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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场域中的舆论生态及其治理 

陈联俊 

摘 要 ： 在移动互联 时代，微信创造 了新型的人际互动模式与交往空间。微信 场域以 

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建构 了舆论生态系统 ，表现 出个性化与强关联、异质性与仪 式感、共 

振性与双面化等特征；从微信舆论的发生、发展、演变与分化，可以看出微信场域的舆论 

生态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社交关系构成；微信场域舆论生态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互动场域、 

群体性质、人员结构和群体状况等；要治理微信场域舆论生态，需要重视媒介价值、群体 

规范、粉丝效应和激励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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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作为移动互联时代流行的网络交流 

方式，正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改变着社会意识生成 

模式，尤其是微信场域中舆论多元化表现越来越 

明显，对网络社会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舆 

论”是指“社会公众共同持有的对某一社会事件 

或社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 ‘从分析的角度来 

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 

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②考察微信场域的舆论生态对 

构建虚拟社会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微信场域舆论生态的表征 

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微博舆论 的公共性 、发散 

性与裂变性表现明显，③传播影响大，传播速度 

快，但是伴随移动互联技术的兴起，微信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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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 

(一 )个性化与强关联 

“随着私人生 活走向公共化 ，公共领域 自身 

则染上了内心领域的色彩。”①微信作为建立在虚 

拟空间的新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 

越来越凸显，公共群体中的个体有着强烈的自我 

意识 ，以高度独立的身份参与舆论建构。而且，在 

微信场域中，个体的身份来源各不相同，基本在各 

自的生长环境中形成了性格气质 、思维模式 、处世 

观念与语言风格等，在网络虚拟环境中难以改变， 

必须要在群体交往的磨合中形成互动环境。在不 

同的微信群聊中，群体关系契合度区别较大，如果 

微信群体与现实群体高度重合，群体关系密切，群 

体交往深入 ，线上线下互动，则增强群体关系的同 

时也能发挥 出个体的价值特色。微信场域 中的个 

性化色彩既赋予群体舆论的多样内涵，但是也埋 

下了价值分化的隐患。 

在微信场域中，个体交往延续着现实社会规 

约，尤其是中国社会的人情礼仪、宗族传统、风俗 

习性等约束纽带，这些要素在微信场域中的潜在 

作用仍然存在，必然影响其群体归属感。而且，微 

信与微博、QQ、论坛、贴吧等网络传播形式相比， 

从一开始就以移动互联 网络为载体 ，进一步强化 

了全时空的多维互 动集成性 ，与用户生 活高度相 

关，群体成员类型化明显，个体的节点作用无限放 

大 ，呈现 出的强关联 性突 出，因为其 以彼此 “同 

意”交往为前提，通过微信平台实现现实与虚拟 

的“共在感”。在微信场域中，不同微信群聊之间 

也会发生人员迁移 ，即随着用户习性的改变 ，原有 

群体成员会向新型据点转移，从而发生人员、结构 

和组织权力改变，逐步改变微信舆论生态。 

(二)异质性与仪式感 

微信场域舆论的异质性是指成员、结构、诉求 

等不同方面存在着 巨大差异 ，进而影 响价值观念 

在空间分布和力量大小上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 

首先，微信成员存在状态不同、群体成员数量多少 

在虚拟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微信群体成 

员之间共识关系与交往频率也会有不同的群体表 

现，微信群体成员分别以不同身份参与不同的微 

信活动，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个体的现实状态也 

