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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类型学分析
———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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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众已成为环境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主体之一，但现有研究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内涵、

运行逻辑以及实践类型等缺乏系统性关注。本文以澄清公众参与主体内涵为前提，基于从个体化参与

向组织化参与演进的过程视角，构建“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的类型学分析框架。结合多案

例比较分析发现: 第一，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可划分为受害者、利害相关者、知情公众以及一般公众四大

类型，其参与环境治理的图景依次呈现为沉默的大多数或运动式参与、集体式抗争、使命式参与以及观

望式参与等类型; 第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类型取决于三大核心因素共同影响，即与污染距离相关

的受害程度是公众参与行动的首要前提，环境知识类型决定公众选择个体化或组织化的参与路径，环保

公益使命是公众可持续参与的重要保障; 第三，以组织化为载体的使命式参与是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可能路径。因此，在特定情境中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

果形态，研究结论对优化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以及精准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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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谁缺席了环境治理?

1994 年，中国审议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白皮书》

( 以下简称《中国 21 世纪议程》) 并提出“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以此作为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的开端。此后，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4 年 5 月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

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公众参与的五项内容; 2015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办法》对公众作为环境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最高位阶的特别法设计;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

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2020 年 3 月，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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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畅通参

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综上，公众已然成为环境多元共治的重要主

体之一。然而，基于“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强大惯性，以公众参与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展受到

一定程度的限制［1－2］，难以突破中国环境治理中凸显的“政府主动、企业被动、公众不动”困境［3］。

环境治理法律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为公众理性、合法、有序地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契机，但面对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公众参与却呈现出复杂的图景，有的公众选择自助式的“游击战”，有的公众

选择沉默或事不关己式观望，有的公众基于地域性选择体制外的集体抗争，还有的公众以组织为

平台选择有限的参与。由此可见，对环境治理中“参与失灵”的公众不能一概而论，在当前宏观整

体性话语下如何对“公众”内涵进行再认识及对其主体类型进行划分? 具有多元面向的公众如何

与环境社会组织建立关联? 在复杂的公众参与图景中，是否存在一个从个体化参与到组织化参与

的整体演进逻辑? 不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不同要素组合是否构建了不同的

参与实践类型? 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以下将从“个体化—组织化”参与环境治理过程视角

及多案例比较研究展开分析。

一、文献回顾: 多视角下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解读

从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取向视角、环境心理学视角

以及社会结构视角。

第一，政策取向视角下的“公众参与”凸显规范性文本界定与实践主体之间的断裂，对“公众”

主体边界的界定模糊而笼统，忽略公众本身是一个充满利益区分和冲突的复杂构成。通过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政策体系发展历程中有关公众参与的主体、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梳理

发现，公众参与主体范畴从宏观模糊的界定逐渐转向微观多元化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受到环境

影响范围内 /外的公民、法人、人大代表、专家、群众性组织、环保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志愿者、行业

协会、企事业单位等。既有规范性政策文本从“个体化+组织化”的集合性视角对“公众”进行解

读，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国际通行的界定原则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为此，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公众

与社会组织两大主体如何构建合作参与图景? 基于集合视角下的公众参与到底是谁在参与? 回

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内涵与类型进行再认识。

第二，环境心理学视角认为，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是公众环境态度 /关心、环境情

感以及环境行为意向等内在心理性变量，外在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等结构性因素仅发挥间接、短

暂的作用。这一研究视角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社会心理学基于环境态度 /关心为

关键变量，计划行为理论与经验实证［4－5］、环境素养模式( Environmental Literacy) ［4］、负责任的环境

行为模式［6］以及“价值—信念—规范”( 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 模式［7－8］等理论视角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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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公众主体界定，从国际层面来看，自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首次提出人民和团体以及

企业和各级机关共同保护人类环境，标志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第一次高潮; 继而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
世纪议程》中强调公众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公众主体范畴是一种集合性的视角，包括公众

个体与社会组织等。



了公众环境行为复杂的内在过程与心理机制。该研究视角预设环境行为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过多关注行为人的主观特点，忽视了个体所处的外在情景因素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割裂了行动者

心理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于是，有研究发现个人动机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环境背景影响［9－10］

并尝试将外在因素( 如人口学变量的性别［11］、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基础［12－13］、资源获取、环境危

害经历［14］、实施机会［15］等) 直接纳入既有的心理解释模型，但仍未能突破“态度—行为”范式的行

为主义模式的局限。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与环境知识水平提升，加剧了公众环境行为意愿与环境行

为之间的断裂［16－17］。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困境表明，传统心理学的行为决定论需要结合社会行动

与认知理论视角，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探讨环境治理实践中的公众多元化环境行

为，且需要特别关注情景性因素。

第三，社会结构视角认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取决于社会性因素，将环境社会学引入环

境行为归因逻辑的解释，重点考察社会制度、结构与文化等背景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18－19］，主要

包括结构性与 情 景 性 两 大 因 素: 一 是 侧 重 从 结 构 性 因 素 展 开 分 析，大 量 研 究 考 察 社 会 经 济 地

位［14］、地区差异、政府治理与制度规范［20］、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信任［21］、社区归属感［22－23］、社会互

动［24］与非正式制度［25］、宗教文化［26］等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二是

从情景性因素揭示影响环境行为的动因，包括环境污染状况［27］、环保设施资源［28］( 如循环再利用

机制［29］) 、环境信息［30］、环境知识［27］、信任机制［31］以及地方性知识［32－33］与媒体使用［34］等因素。

从社会结构视角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宣称，在中国独特的“国家—公

民”的环境行动框架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与策略分析，

如社会网络资源为本的“差序化”参与［35］，规避政治风险的“虚拟组织化”“去组织化”或“去中心

化”［36］、以“健康因素”议题突破非理性的“去政治化”［37］、多重“理性互动”［38］等。也有研究侧重

从话语实践与社会关系生产视角剖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正当性、合法性以及可持续性［39］。

尽管如此，随着公众参与渠道的拓展，在特定环境受害情景中，公众通常选择围绕事件的“非制度

化”展开个体 /集体行动，而大多数环保社会组织主动选择“隐身”而导致其功能缺位。心理动机、

理性选择、结构情景和文化意义等不同取向的因素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类型，同时从动态

视角构建“个体化—组织化”演进的合作参与类型。

为什么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中，面对类似的环境污染问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会呈现如此

大的差异? 显然从既有的政策空间维度与心理动机层面无法解释该难题。首先，目前以“国家—

公民”框架作为治理行动坐标系的研究缺乏对行动者“公众”主体更加细致的探讨，相关研究大多

将公众视为均一同质的主体，关注国家与公众的关系，却忽视了公众内部群体的多元化差异，并且

对“公众”名义下的环保社会组织与公众关系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其次，相关研究对当前公众参

与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类型的关联性缺乏系统性与阶段性分析。基于此，本文在澄清公众参与内涵

的基础之上，基于特定的环境治理案例实践，结合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构建“受害相关—环境

知识—环保使命”的分析框架，剖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呈现的多元化主体与实践类型，试图

从动态过程视角系统探索公众参与“从个体化走向组织化”的演化路径，并揭示以环境社会组织为

载体的可持续参与路径选择，以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为从“公众”维度进行环境的“分类

治理”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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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后文的阐述分析，需要对“公众参与结果形态”进行说明，在本文中并非试图对参与

成效指标的测量展开讨论，主要是对不同公众参与类型结果进行定性的判断与分析。既有研究以

“诉求达成与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参与政策制订”作为检视参与成效的指标，并认为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仍停留于无参与以及表面参与阶段［40－41］。本文从发生学视角判断参与行

