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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今天的世界，電視、電台、報刊等傳統大眾傳媒依舊保持:強大的

生命力，互聯網的快速成長並沒有如樂觀者先前預期的那樣，徹底顛覆舊有的

傳播範式，但也絕不像悲觀者抱怨的，它只是提供了「公共領域」的幻覺1。或

許，在歷經數百年發展的西方民主國家，由於公民政治參與的途徑比較廣泛，

與選票掛�的民意一直倍受重視，互聯網不過是既有媒體和生活方式的補充和

延展，「縱欲」的快感並不強烈；但是在中國，由於嚴格管制而長期處於喑啞狀

態的各種民間話語和民間力量，突然間借助新的技術手段找到了出口。互聯網

遂成為「新人類」在感官疆域中的個體狂歡提供了手段，也為傳統意義上的「本份

公民」構建起了互動參與的新平台。

不斷湧流的個人表達不僅以「眾聲喧嘩」2的熱鬧形式挑戰既有的「霸權獨

白」，針對焦點事件的公共討論更是以「井噴」之勢，成為網民介入中國現實政治

生活的神兵利器。在紛雜的聲音和事件的迷霧中，我們是否可以探究和總結出

民意凸顯的新機制？來自網絡江湖的表達意願，究竟如何對現世廟堂的施政產

生效果？這正是本文關切的主題。

一　網民：一個新社群的成長

2009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了〈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

統計報告〉3。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網民人數達到2.98億（寬帶〔或稱

寬頻〕接入者2.7億），超過了英國、德國和法國的人口之和。縱向比較，網民人

數已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調查時的481倍，是2003年的3.7倍。互聯網的普及率達

22.6%，首次超過21.9%的全球平均水平。

中國互聯網上的民意表達

＊ 本文為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加強和改進社會管理研究」（07JZD0026）子課題之治

理機制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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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如此龐大的網民人群，從主權國家的戶籍管制和身份識別系統中游離

出來了。他們以更加模糊、更加多元的面孔在互聯網上游弋，既可以輕易跨越

信息化的領土邊界，又能在瞬間聚集起群情激憤的議事廣場；既可以冷靜理性

地表達對單個議題的個人見解，也能快速促成現實世界中的集體行動。「民意在

網絡上的現身，不再是噓的一聲，而是轟的一聲；不再是意見領袖振臂高呼，

而是陌生人成群結隊。」4在中國，這肯定是史無前例的現象。

對於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來說，網絡更像是外置的技術工具，可以連

接，也可以卸除。但1990年後出生的城市年輕一代，幾乎和互聯網一起成長，

成為互聯網的「原住民」，上網和日常生活融為一體，難以區隔。網絡社群人口

的激增和平民化趨勢，改變了互聯網的傳播模式。互聯網早期的民意表達，帶

有較強的知識份子氣質，到2003年「孫志剛收容致死案」引發「新民權運動」時5，

精英的主導和作用還顯而易見；但到了2007年前後，「新意見階層」崛起6，普通

網民在更大範圍內自主地問政問責，從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廈門「PX事件」

到山西「黑磚ë」，「誰都別想蒙網民」7。

我們當然可以用各類統計數據來描繪變動中的網民群體的物理特徵，但依

靠某些經驗觀察，也許更能把握這個新社群的特質。和現實世界的社群相比，

網民群體的表現往往更具多元化、自組織色彩，因而更富有戲劇效果。

——N重自我的放肆表達

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經將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區分為