在同时影响微信舆论生态。其次，微信群体价值 

取向各不相同，商业群、兴趣群、情感群、学术群、 

政治群、文化群等不同类型 的微信群 的创立动机 

决定其成员关系不同，而且微信群体除了现实关 

系，还有消费关系、分享关系、位置关系、生活关系 

等，不同的群体价值对群体意识和群体心态的内 

在作用不同，从而进一步影响微信群体的舆论走 

向。再次，微信群体诉求不同也会影响舆论生态。 

情感诉求的微信群体有较强的凝聚力，彼此之间 

信任度和归属感相对较高。利益诉求的微信群体 

功利性色彩较强 ，利益 目标在群体舆论上 的体现 

较为明显。政治诉求的微信群体舆论理想化程度 

较高。 

微信场域舆论的仪式感是指微信主体彼此之 

间存在着复杂的组合关系，从而通过关系共同建 

构起价值共享的仪式。“为了建立信任，一个人 

必须既信任他人，也值得他人信任，至少必须在关 

系的范围内如此。”②微信群体的结合大多基于自 

愿原则而形成，彼此之间从心理上存在相关性，这 

种相关性就是价值共享的发端。在微信群体交往 

和群体活动中，如群聊、红包、游戏等，心理体验相 

关性不断增长 ，粉丝效应明显 ，每个个体都可以建 

立自己的粉丝群体，微信个体的粉丝越多，微信群 

体影响力就会增加，群体价值也会不断提升，无形 

中强化了具有共同价值的个体互动，增强了个体 

之间的交互关系。 

(三 )共振性与双面化 

微信舆论 与交往特 质密不可分 ，群聊 、朋友 

圈、摇一摇、附近的人、漂流瓶等形式 ，把虚拟互动 

形式囊括其 中，满足不同的交往需求。共振性是 

指微信场域能够承载文字、视频、图片、动漫、数 

据、位置等网络符号，可以充分发掘个体的碎片化 

时间，形成随时随地的圈子文化 ，通过虚拟社交互 

动关系形成舆论共振生态圈。微信群聊对于微信 

舆论生成起到重要作用，其 即时互动 、便捷共享、 

①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 185 
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 自我认同》，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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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载体等都会形成共振效应，不断催生价值蕴 

涵，产生舆论热点。在微信场域舆论生态中，由于 

微信群体的多样复杂性，必须要依赖价值共识对 

个体的引领作用。在微信价值共识的构建过程 

中，应进行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平衡，帮助个体适应 

虚拟空间，找到自己与他者在虚拟公共领域中的 

相处之道 。 

微信场域舆论生态既关系群体在网络空间的 

生存和发展 ，也关系到 国家和个体在 网络空间中 

的地位和影响。“移动传播技术使传播行为复杂 

化和结构化，以不同技术形态伴生于用户工作、生 

活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最终渗入社会日常活动 

的诸多领域。”①微信作为不同时空个体产生共鸣 

的载体，其深度介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有效整合个 

体的社会关系，创造虚拟的社交场景，承载的价值 

影响力不可估量。但是，微信舆论生态对于国家 

的积极意义有其前提条件，即微信舆论的价值取 

向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契合度，两者有着 

共同的价值追求。“核心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 

所在。”②如果微信群体的价值观念与国家主流价 

值相背离，则两者之间的对抗性会不断增加，甚至 

出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危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 

全。微信群体凝聚力越强，双面效应的影响越大。 

而且，微信群体价值一旦形成社会效应以后，还可 

能与现实社会群体形成互动，从线上发展到线下， 

带动现实社会群体情绪和舆论风向，改变国家政 

治生态。 

微信场域舆论生态的变化 

微信场域舆论生态的形成遵循由外及内、由 

内及外的循环过程，可以说，微信场域的舆论生态 

变化过程就是多元价值传播的过程。 

(一)微信舆论的发生 

微信舆论形成原因复杂，动机多变，以非线性 

方式传播价值取向。微信舆论的发生是以熟人关 

系为基础 的公众 意见 的集 聚。首先 ，舆论 出现。 

“微信的在场意味着身体以多重方式出现，可能 

是声音、文字、肉身的影像甚至一个表情符号，实 

体空间的肉身在场与虚拟的在场方式相互混杂、 

交织以至于融合。”③舆论发起人对于微信舆论而 

言，就是舆论出现的象征，无形之中代表着个体的 

愿望和期待。也就是说 ，只要有舆论发起人 ，就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 中存在 的公众意见 ，也在 