动发生与否及其可能存在的多元化形态，如“沉默的大多数”与“个体式参与”“集体抗争行动”“观

望式参与”以及“可持续参与”等，其中，“沉默的大多数”与“观望式参与”的区别在于环境污染距

离的远近，前者是污染核心区的受害者，后者是与污染距离较远的一般大众。“可持续参与”行动

与事件性的“集体 /个体化行动”最大的区别在于: 一是前者具有组织化载体的参与，组织化程度

高; 二是前者 的 参 与 行 动 严 格 限 制 在 法 律 框 架 内，是 一 种 有 序 性、组 织 化 以 及 持 续 性 的 社 会

行动［39］。

二、分析框架: 基于过程视角的公众参与类型分析

为了系统地回答“谁缺席环境治理”的机制性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公众参与的内涵，划分公众

参与的类型，梳理影响“环境行为”三大核心因素: “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并基于此

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类型与行动逻辑的分析框架，试图以动态过程视角系统呈现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主体意涵与实践类型。

1． 公众参与的内涵澄清及类型划分

国内外既有研究对环境公众参与内涵界定凸显“重参与、轻公众”的特点，侧重参与过程、内容

与结果等方面的讨论，而对公众主体边界缺乏科学的确定［42］。有关公众主体界定存在两种竞争

性观点。第一，个体性视角的公众参与，认为公众是受到环境影响的社会组织、法人之外的个人，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将公众分为专家、利益相关人和一般社会公众等［43－48］。第二，集合性视角的公

众参与，认为公众是对环境决策感兴趣或受环境影响的所有人［49］，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个体层次，

该层次与个体性视角相似，包括公民个人、自然人、一般社会公众、普通民众以及利益相关者 /代表

等［44，50］; 二是组织层次，包括专业环保社团 /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感兴趣团体、法人、行业组

织 /协会、商业 利 益 团 体 /企 业 以 及 学 术 科 研 机 构 等［51－54］; 三 是 社 会 层 次，包 括 大 众 媒 体 使 用

等［55－56］。为回应相关环境法规、政策文本的规定与既有研究对公众参与的界定，本文采用集合性

视角对公众参与进行分析。

基于公众主体的多层次性，既有研究侧重从公众参与的内在要素以及外部影响因素两大标准

划分参与实践类型，但对公众作为行动者的类型缺乏讨论: 一是通过参与主体、渠道 /途径、手段、

深度 /层次、阶段以及内容等内在要素对公众参与实践进行二分类或多分类划分，如以参与行动内

容、形式将公众参与行为划分为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57］，以参与主体将公众参与划分为

自发型参与与程序型参与［58］，以参与主体与参与渠道交叉分类将公众参与划分为个人 /群体的、

体制内 /外型参与［59］。二是以外部影响因素为标准对参与实践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外部因素又可

以分为两类，一方面包括冲突性、治理嵌入性、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状态、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参与

权利、合作程度、信息不对称等制度结构性因素; 另一方面包括环境意识、环境知识、参与动机 /意

愿、参与能力、信息知晓度、环境利益等公众主体层面的因素。不同因素间的组合作为公众参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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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类型划分的标准，如以参与意愿、能力和途径三大标准将公众参与环境风险沟通划分为八大类

型［60］并产生不同水平的信任，以参与冲突性以及行动嵌入性交叉可以将公众参与划分为决策型、

抗争型、程序型以及协作型四类［61］，以参与动机与自律程度将公众自愿参与划分为四种不同类

型，即熟人型、臣民型、商人型以及公民参与［45］等。此外，在“强国家，弱社会”惯性视角下的环境

治理研究中，参与环境治理的“公众”作为一种宏观整体性话语被视为均一同质的主体，忽视了公

众内部群体的差异性。有学者以认知差异与抗争行动交叉分类得到“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

与“抗争者”四类行动者［6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心理动机、理性选择、结构情景和文化意义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其实

践主体与类型具有多元面向。既有研究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缺乏系统性与情景适应性的

分析框架，忽视环境治理过程中公众与环境社会组织的差异化的合作实践，尤其对公众参与形式

的阶段性变迁动力、影响因素与行动逻辑等缺乏深入探讨。大部分研究中的公众参与分类以结果

为导向，采用宏观的光谱分类法( 二元 /三元) 难以全面回应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凸显的复杂

形态; 也有研究采用综合分类法，但仍是一种静态的行动结果类型分析，存在缺乏特定情境中以过

程视角分析公众参与形式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与行动逻辑等问题。为此，本文以动态性与系统性

视角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分析框架，有利于回应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重交叠性。

2．“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分析框架

随着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建设的逐渐完善，公众参与实践却凸显“参与失灵”的困境。公众参与

“缺席”是环境治理的巨大损失，提升公众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揭示其复杂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

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63］。对“公众是否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参与实践形态”的探

讨，实质上回到了关于“环境行为”这一核心议题的讨论。

环境行为的研究经 历 了“忽 视 环 境 行 为—作 为 环 境 意 识 维 度—作 为 独 立 于 环 境 意 识 的 变

量”［64－65］的历程，继而开启了关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的讨论。西方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环

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和不一致［16，66］，并用“低成本理论”进

行环境行为的归因解释［45］。在中国，大多数有关环境意识对环保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逐渐从“影

响显著”［67－68］转变为“不一致”［69］，其主要从两大范式进行解释: 一是基于微观个体性心理因素分

析，认为影响个体环境行为的因素主要遵循“环境认知—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环境行为”以

及“价值观—环境关心—环境责任感—环境行为”两条主线，且环境态度 /关心作为关键变量［70］，

但该研究路径缺乏理论关怀与洞察，难以从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的因素解释群体环境行为。二是

侧重宏观的社会性因素剖析，考察社会经济地位［71］、文化变迁［23，32，72－73］、制度政策［74］、社会关系网

络资源［35］、环境知识［27，75］、环境污染状况［44］、地区差异、阶层分化以及信息分割［30］等结构性因素

对环境心理因素与环境行为的影响，该研究路径仍难以突破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决定论，缺乏从

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对环境行为进行系统性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

文将建立心理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的关联，从动态过程视角探究基于污染地距离的受害相关、环

境知识以及环保使命三大核心因素系统性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路径。

一是受害相关，作为公众参与行动选择的门槛因素。该概念借鉴饭岛申子对日本公害爆发阶

段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而建立的受害结构理论视角，通过受害程度与受害水平两大维度分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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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中受害者的差异性［29］。污染风险距离直接影响受害者的污染受害程度，既有研究对污染风

险分配的测量方法大致经历了“空间单位分析法与水平”( Unit-based method) —“距离分析法”

( Distance-based method) —“风险 /暴露分析法”( Ｒisk /Exposure-based method) 等多阶段演变，大部

分研究认为少数种族的居住区和穷人社区长期以来不成比例地被选为有毒废弃物处理点等环境

污染源核心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缺乏危害认识以及不具有抵抗力，从而面临更高的健康风

险威胁［76］。国内的实证研究得到同样类似结论，即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距离大型垃圾

场更近，可能遭受的风险更大［60］。研究进一步发现，受害相关作为环境背景因素有利于激发公众

的环境自我效能感，促使其环境行为的出现。当环境质量恶化达到临界点时公众的责任感和危机

意识开启并采取环境行为［44］。受到污染驱动的环境行为源于对特定环境问题的关注，大都是利

己与暂时的被动应对［45］。也有研究发现，公众遭遇环境危害及风险水平与环境抗争行动之间没

有一致性关系，甚至是反向关系［35，77］，因此表明与污染相关的受害距离并非参与行动的充分条

件［78］，其间具有复杂的关系。本文以“受害相关”作为公众参与的门槛变量，验证了直接或间接环

境受害经历导致公众所采取的环境行为有显著差异，即分布于污染核心区的生活贫困、社会地位

低的受害者或利害相关者的环境行为与外围的一般公众的环境行为呈现差异形态。

二是环境知识，作为影响公众参与行动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环境知识作为环境意识的基

础，对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环境知识的多样性对环境行为产生不同影响［4，79］。相关研究通常

将环境知识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类，认为主观知识更容易激发公众的环境态度和行为［80］，并进一步

将主观环境知识分为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前者以公众日常生活经验知识为载体，而组