「前台」（劇本規定的角色）和「後台」（他們真實的自我）。他深信，人們在前台情

境中的自我表演是高度受控的，甚至是刻意營造或設計的。諸多個體的同質表

演形成了一個個刻板化的「劇班」。觀眾也一樣，依據主流價值對表演者給出評

價，形成另一個觀看的「劇班」8。可是，在互聯網中，個體的識別信息被大幅度

遮蔽，觀眾群模糊不清，人們面對的是一個複雜、多樣和碎片化的開放世界，

傳統的道德標準和參照框架，被淡化為脆弱不堪和變幻莫測的背景。失去某種

「社會化」控制的網民，不再需要那麼循規蹈矩地表演和觀看，自然有膽量甚至

樂意去展現私密的我、情緒化的我、誇張的我、豐富的我。有一種說法是，現

在的網民正像三十年前的農民、二十年前的鄉鎮企業家那樣，自發地、每日每

時地釋放:非體制的力量，表達:新的權益要求9。

——集體行動的瞬間收放

互聯網上的人際關係相對簡單。在這個通過網線搭建起來的巨型蛛網中，

住:太多親切的陌生人，「交流」在這�成為某種可以隨用隨取的物質。更妙的

是，它還設計了一個連線或者脫機的「開關」，使得交往可以隨時展開，也能夠

嘎然而止。它擴展了人的群居本性，又不滋長極度親密可能造成的過份憂傷。

在這種沒有門牌號碼、沒有科層結構、沒有章程規範的鬆散社群中，網民有社

區無單位、有意見無領袖、有集結無紀律。集體行動無需長時間醞釀，沒必要

精心組織動員，暴風驟雨說來就來，厚重烏雲說散就散。

——流動空間的蝴蝶效應bk

互聯網社群的特別之處還在於，網民的意見表達和信息傳播在相當程度上

突破了傳統「把關人」的審查，他們把個人電腦變成了公共生活的「介面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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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室、辦公桌、網吧等「幽暗」處就可以「公開喊話」，也就模糊了公共與私密空

間的感知和界線。在這�，「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取代「地點空間」（space of

place）bl，構建了一個空前巨大的、人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網絡「輿論場」。愈來愈

多的事實證明，在互聯網通達的地方，一件「小事」可能在瞬間就被放大，一個

「小地方」的一點「小動靜」，也可能立即就被世界矚目。2008年中國大事頻發、

波瀾起伏，互聯網更是無可爭辯地成為信息傳播和輿情匯集的主流媒體。

二　民意表達的傳播機制：三種新途徑

毫無疑問，在一個「喉舌」被控制的國家，互聯網的普及大大改善了公眾表

達民意時的被動局面。

從形態上看，中國網民發表與交流意見的主戰場是網絡社區（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一份民間調查機構的統計報告顯示，中國擁有130萬個BBS論

壇，規模為全球第一；38.8%的網民經常訪問BBS，用戶規模達到9,822萬人bm。

現在中國的BBS按其性質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由政府下屬的傳媒機構主辦的政

治性站點，如「人民網」的「強國論壇」、「新華網」的「發展論壇」；二是由商業門

戶網站主辦的附屬討論群，如「網易論壇」、「搜狐論壇」（在「百度」網站，網民幾

乎可以就任何話題設立專門論壇，平均每天發布新帖多達200萬個）bn；三是只做

BBS的社區門戶網站，如「天涯社區」、「貓撲網」，以及各類高校BBS等。

傳播效應同樣巨大的是QQ、MSN等即時通訊軟件，它們也是目前中國網絡

中最受使用者歡迎的服務。特別是騰訊QQ，註冊用戶達到7億（不排除一人多

號），QQ群超過3,000萬，最高同時在線用戶超過2,000萬。

作為意見表達渠道的重要補充，個人主頁（Homepage）一度是互聯網上最絢

麗的風景線之一。但好景不長，多重法規和專項整頓的擠壓使得它們奄奄一

息。但從2005年起，博客（Weblog）的異軍突起又攪亂了格局。它不但傳承了

BBS和個人主頁的大部分功能，而且依託新的技術特徵，表現出更為耀眼的傳播

力量。截至2008年底，中國博客作者已經達到1.62億bo。博客的個人化寫作模

式、博客圈的小眾交流模式，以及社會名流實名制博客的強感召能力，都為局

部意義上的「去中心、反控制」提供了土壤。政治類博客的興起，以及公民記者

的出現，象徵網民偶爾掌握了意見表達的麥克風。

可是，紛繁的民意究竟是怎樣在這個網絡平台上表達、擴散，繼而聚集

「井噴」的呢？

——熱帖、跟帖、轉帖：匯聚偏好的草根投票機制

必須承認，中國互聯網的信息供應和意見表達還是權力主導、資本合謀，

網民只能在權力與資本雙重把關的舊模式中努力突圍。和國家壟斷的「單一喉舌

時代」相比，中國傳媒的改革歷史，可以部分地視為權力和資本互相博弈的歷

史。十餘年潮起潮落，互聯網先是技術天才和民間財團的天堂，繼而國家權力

通過法律和行政手段奪回了信息發布的主控權，但商業資本並未簡單束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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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在非偶然的重大議題傳播環節，意識形態主管機構有條不紊地按照既定套