一 定意义上反映出意见传播的内在需求。其次， 

舆论发酵。微信舆论发酵是舆论形成的关键性步 

骤，是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交流意见的程度和效 

果。“微信为用户提供了‘身体共在’的互动仪式 

场域，用户普遍能从中获得情感能量的交换、补 

给。”④在微信舆论出现以后，成员交流不断加深， 

沟通频繁，理解深入，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意见影 

响力逐渐增加，微信舆论对于个体的价值影响越 

来越大，个体对舆论的沉浸感也就相应提升。再 

次，舆论角色。不同个体在微信舆论中也会有不 

同的角色分配。舆论角色意味着个体在舆论场域 

中的地位和价值 ，一旦个体认识到 自身在舆论中 

的角色位置，并能够接受其自我定位，则意味着从 

个体角度来说，已经在心理上认同微信舆论与自 

己的关系建构。也就是说，在微信舆论场域中，不 

同个体承认 自身在舆论生态中的存在，并参与微 

信舆论 中的意见交换。 

(二)微信舆论的发展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人人都有可能 

感到 自己是传媒的主人，掌握着文化传播的工 

具。”⑤微信舆论始终处于动态建构之中，群体舆 

论发展会体现一定的规律：第一，微信成员之间相 

互激发。“个人在这种 网络 中既是被权力控制的 

对象又是发出权力的角色。”⑥微信舆论深化建立 

在群体成员关系发展基础之上，群体关系发展在 

于群体成员彼此的吸引和交流。在群体内部沟通 

① 喻国明、吴文汐、何其聪、李慧娟、杨雅：《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与使用》，北京：人民日报出版 

社 ，2016年 版第 5页 。 

②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7页。 

③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o15年第 12期，第 11页。 

④ 柳竹：《浅析微信互动传播的情感动因》，《探索与争鸣)2o16年第 2期，第 35页。 

⑤ 石义彬：《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第21页。 

⑥ 石义彬：《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第 285页。 

1 5】 



陈联俊 “微信”场域中的舆论生态及其治理 

过程中，成员来源广泛，个体能够从他人身上获得 

信息和资源，就会从情感和心理上不断巩固认同 

感和归属感 ．从而对舆论起 到推 波助澜 的作用 。 

第二，不同微信个体成员的同化过程。微信群体 

成员之间关系强化以后，个体将会对群体产生依 

赖和信任感，能够不断从群体中获得支持，逐渐遵 

循微信群体的要求和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个体 

的个性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加剧了微信舆论“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 