织化专业机构的知识则属于后者，其具有较高科学性与准确性。不同类型的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之间存在差异化的强度关联［27，81］。有研究发现，生活环境污染会“迫使”公众采取更多的私人环

保行为并能够有效促进日常环境知识向环境行为转化，增进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距离［82］，同

时专业环境知识仅对公共环境行为有显著性影响［27］。也有研究认为，受害程度与环境专业知识

呈负相关，日常环境知识难以转化为有效的环境行为。由于污染地核心区及周边的居民通常缺乏

环境污染专业知识、社会关系网络，导致相关信息匮乏，对污染危害影响感知较弱，当遭受环境危

害时较核心区域外的一般居民更容易成为“沉默的大多数”［35，78］，与此同时，在污染风险聚集区周

围缺乏组织化的维权平台与途径，导致公众诉诸个体化的无序抗争或诉求性参与［55］。以环境知

识为基础的环境意识提升能有效抑制公众的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表明公众认同低成本的环

境参与行为［45］，当前对特定类型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解释仍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

中的环境知识将涉及两大维度: 一是以个体化为基础的日常环境知识与经验( 即低水平环境知

识) ; 二是以组织化为载体的专业环境知识( 即高水平环境知识) 。

三是环保使命，作为影响公众参与行动可持续发展的成效维持因素，侧重于从结构性与心理

性因素的综合影响视角对环境行为可持续性困境进行探讨。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公害性以及利益

相关性表明公众环境行为必然从个体化无序参与走向组织化有序行动，从而避免“理性经济人选

择”以及“搭便车”困境。由“差序格局”结构决定的资源配置与行为规则，使得环境受害个体倾向

于采取自力救济行动而非持续性的组织化参与，且缺乏对宏观环境问题的关注。有研究发现公众

持续关注垃圾焚烧问题是受良心的驱动，但“良心”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且难以以“私利”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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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诉求为标准测量“良心”的特征与强度。基于身份合法性与行动正当性压力，个体行动走向组

织化行动，通过构建环保公益话语( 如“搞环保”、绿色公民、环境公正、环保主义、可持续等) 促使

公众参与从微观“私利”走向宏观“公益”的可持续社会行动［39］，这些行动追求普遍性的环境价值

而非某一社区或地区性的环境利益，更多是由环保组织发动的［83］。以环境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公

众参与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导向，是一种“‘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是一种有助于促进

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84］。本文引入环保使命对环境行为可持续性进行分析，以组织化“环境关

心”①为基础，即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或者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

出贡献的意愿［85］，强调对微观公众环境责任赋予组织化环境关心的表达与可持续行动的内涵; 结

合志愿者行动两大动机( 即自我中心与利他中心) 以及环境知识的个体性与组织化维度，将环保使

命分为环保私利使命与环保公益使命，并认为后者是促进公众可持续参与的核心驱力因素。

既有研究表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形态是多因素决定的结果，在参与过程中呈现多阶段的复

杂实践图景。目前学界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成效的评估标准缺乏严格实证指标的测量，大多根据

案例实证进行经验 的 质 性 判 断，如 邻 避 运 动 的 成 效 主 要 考 察 其 实 现“生 态 现 代 化”(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的强弱程度［86］，也有研究对公众参与环境运动的生态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即追问

参与行动是否 /多大程度能够推进更可持续、更公平的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包括参与行动

组织化以及形成环保公益话语和表述［39］。为此，本文基于典型案例比较分析，以“受害相关”作为

公众参与行为的门槛条件，以“环境知识”作为公众参与路径选择的核心因素，以“环保使命”作为

公众参与成效维持的变量，构建“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分析框架，动态呈现三大核心

要素组合勾勒的公众参与主体与实践行动的类型变迁轨迹，揭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

以推动公众组织化的可持续参与实践。由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与层次关联性，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呈现两大行动逻辑( 见图 1) 。

图 1 基于“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类型分析框架

第一，“强受害程度+日常知识”导向的个体化公众参与路径，其核心问题是: 为何公众参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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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本文中的“环保使命”与环境( 生态) 态度、环境( 生态) 关心、环境价值、环境( 生态) 意识等多种概念具有相似性，但又有

区别，其共同的内核是反映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具体而言，环保使命借鉴 Dunlap 等的界定，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

决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以及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做出贡献的意愿，参见: DUNLAP Ｒ E，JONES Ｒ E．Environmental concern: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M］∥DUNLAP Ｒ E，MICHELSON W．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2002．



么沉默，要么无序参与? 环境污染受害程度是公众参与行动选择的前提与门槛变量，当受害程度

达到一定域限水平时①公众可能会选择个体化参与路径。受环境污染影响较强的公众群体，包括

受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的受害者以及间接影响的利害相关者。处于污染核心区的碎片化的公众相

较专业化组织被赋予更多的“日常环境知识”属性，继而在公众个体参与环境实践中分化为两条路

径: 一是因为缺乏环境专业知识以及损害利益补偿的抵消效应［87］，导致受害者成为“沉默的大多

数”而出现“台风眼现象”②; 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个体化受害公众为了自身健康或利益补偿诉求，

运用日常环境知识选择“游击战式”或“运动式”的自力救济，而利害相关者基于环境的公共性发

起的群体性抗争，往往是个体长期碎片化表达失败后走投无路的选择。然而，在群体性抗争运动

中环保社会组织主动采取“集体不在场”或“集体缺席”策略［88］，从而导致公众缺乏专业知识引导

与组织化的参与平 台。个 体 化 自 力 救 济 的 参 与 呈 现 静 态“不 参 与”或 动 态“无 序 参 与”的 极 端

图景。

第二，“弱受害程度+专业知识+环保使命”导向的组织化参与路径，其核心问题是: 为何公众

参与环境治理时行动实效不显著且不可持续? 随着环境污染距离向外延伸，公众受害程度逐渐减

弱，在环保社会组织专业知识的引导下，公众逐渐走向组织化参与的行动路径。在环保使命影响

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动又分化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具有较强环境公益使命的知情公众，为回应

环境知情权与参与权诉求而选择组织化的持续治理行为，实现一种有序的“使命式参与”; 另一种

是具有环境私利使命的一般公众，为了自我愉悦与能力提升的自利动机而选择参与“事件性”的环

境保护宣教实践活动，即使通过组织化行动方式提升了公众环境专业知识与参与调研的能力，帮

助其掌握了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在面对环境公共事务或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其却仍然表现为“漠

不关心”，呈现一种典型的“观望式参与”，这也为近年来政府大力倡导的环境宣教活动成效不显

著、不可持续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公众组织化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呈现一幅“观望的

大多数”淹没“环境使命共同体少数”的图景。

3．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策略。实际上，对公众参与主体类型与行动逻辑等综合性的分

析，有必要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构建公众参与的理想类型，以深入探究“公众参与失灵”现

象的根由。与大样本推断统计不同，案例研究样本的选取并不遵循随机原则，而是根据典型性样

本体现类型代表性进行案例选择［89］。本文根据分析框架采用“跨案例”类型层次分析法论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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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公众对环境质量恶化的域限值的理解，主要借鉴有关学者的观点: 当环境质量恶化的预期达到了 EAL( 临界) 点时，公

众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就可能被启动，开始采取不同形式尝试修正决策者的大政方略以及将个体意见传达到决策者。参见: 侯小

阁，栾胜基．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行为选择概念模型［J］．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4) : 554－559．本文中并非侧重探究判

断公众启动参与环境行动临界值的算法或规则，由于公众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个体承受度的多元化、地域的差异性以及环境设施

负外部性的空间区位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体受害程度的域限值，且该域限值具有主观与客观性双重指标刻度，因此，在本文中仅仅

从高低维度来区分环境问题恶化程度，维度越高意味着公众受害程度越高，更加倾向于行动; 反之亦成立。
“台风眼现象”源于气象学，是指因为台风眼外围的空气旋转剧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外面的空气不易进入到台风的中心

区内，所以台风眼总是很平静，晴空万里。心理学提出“台风眼效应”，即在时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时段心理越平静，在空间维度

