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3年6月號　總第一三七期

摘要：網絡「專項整治」是中國互聯網治理中的一道景觀。作為一種非制度化的治理

措施，網絡專項整治與法律監督、技術監管等常規治理措施在治理邏輯上迥然不

同，但是卻因其行動迅速、效果明顯而成為政府政策工具中的一個重要選項。本文

以最近幾年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一行動體現了典型的運動式治

理邏輯：首先，國家權力對網絡空間的持續介入是其突出特徵，網絡專項整治行動

的開展體現為一種國家的權力實踐；其次，用治理的有效性來實現政府的合法性生

產是運動式網絡治理的合法化策略。但是，由於運動式治理的內在缺陷，此種治理

模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這種網絡治理行為的泛濫更會影響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在

網絡空間的規範化進程。

關鍵詞：網絡專項整治　運動式治理　網絡監管　政府權力　公民權利

一　引言

以1995年6月北京市電信局向社會開放互聯網接入服務為標誌，經過近二十年

的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1。與此相對應，網絡治理成為政府治理的重

要課題和學術研究的熱點。就技術維度而言，由於互聯網技術具有開放性、匿

名性、反控制性等特徵，網絡治理可以說是一項世界性難題。除了互聯網誕生

初期短暫的無政府管理狀態之外，目前，網絡治理或者說網絡監管作為一種客

觀事實幾乎在所有的國家都存在，只不過在監管的內容和程度上由於政治環境

和國情不同而存在寬鬆和嚴厲之別；而且，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除了極端的

自由主義者外，大部分人都承認網絡監管的必要性2。在中國，由於特定的政治

傳統和社會習俗，一定程度的網絡監管更是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3。對於政府而

言，網絡監管不僅涉及社會治理，更關乎國家信息安全，監管勢在必行；而對

於普通公眾而言，「網絡亂象」言之鑿鑿，一定程度的監管也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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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作為網絡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網絡「專項整治」成為中國互聯網治理過程

的一道獨特景觀。作為一種非制度化的治理措施，專項整治與法律監督、技術

監管等常規治理措施在治理邏輯上迥然不同，但是卻因其行動迅速、效果明顯

而成為政府政策工具中的重要選項之一。近幾年來，在中央政府層面，集結各

部門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在地方政府層面，自主開展或者

配合中央部門開展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也是層出不窮4。專項整治成為互聯網治

理中引人注目的政策實踐模式。

雖然網絡專項整治的行動轟轟烈烈，但是關於這種政策實踐模式的嚴肅學

理分析卻並不多見。在諸多研究互聯網治理的專門著作中，專項整治甚至沒有

被納入研究視野5。即使有學者注意到這一獨特的網絡監管模式，但也只是將其

作為一種案例模式植入自己的整體論述架構中間，而並沒有對其背後的運作機

理和實踐邏輯作出細緻闡述6。究其原因，可能與網絡治理的內容太過龐雜、議

題太過豐富有關；與此同時，如果對網絡治理作一種整體性考察，專項整治作

為其中的一個枝節很難被單獨對待。

本文認為中國網絡專項整治是網絡空間中運動式治理的典型體現。所謂「運

動式治理」，是指掌握一定政治權力的政治主體如政黨、國家、政府或者其他統

治集團，憑藉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力，通過政治動員自上而下地調動本階級、集

團及其他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某些突發性事件或者國內重大的久拖

不決的社會疑難問題進行治理的行為。曾幾何時，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

中，以動員為基本表徵的運動在革命建國的過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

於很多學者在概括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和社會治理的特徵時，均使用「運

動」、「動員」等類似的字眼7。改革開放之後，執政黨和社會各方面對「運動」的

厭倦或憂慮都使得政治運動不再理所當然地佔據主流地位；隨�黨的工作重心

由階級鬥爭轉向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運動」開始在政治詞彙中處於邊緣化

位置。

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雖然執政黨宣布不再運用大規模的政治運

動來推行黨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但在我們國家的社會生活中，依然可以看到變

換了名目的各式運動和行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嚴打」運動、「三講」

運動、「專項整治」行動⋯⋯這些名目繁多的「運動」雖然與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

運動在目標取向和規模範圍上有一定的差異，但就基本的運作機理和行動表現

而言，卻具有驚人的延續性。首先，它們都是由國家發動，國家權力在這些運

動的組織動員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其次，它們在運作方式上具有明顯的非

制度化、非常規化和非專業化特徵。社會學者馮仕政將政治運動按照基本取

向、變革目標和動員範圍進行類型化區分8，如果採納他的分類，那麼我們可以

看出：改革開放之後，那種以規訓為取向、以變革社會為目標的大規模群眾性

運動基本上在國家日常政治生活中被摒除了，但是那種以生產為取向、以增強

國家能力或者行政效率為目標的官僚性運動卻依然存在。這種以打破政權系統

內部制度、常規或者專業界定而進行的黨政部門內部協作的政治運動，就是本

文所討論的「運動式治理」。

本文主要考察了最近十年來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三起較大的網絡專項整治

行動，主要包括2002年整治「網吧」專項行動、2004年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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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及2009年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等。其他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