甚至会出现群体极化现象。这些现象对于个体来 

说，不是主动选择，而是微信群体同化的结果。第 

三，微信舆论群体思维形成。微信群体同化个体 

的过程越长，对个体的影响越大，个体会在长期的 

微信舆论意见中逐渐陷入群体思维模式 ，用群体 

的立场、观点、方法等来对信息进行加工、判断和 

表达，不知不觉中使 自己的思维方式与群体舆论 

相互一致。从微信群体的角度来看，群体思维的 

出现显示出群体凝聚力达到了相 当高的程度 ，群 

体舆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进而 

对虚拟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 )微信舆论的演变 

微信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特定的过程，鉴于 

微信场域的虚拟存在特性，舆论环境与群体成员 

都会受不确定因素影响。一是微信信息的多变 

性。网络媒介是电子媒介 的发展 ，但 是其呈现出 

来的信息共享程度远远超越广播、电视等电子媒 

介 ，从而对于建立在信息 多元基础上 的公共意识 

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移动互联网络技术更是集 

成了不同形态的信息资源，微信技术可以充分利 

用这些信息资源 ，不断更新数据 ，改变传输范围， 

与微信群体相关的信息都会及时进入群体内部交 

流，形成群体互动，影响群体意识，改变群体舆论。 

二是群体成员的匿名性。现实社会群体有其特定 

的社会身份和角色，群体通过成员识别可以实现 

对个体的身份定位，进而用其社会关系来约束其 

行为。微信群体构成相对而言匿名性增加，个体 

自我的道德约束感和责任心将会无形降低，非理 

性的意见表达容易出现，从而加大群体舆论风险。 

三是群体关系的脆弱性。微信成员来源广泛，内 

部关系构成相对脆弱，因为个体可以失去虚拟的 

社会关系，但不可能失去现实的社会关系。即使 

微信群体对个体的精神感召力再强大，也难以赋 

予个体现实社会生活的所有需求，个体必须要在 

现实关系中生存和发展，其随时可能摆脱对微信 

群体的精神依赖和寄托，造成微信群体的崩溃，改 

变舆论生态。 

(四)微信舆论的分化 

“技术使得人类社会实时产生的数据成为 了 

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①网络媒介能够为人 

们提供不同于现实的身份建构，这种网络身份既 

可以与现实社会关系产生关联 ，也可能不会发生 

交集。而且 ，移动互联 网络 中的身份建构具有一 

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微信舆论建立在网络群体 

身份的建构基础之上，群体身份更多的是微信群 

体的心理相关性。如果群体身份消失，舆论也会 

逐步走向分化 ，乃 至消失。第 一 ，群体 目标 的消 

失。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目标任务，可以说群 

体 目标是群体存在的依据。微信群体 目标可以是 

信仰、利益、情感、兴趣等物质或精神追求，可以是 

显性或隐性目标，现存或预设目标。微信群体目 

标提供了期待或愿景，但群体目标消失，就会给微 

信群体带来离散情绪和心理，进而逐步解构微信 

舆论。第二，群体关系的恶化。微信群体关系相 

对自由，但是群体成员仍然存在角色区分。在群 

体交往互动之 中，不同身份角色的个体之 间也会 

出现矛盾和冲突 ，如果矛盾双方能够理性对待和 

处理此类事件 ，就不会扩大影响面。反之 ，如果在 

价值观念、利益分配、认知态度等问题上出现分 

歧，难以达成共识，微信群体关系就可能破裂，造 

成舆论分化。第三，群体信息失真。微信群体信 

息来源广泛 ，由于信息路径繁杂，如果群体内部没 

有相应的信息过滤机制 ，就有可能使 得部分失真 

信息流传，造成群体内部不信任情绪蔓延以及公 

信力下降，形成不良的微信舆论生态。 

三、微信场域舆论生态的影响因素 

微信场域舆论生态是移动互联网络技术与社 

会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既为社会交往创造新 

型虚拟空间，同时对个体行为、社会价值 、国家治 

① 陈潭等：《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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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冲击性也不 断扩大 ，需要对其内在影 响因素 