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该概念通常应用于媒体报道中公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反应。在本文中，将“台风眼现象”理解为污

染地居民所表现出的“迎臂效应”现象，由于利益补偿对邻避行动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从而出现污染地居民参与环境抗争

中的“台风眼现象”或“迎臂效应”。



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三大因素组合关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影响，在案例选择

上遵循典型性原则，选择包括个体化公众与组织化公众的四个案例①进行类型代表性分析: 即“退

城入园”的公众参与模式、MY 垃圾场抗争事件、河流守望者模式案例以及“滇池关爱日”环保的行

动实验( 见表 1) 。

本文中所使用的文本资料来自 2017 年 7 月、2018 年 6—9 月、2018 年 11—12 月以及 2019 年

1 月期间笔者围绕长江流域并对华东、华中与西南地区的多家环保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约 35 人次

的访谈②，其中，对部分环保社会组织的核心负责人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对政府相关人员约 10 人

次深度访谈以及对环保志愿者若干人次进行实地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受地域和个案的局限，

本文目的并非试图得出一个能推广到全国的普遍结论，但试图从特定情境中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实践的理想类型框架与行动逻辑分析，以有利于深入探讨公众有序且可持续参与环境治理多重

路径的逻辑特点与条件。
表 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案例基本信息

序号 案例
所在

省份

公众主体

类型
参与类型 访谈时间 主要访谈对象③

1
“退城入园”

模式
江苏 受害者

沉默式或

运动式参与

2018．8，

2019．1

20180819－WYL，20180817－FYJ，

20181116－CHC，20190102－ZDG

2
MY 垃圾场

抗争事件
江西 利害相关者

集体式

抗争
2018．11 20181116－LD

3
河流守望者

模式
湖南 知情者

使命式

参与

2017．7，

2018．8—11

20170709－SC，20180822－SC，

20181117－LSN

4
“滇池关爱日”

行动实验
云南 一般公众

观望式

参与
2017．7 20170728－MNS

三、案例呈现: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分析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现状受“与污染距离相关的受害程度”“环境专业知识”以及“环保使命”因

素的影响，以动态过程视角将集合性的公众参与主体以及实践划分为四大理想类型。在特定情境

下，公众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参与实践的多元化类型，本文以公众参与主体类型划分为基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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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本研究中案例数量选择的说明: 在理想状态下，案例数依据影响因素个数进行逻辑运算，即三个因素 ( 分别存在两大维

度) ，所以应该选取 23 = 8 个案例才能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但为了降低案例分析的复杂性与难度，本文以“公众参与结果状态”为

标准对大量公众参与案例资料进行筛选与判断，最终确定选择四类案例( 分别代表个体化参与以及组织化参与两大类) 对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行为进行比较充分的论证。
本文认为，由于公众参与环境行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其行动选择呈现多元化的路径取向，并且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从过

程发展阶段来看，个体化参与的无效性会逐渐转向无序化的集体化抗争，进而为了获得行动合法性选择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组织

化参与模式。从政策规制分析发现，基于公众参与的相关规定构建了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合法性，所以案例选择以环境社会组织

以及公众个体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视角分析环境污染问题中的公众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遵循田野研究的既有规范，本文对所调查的环境社会组织名称以及调研所涉及的人物姓名都做了技术处理，在访谈资料出

处中主要采用“访谈时间( 八位) +访谈对象姓名首写字母”进行替代。



取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行动逻辑。

1． 公众参与主体与实践类型的基本框架

本文以环境污染距离相关的受害程度、环境知识以及环保使命三大因素的多水平维度为标

准，按照公众参与行动从“个体化”向“组织化”演进的一般逻辑构建参与类型的连续谱系框架( 见

图 2) ，分别表征了中国环境领域中公众四大主体类型及相应的参与实践类型: ①受害者的沉默式

参与，抑或运动式参与;②利害相关者的集体式抗争参与; ③知情公众的使命式参与; ④一般公众

的观望式参与，为理解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基于既有理论依据与经验考察，本文对识别公众参与主体实践类型提出三个假设前提: 一是

环境领域中的公众参与群体具有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其所拥有的环境专业知识在不同情境中具有

较大差异; 二是环境污染发生地大多发生在经济不发达的城郊或农村地区，与此同时，该区域的公

众具有受教育程度低、环境知识水平低、参与渠道与平台匮乏等特征，反之，与环境污染核心区较

远的城市居民具有较高水平的环境专业知识以及环境受害风险感知等，所以后者更可能选择参与

行动，也被称为“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城乡差异”［78，90］; 三是公众参与行动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呈

现一种从个体化参与向组织化参与的非线性发展过程。

图 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主体及类型基本框架

首先，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主体与类型的基本框架以“受害程度”( 或环境污染距离) 作为

第一层次( 门槛阶段) 影响因素建立横向坐标，并以“环境专业知识”与“环保使命”作为第二、三层

次( 阶段) 影响因素构建纵向坐标，分别以高 /低( 或近 /远) 作为光谱两端构建多水平的类型分析

框架。该框架与传统 2×2 维度对公众参与实践类型划分不同，进一步澄清了“一般公众”与“利害

相关者”两大主体类型的“环境专业知识”水平差异的模糊化标准。其次，由于“环境专业知识”与

“环保使命”因素对参与行动影响的程度与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将二者同时纳入纵向维度指标

进行处理，与横向的“受害程度”因素进行多因素的组合分析，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公众可持续参与

行动的深层逻辑，该特殊处理方式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分析框架的清晰性以及降低多因素( 多维度)

分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将“环境专业知识”的路径影响先于“环保使命”的路径影响纳入考察。

本文认为环境污染更可能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城郊或农村地区，受害者公众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

低，借鉴“方圆法则”［51］划定公众与污染核心区的距离，由近及远原则下公众主体的理想类型分别

为:①受害者;②利害相关者;③知情公众;④一般公众( 为方便分析，此处编号与图 1 中的编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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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逻辑一致) ，其受到环境污染影响的程度从高到低递减。但随着环保社会组织所赋予的“专业性

知识”介入，公众的环境专业知识得以提升，环保使命从个体利益诉求转向环保公共利益使命，从

而有利于公众参与走向组织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下将以典型案例为基础对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实践类型与行动逻辑进行深入剖析。

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类型图景与实践过程

本部分根据“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三大影响因素，以叙事方式勾勒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从“受害者到一般公众”，从“个体化走向组织化”，从“沉默走向有序”的发展演变轮廓，以

过程分析法对不同参与实践类型与特征进行提炼，呈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动的全景图，从而全

面而深入解读公众“参与失灵”现象的本质。本文以“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三大影响

因素的先后次序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案例进行阶段性分析，公众参与在任何阶段均可能选择“退

出”。根据参与阶段性演进构建公众参与的一般过程，最终形成“沉默的大多数”淹没少数“环保

使命共同体”的“参与失灵”图景。

( 1) 原子化阶段: 沉默 vs 运动式参与———“退城入园”模式①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整体上呈现一幅“不参与、被动参与、形式参与以及无序参与等”多元化的

图景。为何污染地核心区周围的受害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在少部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行

动中，为何采取个体化的自力救济? 为何公众参与大多是一种事件性而非连续性或习惯性的行

为? 在中国“退城入园”的工业园区建设背景下，公众参与的主体是谁? 公众为何选择抗争，抑或

选择沉默? 其行动逻辑是什么?

