

到其人身安全和反腐的效果。

本文的问题是，当微博成为一种全民所有的反腐利

器时，如何解决微博本身的信息不可逆性和以微博为主

要举报工具的非正当性问题，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

课题。微博举报的非正当性是基于它并不是法律法规

所承认和认可的一种正规、合理的途径，它更多地带有

一种民间监督的色彩。因此，如何避免微博举报的非正

当性和不可逆性成为微博反腐的一个障碍，就是本文需

要做的一个工作。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

微博作为一种合理的反腐工具，更好地发挥其监督作

用。

二、“雷冠希案”：一个回溯

2012年 11月 20日，网络上发布了数张一男一女裸

体在床的不雅照片，并指此为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

在宾馆与其长期包养的18岁二奶淫乱的视频截图。11
月22日14点30分，新华社发表消息称：重庆已将“网曝

重庆北碚区委书记与情妇淫乱视频”事件定性为实名举

报，高度重视、严肃调查。目前已初步确定视频未经

PS，但是视频中的男主角是否被举报人本人尚在确定之

中。11月 23日 11点 06分，经过新浪认证的“重庆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经重庆市纪

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

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11月23日，重庆市委研究决定，

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

查。央视《新闻 1+1》报道说：整整 63个小时（后被纪许

光在其微博中纠正为71个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就这

——基于“雷冠希案”等十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4



领导科学
2013·2月下

样被“下马”，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本文主要选择雷冠希案来剖析的原因在于以下几

点：①时效性；②代表性；③特殊性。此案完全可以客观

反映出当下微博反腐的一些特点和困境。笔者总结了

2011—2012 年的微博反腐事件，并对其举报形式、时

间、原因等进行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当前微博反腐的一

些特点。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 1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周文彬之类的“自

杀式微博举报”之外，大部分是以“腐败伤害到的群众”

的形式进行的微博反腐。实然，基于类如“人肉搜索”等

功能的流行，官员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网

友监督。这也印证了于建嵘的那句话：要真正震慑基层

腐败，就必须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从外部对

党进行监督。

三、微博反腐的不可逆性与非正当性

所谓微博反腐，主要是指基于社交平台传递信息、

发表见解，并以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主要目的

的网络行为。对这样一种网络行为，以笔者愚见，需要

从两个方面着重考虑。

第一，不可逆性。不可逆性主要是指在微博反腐

中，网友发布的信息，由于微博传播的高效性、广泛性、

及时性等特点，难免会有误伤的现象发生。虽然迄今为

止，在笔者所见到的文献中还没有微博反腐的误伤事

件，包括雷冠希事件在内，几乎是“一打一个准”，但是在

其他案例中却有发现。比

如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用

户“中岛”发布微博消息说

著名武侠作家金庸于2010
年 12 月 6 日 19 点 07 分在

香港圣玛利亚医院去世。

而后，拥有十几万粉丝的

《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

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盲从

地 转 发 了 这 条 微 博 。 最

终，此微博发布的消息被

确定为谣言。《中国新闻周

刊》因为参与了此条微博

的转发，其副总编辑刘新

宇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微

博出错而辞职的新媒体总

编辑。可以看出，金庸被

误伤的事件从整个层面来

说，正是学界所担忧的，即

微博作为反腐双刃剑的不

利的一面。这样的一种不

可逆性，再加上发布信息

的即时性，没有时间和条

件进行核实，所以往往导

致他者利益或名誉受损。

第二，非正当性。非

正当性是微博反腐另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国家

法律法规还未对微博反腐进行法律认定，这是学界和社

会现在所担心的一个制度性隐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1983）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频

繁爆发的政治腐败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继

而导致群众将冤情或者冤案材料呈现在网络上，以在论

坛或社区发帖的形式肆意传播，以尽可能扩大传播面为

目的，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微博反腐的非正当性

恰好折射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其导致的直接后果

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下降。

从雷政富事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反腐资料

都是靠先在网络社区发布，进而引起网民的关注与讨

论，从而以“围观改变中国”的姿态来驱使民意的力量，

督促相关部门查办被举报者及其腐败事迹。这就构成

了一个反思：为何举报者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反腐，如

表1 2011—2012年微博反腐一览表

事件名称

周文彬事件

朱小红事件

微 博 直 播 开
房事件

成建军事件

田汉文事件

过夜门

名表门、微笑
事件、眼镜门

“房叔”事件

雷冠希事件

孙德江事件

举报者或
当事人

周文彬

林菁

谢志强

成建军

艳照女主
角

黄石市中
院原院长

杨达才

蔡彬

纪 许 光 、
朱瑞峰

王德春

举报者与被举
报者的关系

官员的下属

官员的亲人

腐败伤害到的
群众

腐败伤害到的
群众

官员的情人

腐败伤害到的
群众

腐败伤害到的
群众

腐败伤害到的
群众

腐败伤害到的
群众

官员的情人

时 间

2011年4月13日

2011年8月4日

2011年6月20日

2011年7月31日

2011年8月1日

2011年8月11日

2012年9月5日

2012年10月8日

2012年11月下旬、
2012年11月22日

2012年11月23日

原 因

为了举报所在单位的领导，称自己与单
位领导贪污行贿

举报其嫖娼、养情人

误将微博当作私密聊天工具

U盘丢失，被网友将其艳照传至微博

情人将其与田汉文的艳照发至微博

湖北黄石一网友实名举报黄石市中院
院长与其妻有染

网友“晨曦微播”在微博上贴出照片，称
杨达才的眼镜超10万等

网民根据广州市房管部门制作的《个人
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查出
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共有21套房产