进行探讨分析。 

(一)互动场域 

微信互动场域为群体创造出新型的情感空间 

和社会情境，激发群体意识，影响群体价值。第 

一

，虚拟空间秩序。“人们的行为结构在心灵与 

身体交织的过程中被重构了。”①在虚拟空间中， 

现实社会秩序被颠覆，性别、年龄、种族、外貌、家 

庭、身份、地位、财富、声望、区域等在社会交往中 

的价值因素发生变化，人们在虚拟空间中重新组 

合，形成了不同虚拟群体。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 

础的虚拟群体，群体舆论事实上主要是以现实社 

会关系的强弱为前提，也就是说此类虚拟群体舆 

论与现实群体舆论有高度重合性。以虚拟社会交 

往为基础的虚拟群体，其交往目的和交往场域都 

在虚拟环境中生成，其群体舆论是在主体身体 

“缺场”下形成，由主体虚拟生活体验和精神感受 

的比重所决定。第二，虚拟技术价值。微信技术 

使得虚拟空间表现出高度共享状态，个体的信息 

和资源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进行着交换和互动，微 

信群体的内外部环境之间共通共存。微信技术不 

是孤立存在于移动互联网络之中，其与诸多传播 

技术同时并存，相互交换信息资源，微信、微博、 

QQ、空间等社交媒体之间的资源共享明显，并不 

断创造人际交往需求，共同推动人机互动技术的 

进步和发展。微信群体关系随着技术变化不断地 

分化组合，群体舆论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尤其是在 

虚拟现实技术 的发展过程 中，虚拟与现实之间的 

界限更加模糊，每个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个体都 

会同时受到来 自不同虚拟与现实环境的直接影 

响，必然会对虚拟空间舆论生态带来诸多影响。 

(二)群体性质 

微信群体构成超越地理空间，但是其组织化 

程度却并不逊色于现实群体。“自觉的个性的消 

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 

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 

不 一定 总 是需 要 一些 个人 同时 出现 在一 个 地 

点。”②第一，利益群体。网络经济改变了现实经 

济规律，重新构建了利益分配机制。在微信利益 

群体中，群体舆论动力是经济利益，只有能够为群 

体成员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来源 ，才能始终保持 

群体内部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在微信利益群体 

中，利益来源越广，利润率越高，群体舆论影响力 

越大，内部成员的凝聚力越强。第二，政治群体。 

政治群体的舆论导向是政治理想和政治诉求，集 

中体现群体成员之间的政治价值共识。在微信政 

治群体中，既有符合主流政治价值的群体组合，也 

有非主流政治价值的群体构成，甚至有反主流价 

值的群体存在。多重政治价值的复杂并存，给微 

信舆论生态带来的挑战与冲击异常激烈。第三， 

趣向群体。微信为兴趣爱好相同的人群提供了广 

阔的交流平台，而且微信红包、游戏、摇一摇、附近 

的人等娱乐活动也为诸多群体开辟了全新 的趣向 

爱好，吸引了社会注意力，创造了新型网络舆论公 

共空间。趣向群体凝聚力来 自于群体兴趣、爱好、 

娱乐的交流互动，激发群体的趣味程度是保持微 

信群体吸引力的关键所在。第四，情感群体。微 

信空间中的情感群体既有现实亲情、友情、爱情的 

延续和发展，也有在微信虚拟空间中逐渐培养起 

来的情感关系和活动。在微信情感群体中，人的 

情感需求占据首位，成为凝聚关系、激发舆论的关 

键性因素。只有在微信空间中不断培育情感载体 

和情感纽带，才能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三)人员结构 

虚拟空间中“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而传播；身 

体在空间上的移动和重新定位对于意义和关系的 

调整不再像以往那么必要了”。③微信群体人员 

为半开放结构，即其成员必须得到彼此之间的同 

意认可，这种结构对微信舆论形成有内在驱动作 

用。第一，现实熟人结构。熟人群体是指在现实 

社会中彼此之间产生社会互动的微信群体。这种 

群体成员之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信任度较高，价 

值共识较强。微信熟人群体关系也有区分，在中 

国文化群体中，家族亲属微信群体关系最为紧密， 

其次是现实朋友关系的微信熟人群体，最低层次 

的是现实认识关系的微信熟人群体，可以说延续 

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第二，虚拟交往结构。 

① 唐魁玉：《虚拟空间中的心身问题——对心灵哲学观点的辨识与吸纳》，《哲学动态))2007年第 4期，第 3O页。 

②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 16页。 

③ 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 ，2OO1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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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群体是指在虚拟空间通过微信方式结合而 

成、有共同需要或共识、彼此互动交往的微信群 

体。微信虚拟群体交往价值主要是满足需求，交 

往领域主要是虚拟空间，彼此之间存在着生活空 

间隔阂，相对信任度较低，群体差异性较大。如果 

微信虚拟群体成员有较强的交往动机，群体舆论 

就会不断扩大影响。如果群体交往不畅，产生价 

值冲突和交往障碍，则可能带来舆论恶化或群体 

解体。第三，混合结构。混合结构是指在微信群 

体 中既有彼此在现实社会交往的熟人成员 ，也有 

在虚拟空间交往的群体人员。在此类群体中，微 

信群体舆论影响力的高低关键在于现实熟人群体 

与虚拟交往群体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尤其是熟人 

群体要充分重视其他群体成员价值，不断发掘和 

创造彼此之问的共识和需要，提供良好的互动场 

域环境，协调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成就微信 

场域的良性舆论生态。 

(四)群体状况 

“移动互联网使人的社交关系更为复杂多 

样 ，呈现出‘缺席的在场’与 ‘在场的缺席 ’两种并 

存状态。”①在微信群体中，群体 自身状况会在不 

同时期改变舆论生态。主要有：第一，群体价值 

感。在微信群体中，群体成员能够找到自己位置， 

并且能够在群体中实现自身价值，群体成员之间 

相互“点赞”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情感 

认同，微信群体对成员的价值吸引力增加，舆论生 

态就会改善。而且微信群体成员能够不断获取信 

息或资源，满足 自身需要，丰富自身体验，支持 自 

身发展 ，彼此之间互动交往频繁 ，无形之中不断促 

进舆论生态的优化。第二，群体公平感。微信群 

体中公平感对于舆论生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也就是说，微信群体成员之间对于 自身和他人在 