①受害者: 理性沉默 vs 英雄式“游击战”

当前，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持续加码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促进传统化工企业转型升级，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②推进化工企业“退城入园”的搬迁工作。对于地处城镇人口密集区的化工

企业而言，“退城入园”意味着企业将从城镇走向乡镇和农村。

首先，在“退城入园”建设背景下受害者公众消失，公众参与成为一种“空心化”的参与。基于

国家工业园区安全防护距离建设规定，越来越多的、具有天然优势的一线污染监督公众逐渐搬离

污染核心区，污染也随之“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导致公众参与凸显“空心化”现象。

“按化工园区的规定防护距离是 500 米，现在园区周边拆迁是 1 ～ 3 公里以内的村子，但周边

3 ～ 5 公里的村民依然觉得有味道。现在周边村民非常少，而且文化水平确实比较低，一般都是中

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访谈资料: 20181116—CHC)

其次，也有部分“依恋故土”或“搬不出”的留守村民，他们成为园区环境最直接也是最无力的

参与力量。通过走访了解园区核心区留守的老人对企业环境影响的态度发现，由于城镇化使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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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退城入园”是指把同类企业、产业链条关联密切的企业在园区聚集起来，实现资源相互利用和保护相协调。为了适应我国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降低城镇人口密集区的安全和环境风险，解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不达标的问题，有效

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并且促进传统化工企业的转型升级，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进化工企业“退城入园”的搬迁工作。
到 2025 年，城镇人口密集区将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

区或关闭退出。
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了《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关于推进城镇人口

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



“年轻一代、二代”进城，而留守农民“已经不再依赖水资源生产与生活”，他们与当地生存环境的

关系纽带连接逐渐疏离，当遭遇环境污染风险威胁时大多选择保守沉默。

“在拜访过程中，很多农户的门敲不开，没有人。由于孩子到城市，农村环境与他们没有太多

的联系。调查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村民不愿意留联系方式，也不愿意站出来发声，让他们签名或

写倡议信是不太可能的，他们最多写一个名字，也不会留下联系方式，拜访完后，他们都会一再强

调说:‘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访谈资料: 20190102—ZDG)

再次，工业园区中部分留守村民可能成为“与污染共生”的同盟军，在遭受环境危害后选择隐

瞒或被动沉默。为了生计，村民可能成为园区工人，或者因为环境污染危害获得园区企业的利益

补偿，通过利益或工作的“补偿效应”，公众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在理性选择中以沉

默策略获得利益最大化。

“如果他本身在园区里面上班，然后又举报这家工厂，基本上一百个工人里面能有一个就不错

了，很多是互相帮助隐瞒”。( 访谈资料: 20190102—CHC)

“当地有很多居民知道这些线索，是因为他们拿了工厂的钱去帮工厂做这个‘工程’( 也就是

埋偷排暗管) ，但是当你真正要去找这些线索的时候，他们又不可能把真正的一些东西告诉你”。

( 访谈资料: 20180819—WYL)

最后，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不乏少数受害者为了自身利益诉求而发声，作为环保“卫士”“斗

士”常年以信访举报或媒体曝光方式坚持以个体化自救方式进行参与。为了解决工业园区附近的

居民小区环境污染问题，作为一个“环保斗士”，FYJ 从 2007 年开启了长达四年的维权之路。

“小区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气味让人窒息，门窗都不敢打开。刚开始我们挨家挨户询问排查，

到园区周边识别污染企业，多次走访企业与员工，询问生产情况并识别污染物，找到证据后无数次

向环保部门举报，与企业谈判，通过媒体曝光，整个过程充斥着冲突、僵持、惶恐、激烈谈判、焦灼的

等待，从刚开始的一群人，走到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这样伴随着与各方谈判的生活僵持了四年，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 访谈资料: 20180817—FYJ)

②自身利益的碎片化表达:“台风眼现象”vs“各扫门前雪”

在化工企业“退城入园”的背景下，污染核心区的公众参与实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图景: 一种

是“沉默的大多数”形成的“台风眼现象”，既有受害者搬离污染核心区的“空心化”参与，也有部分

留守村民的“无力”参与以及作为“与污染共生”同盟军的理性沉默等，从而出现污染受害者“不参

与”现象; 另一种是个体化的英雄式“游击战”呈现“各扫门前雪”的景象，由于高度分化的个体利

益诉求，从微观层面发起的个体自力救济式参与具有“事件化”“个体化”以及“不可复制性”等特

点，难以从个体化运动式抗争走向集体化的群体行动。在相似的受害程度背景下，对“个体利益诉

求”的回应结果成为公众选择沉默还是个体化抗争的核心因素。虽然公众已然成为环境公共治理

的应然主体，但大量研究表明低成本视角下的利己主义考察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动的主要动因

之一，公众参与行动的高度利益分化被认为是一种个体化的理性选择，难以形成目标一致性的集

体行动。由于污染核心区受害者获得的利益补偿抵消了其环境权益使命，并且对环境风险缺乏认

识，同时个体化运动式“游击战”存在风险高、成功率低等问题，大多数公众失败后便选择了放弃。

为此，位于污染核心区的公众参与是一种空心化的、无力的参与以及“与风险共生”的沉默选择，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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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沉默大多数的“台风眼现象”。

( 2) 集体化阶段: 集体式抗争参与———MY 垃圾场抗争事件①

污染核心区的受害者分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和少数的环保“斗士”，由于“经济理性人”困

境导致大部分个体化参与失败。然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与利益相关性，共同关注环境污染的

利害相关者为了获得环境知情权与参与权，“不谋而合”地进行集体式抗争行动。

①利害相关者:“不谋而合”的集体呼吁

大量环境群体性事件表明，居于环境风险核心区周边的利害相关者，更容易发动从英雄式的

“小打小闹”转向呼吁“人多力量大”的集体运动。经验研究表明，公众应对环境风险威胁的一般

路径包括: 英雄式信访举报与投诉—( 若无效后) —上级部门行政复议—( 若无效后) —媒体曝光—

( 若无效或不持续) —集体行动。当底层公众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诉求以非制度化

( 如暴力、抗争等) 的方式解决。利害相关者为何选择一种“不谋而合”的集体行动? 受害者的“游

击战”式参与是否具有动态线性? 以下将以 MY 垃圾填埋场事件为例展开分析。

由于长期受到污染风险的威胁，MY 垃圾填埋场周围的利害相关者动员各方力量关注“共同问

题”而发起一场被及时遏制的“集体性抗争”。在集体抗争的参与过程中，公众凸显缺乏环境知识

以及与政府沟通技巧等问题。

首先，利害相关者对污染源缺乏专业的判断能力以及污染证据的收集能力。由于缺乏专业知

识而难以对污染来源、表现形式以及影响后果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缺乏调研收集证据的能力从

而导致举报的证据遭到质疑。

“MY 垃圾填埋场问题拖了五年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对臭气问题来源不知，对味道的描述说

法各异，对臭味的基本形态、产生时间表述不清，就知道臭，跟各级部门举报都说臭。有关部门回

应，垃圾填埋场臭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了澄清臭味来源与污染物特征，公众自发巡园做各种排查，

拍了很多视频向政府举报，但数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政府的回应却是: 没有问题，排放也达标，

这时老百姓一下就懵了”。( 访谈资料: 20181116—LD)

其次，专家与公众的碎片化参与与“运动式”参与不利于污染问题的解决。为了提升调研数据

的真实性，公众邀请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专家参与调查研究，但公众与专家对污染事件的非持续

性关注导致环境问题的解决存在重复性与无针对性。

“在过去五年中，公众邀请 MY 附近两所大学的教授介入其中做调查研究，由于他们时间精力

有限而没能持续跟进。与此同时，当地老百姓对于 MY 垃圾场的问题呈现碎片化与阶段性关注，

这波人上了，另一波人又上，不断运动式重复，难以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访谈资料: 20181116—

LD)

再次，非正式的私人关系导致无效沟通，差异化的话语体系难以实现平等协商。为了搭建与

政府沟通的渠道，部分公众利用私人关系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与传统体制内沟通方式不同的是，

这种私人关系的沟通是采用朋友相告的形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体现为一种“知天命，尽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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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遵循田野研究的既有规范，本文对所调查的环境事件名称( 除已经在媒体公开的事件外) 以及调研所涉及的人物姓名做了

技术处理。



的无效沟通。同时公众缺乏与政府官员相似( 懂行) 甚至“更加先进”的话语系统，难以实现较为

平等的对话。

“为了避免传统举报的无效，公众利用私人关系与政府沟通，通过朋友相告，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但是他们不知道政府所想，政府希望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当老百姓诉求得不到满足并积累