路，先由權力意志篩選過濾，再透過官辦門戶網站傳遞信息，商業門戶網站只

能亦步亦趨跟隨發表；不過在非關政治的一般選題上，商業門戶網站擁有較大

的自主權，他們毫不手軟，以盡可能吸引眼球的方式捕獲民眾注意力，除了打

色情擦邊球外，也很擅長製造民生議程。

和以往傳播機制最大的不同在於，遨遊於信息海洋中的網民未必被權力和

資本設置的重心牽引掌控，他們仍可能按照各自的興趣發言評論。當網民的反

應達到一定強度時，其意見或情緒就會在更大範圍內引起幾何級數的震動與共

鳴。推動這個傳播流程的動力機制主要有三種：

一是BBS的熱帖機制。大型BBS每天自發生產的內容無數，管理者為了吸引

用戶瀏覽，設置好首頁或者「置頂」的話題至關重要。但很多時候，編輯沒有足夠

信息或能力來判斷網民的閱讀喜好，於是就研發出了依據點擊數和回帖量判斷

內容熱門與否的管理程式。當一個話題被不同的網民反覆點擊，或者被許多網民

回帖評論，該內容就會自動推送到首頁，從而被更多後來的網民點擊評論。

二是新聞的跟帖機制。儘管門戶網站發表的新聞本身是經過把關的，但對網

民發表讀後感則控制鬆弛。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形下，跟帖的多寡與網民的關注

度明顯相關。跟帖不單是網民對新聞的簡單態度和評議，它還可以相互取暖，可

以不斷追問，可以諧謔現實，可以一針見血，可以表達訴求，可以呼喚正義。跟

帖呈現出的民意，貌似散亂，卻顯然更接近真實世界的原生態，它還在無意中聚

集了「散戶」的偏好，彰顯了草根抱團的力量。2003年開新聞跟帖風氣之先的「網

易」網站幾年後向網民致敬，其創意標題就是「無跟帖，不新聞」。該網站還公布

說，2008年他們總共發布了2,397,339條新聞，卻收穫了41,658,635條跟帖bp。

三是「螞蟻搬家」的轉帖機制。互聯網緩解了網民的信息飢渴，但也製造了

無數噪音，造成了信息超載的巨大焦慮。轉帖並不是簡單複製，而是不同背景

的人對不同信息和意見的個性化篩選和再傳播。一些可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內

容，很快就會被無數新聞門戶、專業網站、社區BBS、興趣小組、聊天室、個人

博客轉載。這種機制還使得政府有關部門監管內容的威力大大削弱：在此地被

刪除的意見，在更多的別地倖存。一傳十、十傳百的古典交頭接耳模式，借助

信息技術無損耗低成本的「群發」功能，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將事件或意見傳遞到

廣闊且縱深的地帶。

熱帖、跟帖和轉帖，形式有別，功能各異，但其發揮作用的核心原理，卻

十分接近民主社會中的投票模型。單就個體網民而言，其每一次點擊、回帖、

跟帖、轉帖，其效果都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網民在這樣做時，也未必清楚同類

和同伴在哪�。但就是這樣看似無力和孤立的行動，一旦快速聚集起來，孤掌

就變成了共鳴，小眾就擴張為大眾，陌生人就組成了聲音嘹亮的行動集團。此

前風靡全國的《超級女聲》選秀活動，其實也是借助這樣的草根投票，改變了「精

英認證精英」的小圈子權力結構，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事實上，互聯網草根

投票所表現出的民意取向，確有可能迥異於精英自以為是的判斷；其聚合爆發

出的能力，偶爾也會改變信息市場的力量對比，進而改寫事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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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詞語、故事：推波助瀾的怨恨表達機制