群体中的地位和价值应该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并 

且对现在的群体舆论角色分配比较满意，则群体 

成员之间就会形成良性互动。第三，群体影响力。 

网络群体存在于虚拟空间，可以借助于网络技术 

扩大自身影响力，但是微信舆论影响力的扩大需 

要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否则难以在信息海洋 

中获得持续关注。微信舆论影响力越大，则群体 

价值感越强。第四，群体趋势性。微信群体建构 

的基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平台，微信群体 

的价值取向会对群体舆论产生驱动作用，符合社 

会价值需要的微信舆论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 

微信技术发展趋势不是其 自身的持久存在，而是 

在于必将会被新型社交媒体所取代，群体舆论也 

会在新型社交媒体中建构自身的舆论生态。 

四、微信场域舆论生态的治理路向 

微信舆论治理要从多主体、多层次、多视角进 

行，既要充分调动个体、社会和国家的主动作用， 

也要从网络公共领域的属性出发，注重“行为体 

之间(战略或利益)的协调 ，还有规则与行动价值 

之间的协调”②。 

(一)媒介价值 

网络治理离不开个体 和群体的价值共识 ，价 

值共识可以改进 网络行为规 范，有利 于网络空间 

的内生秩序逐渐形成。微信作为新型社交媒介， 

文化多元性突出。“文化始终在媒介 中重新确 定 

各种意义”，④要优化舆论生态需要为群体存在与 

发展提供价值导向。第一，信息价值。微信群体 

成员要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信息互助精神， 

不断地为其他成员提供信息，供应资源，提供支 

持。不同微信成员对信息需求量和需求方向各不 

相同，群体成员要共同维护微信舆论的信息功能， 

并且与现实社会保持密切互动，洞察社会动态，切 

合群体需求 ，促进形成信息资源库。第二 ，情感价 

值。微信技术本身就是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产 

物，微信舆论治理要对群体成员的心理变化有体 

察感受，并作出回应引导。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 

成为情感互动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们的生 

活方式 ，要在微信 中为人们找到情感释放的出口， 

既为成员提供个体价值追求 ，也要平衡微信群体 

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微信关系中建立社会信任机 

制，从而改变群体舆论环境。第三，发展价值。微 

① 王力：《移动互联网思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2页。 

② 让一皮埃尔·戈丹著，钟震宇译：《何谓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 23页。 

③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著，祁林译：《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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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传播技术也会带来个人权利、信息安全、技术伦 

理等不同方面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微信舆论中的 

即时化 、盲从化思维带来 的短视效应比较明显 ，在 

海量信息刷新中，微信舆论往往只能关注当前热 

点问题 ，难 以深入探讨长期和全局问题 ，因此需要 

在更高层面考虑技术导向。而且，在微信舆论生 

态中，重新探讨虚拟实践伦理和公民道德有着迫 

切需要，只有从个体和社会层面上建立了价值信 

仰，才能保持舆论的健康发展。 

(二)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在群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中一经形 