到一定程度，集体行动可能一触即发。于是，一旦有自发形成的群众领袖煽动上街游行，是非常有

市场的。但在最关键时刻，相关部门及时采用‘除脓技术’①将上街的计划扼制在摇篮中。”( 访谈

资料: 20181116—LD)

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利害相关者不谋而合选择了“集体性抗争”表达诉求，由于公众缺乏

环境专业知识，对污染问题不能持续关注，对污染证据收集的能力以及与政府沟通协商话语能力

不足，最终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表明集体抗争行动存在组织化程度低、结果

不确定、激进行为等问题，不利于诉求的达成与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反映了大部分环保社会组织

在集体行动中选择一种“集体缺席”的策略，为了回避风险放弃了为公众代言、引导民众进行公益

性参与的机会。

②社区为本的集体行动:“知天命，尽人事”

大多数环境群体性事件均以失败告终，即使鲜有的成功也会陷入一种“道德困境”与“经验不

可复制”的境地，其凸显行动的地域性、事件性、松散组织化以及身份的合法性等特点，导致大多数

以社区为本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凸显“知天命，尽人事”的特征。对集

体抗争的利害相关者分析发现: 一是松散组织化的利害相关者实质上是个体利益诉求的聚合( “凝

聚的一盘散沙”) ; 二是以社区为本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本质上追求一种环保私利的使命，没有解

决个体利益高度分化问题; 三是利害相关者只具备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即使动员多方资源

仍难以回应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由此可见，松散组织化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化

运动式“游击战”的延续，二者在参与规模、参与权益诉求以及参与形式等方面具有动态线性的拓

展关系。基于地域性与事件性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试图超越个体化利益诉求局限，但实际上松散

组织化行动面临身份合法性的挑战，同时缺乏环境专业知识的集体抗争行动无法摆脱地区性的环

保利益目标的分化困境。

( 3) 组织化阶段: 观望式参与———“滇池关爱日”环境教育行动实验

若受害者在污染威胁下变成“沉默的大多数”是因为陷入“理性经济人”个体化行动困境，若

利害相关者在走投无路情况下选择的“集体性抗争”是因为个体化诉求失败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

困境，那么远离污染风险核心区的一般公众为何一方面积极参与亲近自然的环保活动，而另一方

面面对环境污染风险理所当然地选择“观望”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平台组织、缺乏专业知识，调查

能力不足或沟通渠道不畅”吗?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公众愿意为环境保护贡献时间与精力，

基于此，环保社会组织发起的一场陪伴公众成长的环保教育行动实验，通过组织化学习与培训的

方式帮助公众掌握环境专业知识，提升其调研、收集证据的能力以及与政府沟通的能力等，那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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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脓技术”这一术语来自环保圈的经验总结，也就是将可能出现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比作身体爆发的一种“脓包”，避

免打草惊蛇而采取让其全面爆发出来后连根拔除的做法，如果不爆发出来，就不会采取行动。



众参与行动实验后，面对环境问题会主动选择环保行动吗? 以下将以 LK 环保组织发起的“滇池关

爱日”行动实验研究为例展开分析。

①一般公众: 环境教育行动实验的失败

LK 环保组织自 2009 年 7 月发起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公众成长环境教育行动实验，以“滇池关

爱日”的名义进行测水、看水、议水、护水的活动，活动固定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日举行。公众作为志

愿者参与一系列活动: 入滇河道 /滇池草海与外海的水质检测、排污口观察和记录、水边居民调查

访谈等。整体来看，经过环保社会组织的前期培训和现场指导，参与实验的公众对水质调查、排污

口记录、居民访谈、问卷整理、活动总结等工作都能较好地完成，公众的环境专业知识与技能实现

了从“不知道行动—开始行动—知道怎么行动”的转向。然而对参与者的总结进行文本分析发现，

大多数参与者侧重记录自己的参与过程和体会，对未来自主行动的愿望并不强烈。虽然，LK 组织

工作人员一直努力推动参与者在面对环境污染时可以采取现场打举报电话、事后提交政务信息公

开申请等行动，但是，只有少部分人愿意尝试，更多人仍对民间力量极不自信，或者认为环保是政

府的事、民间组织的事、媒体的事、污染受害者的事，而不是我的事。这意味着为期三年的“滇池关

爱日”环境教育行动实验研究以失败告终。

“我们对陪伴成长的志愿者进行情景式调查，得到几乎一致的答案: 你爱昆明吗? 所有人都说

‘爱’，但继续问: 当昆明被污染了你会站出来吗? ‘不会!’为了探究公众不行动的原因，我们还专

门邀请心理咨询师协助，对志愿者进行罗克奇价值观量表①( Ｒockeach Values Survey) 的评估发现，

志愿者参加环保具有四种动机，即个人能力型、社会能力型、社会价值型以及个人价值型。有几位

一年中参加了二三十次活动的志愿者，参与活动前后的价值观几乎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一

个人最初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是出于责任感，那么始终都会受到内心责任感的驱使而主动采取行

动; 如果一个人参与环保活动是出于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那么其始终会沉浸于个人价值诉求

而很难上升到肩负社会责任感的行动，对于实验结果的失望，让我们对公众参与有了新的理解，即

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情”。( 访谈资料: 20170728—MNS)

由 LK 环保组织实施的陪伴志愿者成长的环境教育行动实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一定程度

上回应了已有研究中有关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从社会性因素( 如对政府的

信任、对组织的信任、社会规范的制约等) 视角揭示了从环境知识到环境行动的路径的复杂性。从

LK 环保组织的环境教育行动实验进一步表明，公众采取主动环保行为的前提与环境污染受害距

离相关，当环境污染问题成为“我的事”，才会激发公众进行个人利益的运动式参与或集体式的抗

争。但随着“退城入园”以及城镇化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逐渐远离公众视线，越来越多的直接受

害者变成间接受害者，面对仍然还在发生甚至恶化的环境问题，公众还将其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漠不关心吗?

②自我愉悦与能力提升的观望:“环保不是我的事”

“滇池关爱日”环境教育行动实验失败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般公众面对环境问题采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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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克奇价值观量表( Ｒockeach Values Survey) 是米尔顿·罗克奇( Milton Ｒokeach) 于 1973 年编制，在国际上使用比较广泛的

价值观量表，其中主要包括终极性价值观( Terminal Values) 以及工具性价值观( Instrumental Values) 两大类的 18 项指标，测量的结

果表明不同价值在人们心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或相对重要性程度。



保不是我的事”的观望态度? 如果说缺乏环境保护专业知识、身份合法性受到质疑、缺乏与政府沟

通渠道等因素是个体化参与失败的原因，但通过行动实验“对症下药”，公众依托社会组织从个体

化走向组织化行动，学习掌握环境专业知识以及与政府沟通的渠道、方式等内容，为何仍以失败而

告终? 一般公众的“观望式”沉默与受害者因为利益补偿的被动沉默不同，究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

方面由于公众远离环境污染核心区，热衷于追求“自我愉悦与能力提升”的个人价值诉求使其难以

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在“全能国家”体制惯性下，相较于陌生人，公众会选择信任政府而

形成“依赖政府型”的环境治理。本文通过个体化到集体化再到组织化的多阶段环境治理参与实

践层层推进，将进一步诉诸“私利”或“公益”的环保使命对公众参与实践的影响进行探讨。

( 4) 再组织化阶段: 使命式参与———“河流守望者模式”

利害相关者发动以地域性环境权益为诉求的“集体性抗争”，因为知识、技能与渠道受限导致

参与行动失败。以组织化方式陪伴远离污染核心区的一般公众学习环境专业知识，掌握调研技能

以及与政府沟通的技巧，但最终因为公众觉得环保“不是我的事”而选择观望。然而具有环境专业

知识的、热心于公共事务并对特定区域的环境保护具有特殊情感的“知情公众”，逐渐从关注自身

( 区域性) 的利益诉求走向关注环境公共利益，以有序组织化方式推动参与实践，从而实现可持续

参与。以下将以“河流守望者”发展演变历程为例进行分析，以“本地人解决本地的问题”为宗旨

建立河流环境保护的“使命共同体”，实现“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目标。

①知情者:“环保湘军”走向“使命共同体”