除非有權力和資本的強力推動，否則單純的意見表達在互聯網的海量內容

中很容易湮沒無聞。對於網民而言，只有依託於爆炸性的事件載體，上演一次

次「人民輿論戰爭」，才可能觸動既有的威權體系。仔細觀察互聯網年年出現的

熱點事件，其誘發和快速擴散往往和三個因素有關：持續熱烈的話題、出人意

料的詞語、一波三折的故事。

網民對公共生活的關切，表現為某些話題的經久不衰。這些話題涉及「民

族」、「民權」、「民生」三大領域。刺激民族情緒的中西對抗，只要有人稍加引

導，就能啟動集體抗爭；官家仗勢欺人、執法不公，或者資本豪強對貧弱者的

直接蔑視與挑釁，也能迅即煽動大眾的怒火；事件一旦涉及教育負擔、醫療保

障、住房價格、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領域，由於事關民眾生活幸福，民意擴

散自在情理之中。

對呆板官方話語的反抗，表現為互聯網的超級語文能力。幾乎每一個社會

熱點都會導致一個網絡流行語的產生。從「很好很強大」到「很黃很暴力」再到「很

傻很天真」，網絡流行語各領風騷數十天，你方唱罷我登場。這些詞語一旦脫離

事件背景，恐怕無人明白其奧妙。

為了說明詞語的生產模式，筆者以一組新近大熱的新詞略做解釋。2008至

2009年，「打醬油」、「俯臥撐」、「躲貓貓」被網民譽為「中國武林三大頂尖絕學」，

三個詞分別來自三個事件。

2008年初，香港影星陳冠希深陷「艷照門」事件，網民樂陶陶地上載欲望，下

載權利。廣州電視台採訪一位市民，詢問他對此事的看法，這位市民說：「關我鳥

事，我出來買醬油的。」bq非主流的回應、戲劇化的對撞效果，激活了中國網民在

南方雪災中幾被凍僵的沉重心情。只在短短幾個小時，「打醬油」就席捲互聯網。

2008年7月，貴州省公安廳針對「甕安6.28嚴重打砸搶燒突發性事件」召開新

聞發布會。發言人介紹說，在當事人李樹芬溺水之前，與其同玩的劉某曾制止

過其跳河行為，見李心情平靜下來，劉「便開始在橋上做俯臥撐，當劉做到第三

個俯臥撐的時候，聽到李樹芬大聲說『我走了』，便跳下河中」br。`述的豐滿程

度和離奇程度「雷倒」了網民。不到一晚，「俯臥撐」一詞紅透大江南北。

2009年2月，雲南一個因盜伐林木被拘捕的青年，在看守所內受傷送院，幾

天後死亡。警方稱其受傷致死的原因是放風時和獄友玩「躲貓貓」（南方方言，意

為捉迷藏）撞在牆上bs。「躲貓貓」竟然成為死亡遊戲，網民不得不奔走相告。

詞語帶來的表達快感，不過是事件快速傳播的表面現象。值得進一步追問

的是，為甚麼是這些故事，而不是別的故事被網民選擇性傳播？個案分析的結

論是，瀰漫在民間社會的怨恨情結，可能才是傳播擴散的真正溫~。

中國改革在累積可觀物質成就的同時，也激化了社會的多層面緊張與衝

突，這種朝野之間時刻緊繃的「道德緊張感」，尤其突出地表現為官與民的對

立、富與貧的敵意、西方列強與民族悲情的碰撞。在這幾組矛盾中，相對弱勢

的「民」、「貧」與「本民族」，很容易被特定事件點燃起義憤情緒。在「俯臥撐」和

「躲貓貓」事件中，網民對政府描繪的「真相」嚴重置疑，折射出政府公信力的塌

幾乎每一個社會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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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語的產生。從「很

好很強大」到「很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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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而「打醬油」事件中，「醬油男」以消極迴避的方式來反抗政治化的道德訓導，