互联网流传有关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及相关腐败材料

黑龙江双城市女记者“王德春”在微博
上实名举报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孙德江，称受孙要挟，与他保持不正当
关系，还举报孙存在以权谋私等行为

*本表根据《检察日报》等新闻报道和论文资料制成。截止日期：2012年11月

24日20点00分。另外，事件名称，如新闻媒体没有取名，则由笔者按照事件当事

人来进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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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材料邮寄或者提交给相关的信访、纪检、监察部门？

笔者认为，解决微博反腐非正当性问题的关键是，微博

信息发布者在网络社区的言论自由权是否能够同样得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3）的保护？如果得到保

护，那么微博反腐将会是继动员反腐、民主反腐、制度

反腐、权力反腐之后的又一个有力的反腐工具。不可

回避的问题是，微博反腐恰好又是政治生态社会化的

一个重要的趋势和事实，它更是一种“大众审判”的反

腐方式。

四、微博反腐的困境：反思与建设

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某

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

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

得到自我强化，甚至进入一种低效率的锁定状态，即路

径依赖。

反腐工作走出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困境，在于如何避

免反腐工作和反腐方式的路径锁定，从而开辟出一条有

效的路径。微博反腐就是近年来的一个尝试。微博反

腐的困境，依照当代中国社会网络社区的发展形势来

看，主要还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体制困境。所谓体

制困境，就是正当性的反腐机制是希望政府部门通过体

制与权力来完成反腐工作，而这样的权力是否具有实

效，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人情社会和“官官相护”的既定官

场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强弱。这里面，权力往往成

为利益共同体成员相互庇护的一个工具，“大家都是同

一条船上的人”，类如周文彬那样的“自杀式举报”者可

谓少之又少，而周本人的这种举报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

况下，抱着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心态所做出的非理性

举动。另外，希望利用体制与权力的动员对社会进行反

腐，往往难以如愿。因为，前文中我们已经强调，腐败对

政府官员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已经构成了危险，其社会动

员能力会因此而大大下降，所以，其再用权力去动员群

众是极其困难的。②参与者的角色困境。有效的反腐

模式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媒体、公

民社会、第三部门、国际社会力量的参与（胡杨，2010），

而政府的权力介入主要还是纪委的作用。我们可以从

表1的分析中得出，最终反腐成功的主要因素还是纪委

部门介入调查，从而撤免腐败官员的职务。同时，不断

内卷化的反腐模式导致社会参与者的角色被边缘化。

因为，由政府引导的反腐机制往往难以保障群众的举报

权、监督权等权利，长此以往，参与者对此也就失去了积

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社会参与者的自我边缘化或被

体制边缘化。另外，当政府主导性参与成为社会参与的

主要形式时，由于民间社会的“网络反腐”难以与政府的

引导性反腐体制实现有效的对接，从而导致政府与民间

社会在反腐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胡杨，2010）。值得深思

的是，官员之间的庇护很容易形成反腐问题上民间社会

与政府部门的尴尬关系。这就会导致反腐工作成为一

个看似是“利益表达和诉求的窗口”，实则是一个“被堵

死的空穴”（王华藻，2009）。③多元手段的效应困境。

所谓多元手段，即包括教育、制度、监督、惩罚、改革等多

种方式的综合性反腐方法体系。而其所形成的问题是，

总体实效性太差，多元手段综合性治理腐败工作的成绩

并不理想。④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所谓合法性困

境，就是在微博反腐过程中，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

反腐工作并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网络受众

并不只是接受单向度的信息传递，而主要是参考新闻媒

体的报道做出判断，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与微博举报者

提供的信息内容有出入，部分网民就可能相信新闻媒体

的相关报道而对微博举报内容产生怀疑，这样一来，民

意就给了腐败分子一个缓冲的机会和空间。相反，如果

民意紧逼，就能够督促权力机构尽快地对腐败分子进行

查处。另外，微博反腐的矛盾在于网络社会的一个弊

端，即权威性太差，群众对其信任感并不是那么强。因

此，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抱着“再等等看”或“看热闹”的

态度来对待微博举报的腐败事件，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反腐工作中。

如何避免以上几种困境，胡杨在《论中国特色反腐

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中提出了以下几种方

法：①推进政党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②规范群众自

主参与的范围；③创新社会参与机制，消解社会参与的

角色困境；④大力推广廉政文化建设，构建核心廉政文

化价值体系。除了以上四种建设性的对策外，笔者认为

还需要加强对微博反腐的法律制度认定的跟进。特别

是在网络社区中，微博反腐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流行且参

与度较高、人数较多的一个反腐平台，如果没有法律制

度的规范，那么其不可逆性所带来的损失和危害将会非

常可怕，并且可能形成对其权威性损失的“恶性循环”。

总之，当前发挥微博反腐功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

在政治生态被不断社会化后，如何避免路径依赖的形

成。另外，微博反腐的不可逆性和非正当性依然是当代

中国法律制度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解

决，那么政治生态的社会化将会以微博为工具走向一种

“多数人的暴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断内卷化的腐

败机制将会把正处于边缘地带的社会参与者进一步边

缘化，最终网络反腐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这种新型

的反腐模式将会被憋死在体制之内。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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