以“绿色汉江”“淮河卫士”等为代表的早期“英雄式”环保社会组织，最大特点是以所在地环

保情感与认同为基础，关注地方环境保护，难以上升到全球性与公共性的环境正义范畴。“河流守

望者”的成功在于其由一个所在地公众参与的项目逐渐突破组织发展的时空限制，最终成长为一

个回应全国性“跨区域性”的河流治理问题的社会组织。河流守望者最早始于 X 环保社会组织于

2011 年启动的“守望母亲河”的湘江流域民间观察和行动网络项目，简称“湘江守望者”，并随着河

流的延伸而形成可持续的环保“使命共同体”。

“沿着湘江流域去找人，以各种‘马甲’打入各种 QQ 群去做招募，与报纸合作登‘豆腐块’广

告，到沿线游走招募守望者，吸纳了喜欢公共事务的、‘爱管闲事的’、打抱不平的、混迹论坛以及看

报纸的人成为我们第一批‘环保湘军’。通过对守望者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如举报、信息公开方法

后，以‘三点一县’①模式做三件事情: 一是定期观测并发布当地的环境脆弱点，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本地区的环境问题; 二是开展活动集聚更多的本地人以形成社群，使其成为河流守望者或组织捐

赠人，如通过动员参与‘上游一公里’的小朋友给市长写信，在进行公众环保科普的同时建立公众

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沟通机制; 三是针对本地区发生的严重环境问题进行长期监督与跟进”。( 访

谈资料: 20181117—LSN)

“截至 2017 年，我们先后在湖南湘、资、沅、澧‘四水’流域沿岸招募了近 500 名在地志愿者，组

成了一个深扎本地的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与此同时，为了支持在地核心志愿者的可持续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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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点一县”是河流守望者向地方铺开的一种模式，即在每一个县设置三个守望者行动网络的站点，由河流守望者沿着河流

开展观测、监督、公众参与活动的三件事件，其核心为水保护。



成长，X 环保社会组织成立守望者学院为各流域核心志愿者进行能力培训，链接资源平台，提供陪

伴性支持，并 通 过 小 额 资 助 鼓 励 注 册 成 立 在 地 环 保 社 会 组 织”。 ( 访 谈 资 料: 20170709—SC;

20180822—SC)

“随着湘江模式推广到全省与全国的河流，基于河流保护网络的‘无边界性’与‘跨区域性’延

伸，‘本 地 问 题 由 本 地 人 解 决’的 使 命 赋 予 了 环 保‘使 命 共 同 体’的 新 内 涵”。 ( 访 谈 资 料:

20190610—SC)

②环保正义的使命行动:“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

由于河流治理具有公共性、跨区域性以及利益关联性等典型特征，与利害相关者基于以社区

为本的环境权益而发起的集体性抗争不同，“河流守望者”需要构建以环境公益为使命的共同体以

回应“跨区域”的环境问题风险，实现“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参与图景。“河流守望者”模

式表明，知情公众由区域性环保私利使命走向以“全国性”河流保护的公益使命，通过组织化的环

保行动促进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河流守望者”以“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的环保公益使命吸

纳在地河流守望者，凭借参与者的地域性环保情感与认同参与公共事务，对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

秉持“爱管闲事”的热情，进行“小打小闹”的“游击战”，也有可能发起集体式的抗争。具有环保公

益使命的守望者在环保社会组织的组织化引导下，走向一条合法有序且可持续的环保之路，凸显

出以下特征: 一是坚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的问题”原则，以地域性环保情节招募与吸纳守望者，通过

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得参与者掌握一套调查收集证据的科学方法; 二是以组织化方式与政府建立

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形成公众诉求得以及时回应的政策倡导机制; 三是在地守望者行动网络的陪

伴与支持，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便利的参与平台，而且形成跨区域守望者之间的交流与支持网络，推

动地域性环境使命向环境公益使命的延伸，突破地域性行动网络的限制，形成“有河流的地方就有

守望者”的参与图景。由此可见，与其他间接受害公众( 一般市民) 因为环保私利使命而呈现的

“漠不关心”态度不同，知情公众的环保公益使命成为实现其可持续参与路径的重要驱动因素。

3． 小结: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类型图景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四个发展阶段的演变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参与形式从个体化、

原子化与事件化走向组织化和可持续性; 二是以污染距离由近及远原则形成受害者、利害相关者、

知情者以及一般公众四大类型公众; 三是环境知识从日常环境经验向环境专业知识迭代; 四是突

破地域性的环保私利使命走向环保公益使命; 五是参与结果从被动沉默到个体化自力救济，到集

体式无序抗争，再到组织化行动实验，最终走向使命共同体的可持续行动。本文基于“受害相关—

环境知识—环保使命”三大因素依次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类型图景( 见表 2) 。

一是污染核心区的受害者由于“退城入园”的搬迁或者利益补偿的“中和效应”等选择一种低

成本的被动沉默策略，也有参与者为了争取自身环境权利而选择自力救济的“游击战”。基于维护

自身环境权益的需要，参与者在缺乏“环境知识”以及未启蒙的“环保使命”背景下发起的运动式

表达呈现一幅“台风眼现象”或者“英雄式的运动作战”图景。

二是污染核心区周边的利害相关者，以“社区为本”的环境知情权与参与权发起“不谋而合”

的集体性行动，基于“环境专业知识受限，调查收集的证据遭受质疑，缺乏与政府沟通渠道”等原因

而构建了一幅“雷声大，雨点小”的群体性的参与图景。MY 垃圾填埋场周边的利害相关者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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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在摇篮中的集体式抗争便是例证。

三是远离污染风险核心区的一般大众，因为“自我愉悦”的需要，愿意为环保贡献时间与精力，

但经过社会组织实施组织化的陪伴成长的行动实验后，志愿者最终成为“有环境专业知识，掌握污

染调研技能，了解与政府沟通渠道”的“为小家”私利而追求的参与体验者，消失在“为大家”的环

境污染问题的视线与声音中，呈现一幅“漠不关心”的参与图景。对“滇池关爱日”志愿者进行长

期陪伴成长以换来的“环保不是我的事”的回应，也为环保行动中众多“搭便车”现象提供一条可

解释的路径。

四是远离污染风险核心区但关心公共事务且具有强烈的环保公益使命的知情公众，通过组织

化的陪伴性支持华丽转身为“有知识，有技能，有渠道，愿意贡献时间”的“使命行动者”，突破了区

域性环保私利限制走向了环保“使命共同体”，构建了环境治理参与实践的“可持续参与行动”的

图景。“河流守望者”的发展实现了“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可持续环保行动。
表 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影响因素与实践类型图景

案例 公众主体
参与

形式

受害

强度

环保

知识

环保

使命

参与成效

行动 可持续
参与类型 参与图景

退城入园
受害者 a 个体化 √ × — × × 沉默的大多数 “台风眼现象”

受害者 b 个体化 √ × × √ × 运动式参与 “英雄式游击战”

MY 垃圾场 利害相关者 松散组织化 √ × × √ × 集体式抗争 “发动人民战争”

滇池关爱日 一般公众 组织化实验 × √ × √ × 观望式参与 “漠不关心”

河流守望者 知情公众 组织化 × √ √ √ √ 使命式参与 “可持续环保行动”

注: 该表只从性质上做粗略展现，无量化含义;“√”表示在该维度上具备较高水平表征，“×”表示在该维度上具备较低水平表

征;“—”表示在该维度上没有相应表现特征。

四、结论与讨论: 环保公益使命与公众参与

本文侧重于构建以受害相关程度为前提，以组织化行动为载体，以环境公益使命为依托的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分析框架，试图将公众日常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勾连起