也契合了網民的不合作心態。此前的「寶馬撞人案」是貧富衝撞，而「反日遊行」、

「反藏獨抵制法國貨」等事件，則承載:民族主義悲情。

群體的怨恨是一種特殊情感體驗，它因無法或無力跨越因比較而產生的差

異鴻溝，一般只能在隱忍中持續積蓄怨意，或心懷不甘，或忍氣吞聲、自怨自

艾。無權勢的網民，要釋放道德緊張，紓緩怨恨情緒，一種廉價的精神勝利法

就是聚焦於此類事件，完成一次「想像的報復」。

就傳播效果而論，就像販賣「美麗」的人需要載體，比如化妝品和時裝；試圖

發洩「怨恨」的人也一樣，這載體通常是一系列的「故事」，最好是「感情豐富情節

曲折高潮迭起」的故事bt。零成本的故事傳播、慷慨激昂的道德指控、探究真相的

遊戲趣味，使得這種期頤「正義凱旋」的怨恨表達，瀰漫成極有聲勢的深度動員。

——人肉搜索、惡搞、山寨：大眾狂歡的消解權力機制

人肉搜索、惡搞和山寨，極具中國特色，把「無權者的反抗」發揮到淋漓盡

致。略有差別的是，人肉搜索帶有強烈的進攻和問責性質，惡搞和山寨則以戲

謔的姿態表達消解意義和嘲弄主流價值的防禦意圖。

在2006年的「虐貓事件」和「銅須門事件」後，人肉搜索技術成為民意釋放的

極端方式，「宜將勝勇追窮寇」，不達目的不罷休。所謂「人肉搜索」，其實是一

種充分動員網民力量，集中網民注意力，讓每一個網民都充當福爾摩斯角色的

網絡行為ck。它已被用來作為懲罰婚外情、家庭暴力和道德犯罪的強大工具cl。

搜索者當然也利用傳統的「谷歌」（Google）、「百度」等檢索工具，但更重視在大

型網絡社區發布「搜索令」，向知情者徵集線索。發掘出來的每一個細節都被無

數匿名檢察官、高級神探、思想先鋒，以及長舌婦細細探究，反覆咀嚼。互聯

網在這�不僅提供了超強的資訊檢索能力，還串連起無所不在的目擊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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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政府官員的人肉搜索至少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深圳「妞妞事件」。最新

的幾起典型案例是陝西周正龍偽造華南虎照事件、深圳海事局林嘉祥涉嫌猥褻

女童事件、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抽名煙戴名表事件。

人肉搜索的狂熱激情，不能填充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網民還需要更輕鬆

的減壓方式來打發平常時光，惡搞和山寨先後成為互聯網流行的行為藝術。「芙

蓉姐姐」毫無理由的自戀與自誇，帶動了互聯網的真人秀惡搞開端；2006年起，

胡戈將陳凱歌的大製作電影《無極》重新剪輯為《一個饅頭引發（起）的血案》，則

掀起了視頻惡搞的集體狂歡；2009年伊始，中國政府掀起「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