成 ，便具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力量 ，它通过不断内化 

为人们的心理尺度 ，而在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 中发 

挥出积极作用。”①微信群体构成需要遵循一定的 

运行规则来调节个体行为，保持群体关系的和谐 

协调以及群体目标的实现。微信群体规范通过教 

育和规制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是要通过群体成 

员之间的相互约定，逐渐形成群体活动观念，加入 

微信群体的个体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适应群体观念 

要求，进而形成特有的微信舆论文化。群体观念 

对个体的压力虽然不是强制性，但是其会在人际 

互动和心理情感上产生威胁，使得违反群体要求 

的个体可能被其他成员孤立、排斥或歧视，从而迫 

使成员就范。另一方面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来对 

群体成员的言行进行约束，保障微信场域的舆论 

环境。网络技术平台可以创造不同的微信群体， 

无论微信群体形式如何变化，但是其对技术的依 

赖性始终存在，微信群体可以运用网络技术来规 

制群体成员交往模式，引导群体舆论方向。微信 

朋友圈与群聊的分享功能保持信息在不同社会群 

体之间的 自由流动 ，对社会情感 有无形 的导 向作 

用 ，对大众舆论走 向的影响巨大。虽然从一定程 

度上来说，信息分享机制有利于保障个体信息自 

由的权利 ，但是对虚拟空 间的舆论生态有潜在的 

分化作用，需要完善微信群聊与朋友圈的信息净 

化机制，推动改善微信场域舆论生态。 

(三)粉丝效应 

微信舆论往往通过群体成员之间交往互动， 

体现出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粉丝效应对于微信舆 

论形成有着内在推动力。“粉丝是互联网时代的 

驱动力。”②在微信舆论治理中，要注重发挥粉丝 

效应作用，通过不同方式引导微信舆论，主要关注 

点：第一是微信舆论的主题。主题在群体文化的 

形成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于群体舆论有着 

内在促进作用。要引导微信群体舆论方向，可以 

通过培养群体创始人，开创主题微信群聊、公众 

号、朋友圈等，扩大良性粉丝群体，促进微信舆论 

文化整体改良。第二是微信舆论的活跃者。微信 

舆论总是在交流互动中酝酿和发生，其中群体的 

活跃分子对于群体舆论走 向有着显著的影响。微 

信群体活跃分子能够为粉丝成员提供最新信息、 

沟通个体有无、协调群体关系，从而为维系群体运 

行起到推动作用。发掘和利用微信群体活跃分子 

来传递信息、畅通渠道、活跃氛围，是进行微信舆 

论治理的必要手段。第三，微信舆论的引领者。 

在不同微信群体中，社会效应各不相同。一般来 

说，微信群体参与者如果有着较多的现实社会资 

源或社会影响，微信舆论变化就可能对现实舆论 

产生连锁反应。“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 

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 

种权力。”③微信舆论中的专家、学者、媒体、CEO 

等具备知识基础或管理经验，他们在微信粉丝群 

体中能够引发舆论转向。国家领导人、影视娱乐 

明星、网络大 V等都在微信空间有特定的粉丝群 

体。要改善微信群体舆论，发挥这些微信群体引 

领者的号召力必不可少。 

(四)激励机制 

“传播是一个 国家锻造公共认同、目标和意 

志的手段。”④微信舆论需要具备合适的激励机 

制，将群体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有机结合起来，形 

成良性舆论氛围，创造群体伦理文化。微信群体 

激励主要包括：第一，目标信念。“象征是一种工 

具，能够使民众借以在短时间内摆脱 自身的惰性， 

摆脱犹豫或盲动，在复杂局势的曲折道路上被引 

① 时蓉华：《现代社会心理学》(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63页。 

② 金圣荣 ：《颠覆世界的互联网思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 1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 117页。 

④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著，祁林译：《媒介建构 ：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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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联俊 “微信”场域中的舆论生态及其治理 

导着前行。”①微信群体成员来源广泛，背景不一， 

需要为群体成员创造群体 目标，提出具体的群体 

象征方向。在微信场域 中要进行 目标整合 ，找到 

契合点，使之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在目标实现 

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正面激励，巩固群体意识 ， 

推进 目标进程。第二，志趣激发。微信群体舆论 

多元化色彩浓厚，诸多微信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 

志向、兴趣、爱好、特长等方面的差异性，要维持微 

信群体凝聚力，深入挖掘群体成员内在动力，激发 

团队意识，调动个体积极性，促使微信群体成员之 

间协调互助，在不同的群体角色中发挥出自身优 

势和特点，增强群体信心和力量。第三，系统信 

任。“系统信任的合理基础在于，信任他人的信 

任。”②微信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差异、矛盾和冲突， 

为群体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要增强微信舆 

论的正面价值，必须要对群体冲突进行有效治理， 

避免极端化事件发生，逐步建立微信群体的系统 

信任。第 四，压力激励。微信 良性舆论 的形成需 

要创造条件引进不同形式 的压力因素 ，激活个体 

成就动机，增进群体绩效。微信群体要不断保持 

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沟通，在群体内部开展良 

性竞争 ，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成就舆论活力。 

“微信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联结(现代性范 

畴的功能主义传播观)，也不仅仅是为了达致共 

识而进 行 的交 流 (基于交往 理性 的主体 间性互 

动)，而是群体 的共同在场 ，它创造 了人类社会 的 

一 种崭新的‘共在 ’感。”③随着网络技术 的发展 ， 

微信场域不断变化，并逐渐会被其它网络传播技 

术所替代，但要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增强虚拟空间 

价值共识 ，必须要重视网络舆论变化机理，将改进 

网络舆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The Ecology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Field of Ẅ echaẗ and Its Governance 

CHEN Lian—jun 

(School of Marxism，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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