来，重新解读环境距离的内涵，通过组织化的环境宣传教育与污染调查行动实践建立公众与环保

社会组织的联系，推动传统的环境厌恶( 污染) 距离转向环境友好距离; 倡导建立具有“大家意识”

的环境公益“使命共同体”，促进公众环境参与的组织化与制度化，使公众真正成为环境多元共治

的重要主体之一。为了回答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发

现，在环保公益使命、组织化参与以及环保专业知识三大要素共同作用下，知情公众走向一条可持

续的使命式参与行动路径，即环保公益使命成为公众可持续参与的核心因素之一。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多元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众”是非均一同质的主体，包括个体化或组织化的公众的

差异化行动规则与逻辑，对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类型选择影响因素的内涵解读以及关系分析具

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为此，本文将对以下几个结论性问题进行反思性的讨论。

第一，构建“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多因素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类型学分析框

17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架，以回答公众缺席参与的问题。该框架中的多因素影响机制具有一种结构性而非线性特点，也

就是说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过程并非完全按照该逻辑线性推进，可能在任何阶段出现退出或终

止的情况，进而呈现为一种从个体化参与向组织化参与的动态演变过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

理性类型的分析框架侧重结合社会性与心理性因素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其核心在于把握影响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因此，即便是在特定情景中也能找到与理论框架相符的事实。为

此，本研究根据四大案例构建公众参与类型图景与行动逻辑，以揭示公众“参与失灵”实质上是“沉

默的大多数”淹没少数“环保使命共同体”的一种参与现状，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类型推论性与适

用性。

第二，环境治理时代下“环境友好距离”的新解读。“退城入园”的城乡结构变迁推动了企业

园区往“农村去”而农民到“城里来”的双向流动。因为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看不见”而使得公众参

与成为观望式参与。然而环境公益的核心本质是以可持续环境保护为使命，于是本文将“环境厌

恶距离”解读为“环境友好距离”。“环境友好距离”无关乎污染距离远近，将不同环境距离公众的

可持续生活方式与环境保护行动勾连起来，有利于让公众成为“美丽中国”参与者与建设者，为此

“环境友好距离”在环境治理新时代下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

第三，在环保行为的多因素决定论中，进行环保专业知识对受害程度的替代效应探讨。既有

研究表明后物质主义理论引导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具有“大视野、正义性、可持续”等特点，如青年应

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①、非洲动物多样性保护等。由于环境污染的隐蔽性加剧，公众环境知识水平

提升，公众环境关心的视野逐渐从“区域性”走向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从而替代因污染核心区的受

害事实或风险威胁刺激而产生的环保行为。从远离污染风险威胁的公众选择使命式环保行为这

一事实表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并非完全是一种行为主义模式的直接回应，也可能具有以环境专

业知识为基础探讨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与环保利益的相关性属性，公众从“私利”的环境救济行为走

向“公益”的可持续环保行动，是公众参与构建“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

第四，环境正义从地方性走向公共性的解读。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害性与利益相关性对环境正

义的解读必然从以社区为本的地方性走向普遍的公共性。大量的邻避运动因为前者陷入道德困

境而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要将地区环境价值转化为普遍性的环境价值，例

如，云南反对水电开发案例中环保组织将环境议题从地区的环境价值( 如移民安置、水电扶贫等)

转向普遍性的环境正义价值( 如生物多样性等) ，获得了公众参与的成功［83］。为促进环境正义与

环境友善的可持续行动，应适当放宽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政策约束，充分发挥其培养公众社会责任

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功能，提升公众风险沟通意愿与利益表达的能力，为公众组织化、制度化参与环

境治理提供平台与渠道，促进公众有序、合法且可持续的参与。

总体来说，通过构建“环境友好距离—环境专业知识—环境正义公共性”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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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China Youth Climate Action Network，简称 CYCAN) ，由一群心系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的中国青

年人于 2007 年 8 月发起创立，是中国第一个专注于推动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CYCAN 主要通过气候倡导、在
地行动、行业探索和国际交流四个工作领域有力地推动青年人了解、认识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为有志青年提供引领

绿色变革的平台。目前已有超过 500 所中国高校参与到 CYCAN 组织发起的行动中来，影响超过数十万青年。在本文中主要是指

具有类似特征的青年群体，其为关注宏观的环境距离较远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行动的后物质主义者。



实践类型与行动逻辑的解释框架，有利于优化公众组织化与制度化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精准高

效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对深入剖析公众、社会组织与国家在环境治理实践中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作为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第一，以目的判断法选择典型案例比较分

析，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本文根据理想类型框架选择四个典型案例，在案例实际的发展

过程中，同一个案例可能经历多种类型，或同一时期中处于不同环境污染距离的公众参与可能呈

现多种实践形态共存的图景，而非线性发展逻辑下的单一参与实践类型。第二，本文对类型学分

析框架中三大影响因素的水平高低，并没有进行精确指标测量而是采用质性判断呈现，未来将基

于既有研究对环境使命、环境专业知识以及受害相关等核心因素变量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第三，受制于案例，本文对不同类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类型的参与成效以及对公众多元

化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路径与逻辑没有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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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prepositional procedure determine that the mediation application has its particularity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which mainly includes to reasonably allocate the mediation personnel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dures，and to strengthen the judicial initiative in the process of litigation mediation by starting up medi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and powers，formulating mediation schemes and reviewing the legality，rationality and clarity of mediation agreements． We
should promote the publicity of 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 from aspects of full disclos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open feedback
mechanism，and set up the connection procedure with consult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ompensation agreement．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ase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ple Cases

ZHONG Xingju，LUO Shixing
Abstract: The public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there is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definition，action logic and practice typ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firstly，and construct a typo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
Victim-related-Environmental Knowledge-Environmental Mission" in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 1) The " public"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victims，stakeholders，informed public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y have various participation visions in turn: the silent majority or campaign-style participation，collective
protest，mission-based participation， and watch-and-wait participation． ( 2 ) The practical typ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epends on the sequential influence of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the degree of victimization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istance is the primary prerequisite，and the type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paths，and the miss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 3 ) Mission-based participation with organization is a possible wa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Therefore，in a specific situ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process，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a diversified path model and result forms，which cannot be generalized．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optimize the path of organizing and institutionaliz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o improv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ability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Ｒesearch on Consumers' Green Product Preference Mechanism from Perspective of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LIU Zhichao，CHEN Yiying
Abstract: Ｒ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has brought abundant material life to mankind，but at the same time more
serious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reen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gradually favored way of life and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marketing，but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s that cut into the field of ethics and study its impact on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ral compensation，this paper proves，with three experimental results，that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green products can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ontext of moral dissonance，in which guil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and
moral disengagement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termediary relationship． For subjects with low moral disengagement，the guilt caused
by moral disharmon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green product preference; while for subjects with high moral
disengagement，the mediating role of guilt would disappear when faced with moral dissonance． This paper further combines the
research of moral psychology and green consumption，providing guidance for how to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of green products．
Ｒ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sumers'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A Ｒole of Advertising Goal Framing and
Ｒegulatory Focus LI Dalin，YU Weiping
Abstract: The advertising goal fram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consumers'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According to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goal framing can be categorized as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ongruency effect between goal framing and regulatory focus． Consumers'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on extrinsic goal ( vs．
intrinsic goal) is greater for promotion-focused ( vs． prevention-focused) individuals． Green involvement moderates the congruency
effect between the advertising goal framing and regulatory focus on the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Advertising attitude and green
perceived value mediate the congruency effect between advertising goal framing and regulatory focus on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marketing．
Ｒesponsible Leadership，Green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Ｒole of
Environmental Locus of Control PAN Chichun，HUANG Fei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Attribution Theory，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and verifies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locus of contro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responsible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Secondly，green psychological climate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Last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is moderated by environmental locus of control，which also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through green psychological climate．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cultivate and promote employee green behavior，which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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