專項行動」，網民群起「響應」，號召給西洋裸體名畫穿上衣裳；而表達怒氣的「國

罵」也以諧音隱語重裝上陣，隨:視頻《馬勒戈壁上的草泥馬》以及童聲合唱《草

泥馬之歌》，在互聯網的天空到處飄蕩。惡搞運動開闢的反偶像和反美學的奇異

道路，被人表揚為：它是人民冷嘲熱諷的解構姿態，是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批

評，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cm。

而「山寨」一詞，也從商業領域的「山寨手機」、「山寨數碼產品」，演化到文

化層面的「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講壇」。文化評論者朱大可指出，

「山寨文化」是後威權社會的必然產物，是民眾獲得話語權之後的一種社會解構

運動。「山寨精神」的價值在於，它通過顛覆、戲仿、反諷和解構，在一些局部

的數字虛擬空間�，實現了民眾對自由的想像cn。

三　「逼官」壓力下的政府應對：保壩分洪

從道理上說，即便民眾並不握有選票，要實現執政的最大收益（社會和諧、

長治久安），政府也應對民意保持必要的敬畏。問題是，在較長時間�，既沒有

新聞自由，也沒有結社權利的中國民眾，很難真實表達個體意願；更不要說將

分散的、多元的、底層的意願匯聚起來。政府猶如一隻巨無霸恐龍，對外部環

境變化缺乏清晰感知，對民眾訴求的強度也無法正確判別。當下，經由互聯網

改進和強化的民意表達機制，既可以在擴散中聚焦，也能夠在聚焦時擴散，就

像在恐龍的軀體上加裝了多個信息傳感器：民眾的意見和情緒不僅可以穿越地

域管制界限大面積傳遞，還能繞過官僚制的層層阻隔，以事件或議題聚焦的形

態直接向更高層施壓。

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通過「人民網」的「強國

論壇」與網友在線交流，指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

的放大器」，「通過互聯網來了解民情、匯聚民智，是一個重要的渠道」co。此前，

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在網上給民眾拜年，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召集網民座談會，

公開歡迎網民「拍磚」。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舉措，各個層級的政府都設立了專門

機構，以便收集信息、編輯互聯網輿情報告，供決策者參考。

面對洶湧民意，官僚系統的應對行為也在小心調整。早在2003年，瀋陽黑

社會頭目劉湧被判死緩，後最高人民法院迫於輿論壓力，改判死刑。晚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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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類似的案例更加頻繁出現，政府的反應也愈來愈快。前述被網民人肉搜索

的周正龍被判刑，林嘉祥被撤職，周久耕被立案查處。甚至可以說，像山西礦

難、黑磚ë奴工、河北三鹿奶粉案等導致多位重量級官員落馬的「問責風暴」，

都和互聯網傳遞出的民意壓力顯著相關。

2009年2月，「躲貓貓」事件引發網絡熱議後，雲南省宣布遴選網民及社會人

士組建「調查委員會」前往事發地實地調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解釋說，以前面

對這種公共輿論事件時，常規的做法有四種選擇，一是「拖」，二是「堵」，三是

「刪」，四是「等」，但是現在已有走向公開、透明的決心cp。

政府正視民意，一方面表明「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並非純粹套話，另一方

面也顯示當局對合法性危機的感受與日俱增。民意對政府行為改變的直接促

動，可能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打破了政府的獨家報導和真相解釋權，提供了更

豐富的事件內幕和解讀視角；二是將具體事件置於陽光之下，民眾不僅追問，

上級政府也被迫行使監督權，採取挽救「臉面」的斷然行動；三是政治家重長遠

與官僚系統謀眼前的價值衝突，以及官場內部的權力爭鬥，也為民意贏得了斡

旋空間。當然，政府的妥協讓步，還不是制度設計的必然結果，更多的仍然是

機會主義的權衡。接納民意的溫軟身段與控制輿論的強悍面目一併呈現，才是

這個轉型時期政府行為的常見選擇。

在現有的傳播環境下，政府當然明白掌控一切或者隱瞞一切皆不可能，現

實主義的應對策略就是分清輕重緩急。如果將民意比喻為水壩，那麼，政府的

首要目標是保護大壩，防止潰堤。在水位居高不下時，對優質堤段（國家媒體）

以紀律約束嚴防死守，對外包堤段（商業門戶）靠利益制衡要求配合，對零散工

程（民間社會）則選擇性容忍，或者選擇性打壓。在議題認同度較高（如奧運、反

藏獨）的有利時機，還要把握時間，即時卸閘分洪。

事實上，只要體制不變，各個層級的意識形態部門都會傾向於採取保守的

管制行動。和經濟部門的績效考評取向不同，宣傳主管很難證明自己的成績，

但很容易被人發現疏漏、抓住把柄。在愈來愈大的問責風險下，對飄忽的民意

保持戒備，是「在其位、謀其政」的官員理性權衡的選擇。

限於篇幅，本文並未討論民意表達中的群體極化等躁狂現象；官員機會主

義的應對模式，也還有待實證檢驗。現狀的不合理處很容易從外部看出，但社

會究竟需要甚麼樣的新規則，卻是一種內嵌於具體時空、具體情境中的知識，

不容易看清楚。如果承認邊際改進的正面價值，我們或許應該對中國互聯網帶

來的變遷，給予積極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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