例如2006年文明自律辦網站活動、網警活動、整頓校園BBS活動，以及最近幾年

的各種打擊手機黃色網絡信息活動等，雖然也在本論題的論述範圍之內，但是

考慮到公共政策議題的相似性和文章篇幅，只會偶有涉獵，而不做主要探討。

同時囿於文章篇幅和行文+述的需要，我們在這-不具體+述每個案例的過

程，而是將其放在一起考察和分析。

本文首先釐清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政策過程，並在此基礎上考察其運作邏

輯和特徵。本文以為：網絡專項整治體現了典型的運動式治理邏輯，國家權力

對網絡空間的持續介入是其突出特徵，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開展體現為一種國

家的權力實踐；用治理有效性來實現政府合法性生產是運動式網絡治理的合法

化策略。但是，由於運動式治理的內在缺陷，此種治理模式具有先天的局限

性。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網絡治理行為的泛濫還會影響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在

網絡空間的規範化進程。

二　國家的權力實踐：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開展

為了更細緻地透視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運作機理，讓我們首先從政策過程

的角度來對網絡專項整治行動作出分析。政策過程理論是1970年代西方政治學

界和公共行政學界的重要理論之一，其基本出發點在於通過關注政策的產出過

程，來觀察、歸納政治精英、官僚機構和社會利益團體的行為模式以及這些行

為模式背後的制度文化要素，以期總結政治運作的內在邏輯9。就研究範式而

言，政策過程理論有別於傳統的宏觀理論結構，它試圖超越傳統宏觀理論的靜

態描述，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細緻闡述，尋求事實呈現與理論提煉的統一。作為

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範式，政策過程理論可以為我們透視政治生活的內在

機理提供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從這一理論出發，我們發現，雖然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目標體系各不相

同、規模力度也有差異，但是如果細加辨識，就可以很容易地從中凝練出一條

清晰的政策產出線索：首先是某個社會領域問題的持續累積；然後經由焦點事

件的誘發，引起民意的關注和政府部門的重視，該事件隨之成為公眾關注的議

題；接�在政府部門和民意的合流之下，初步形成政策共識，公共政策的「機會

之窗」應聲開啟；最後政府成立專項小組、制訂實施方案、出台重大行動bk，具

體如下：

1、社會問題的嚴重累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曾經以〈中國

放蕩的互聯網：性和毒品，但沒有改革〉（“The Wild Web of China: Sex and Drugs,

Not Reform”）為題報導中國的互聯網狀況，文章稱，「那是一個放蕩的場所，除

了政治外⋯⋯你可以像在其他地方的互聯網一樣找到色情。」bl跟其他國家一

樣，中國互聯網中的社會問題一直很嚴重，網絡治理在不同層面累積了相當嚴

重的問題。以2002年的整治「網吧」專項行動為例，在2002年之前，由於家庭電腦

尚未普及，網吧是中國網民最重要的上網場所之一；而在網吧上網的網民中，

以中小學生為主的青少年群體佔上一個重要比例bm。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中，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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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被比喻成年輕人慢性自殺的「鴉片煙館」，社會負面評價非常之多bn；而2004年打

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也與互聯網上淫穢色情等信息泛濫有關。根據中國互

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網站統計，在當時舉報中心接到的各類公眾舉

報2萬多件中，針對淫穢色情網站的舉報佔總量的95%以上bo。2009年整治互聯

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也存在頗為類似的狀況。當時的報導以頗富情緒感染力的

語言描寫網絡現狀：「當您發現網絡上不堪入目的內容不斷跳出窗口時，當您耳

聞青少年犯罪在網絡低俗信息的誘導下時有發生時⋯⋯不能不清醒認識到網上

低俗淫穢內容已成為一種社會公害，整治網絡低俗之風刻不容緩。」bp這些數據

和報導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網絡空間問題累積的嚴重情況。

2、焦點事件誘發，公共輿論呈現。現代國家是個複雜的政治系統，社會問

題是人類生活的某種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問題累積嚴重，如果沒有焦點

事件的誘發，這些問題最多也只能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無法凝聚足夠

的眼球成為社會熱點，更遑論進入政府部門的視野，促進公共政策的出台。有

學者指出，「這一些推動力有時是由像開始引起人們關注這個問題的一次危機、

一種變得流行的符號或政策制訂者的個人經歷的這樣一個焦點事件所提供。」所

以，公共政策要想從「政策原湯」（Policy Primeval Soup）中浮現，必須借助焦點

事件的誘發bq。2002年整治「網吧」專項行動的展開與北京學院路「藍極速」網吧火

災造成二十四個無辜生命喪生密切相關。一時之間，網吧這個公共場所被認為是

北京市一等危險品，各地政府與媒體紛紛開始調查網吧安全問題br。而2004年打

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和2009年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的開展都與中

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成立有關。前者起於該中心成立之時的舉

報如潮，而後者則與2008年底「百度」網的「貼吧」被舉報後網站相關工作人員拒

絕「整改」相關。這些現象經過媒體報導引起輿論譁然，公眾和政府都密切關

注。在焦點事件的渲染下，公眾眼球會被迅速凝聚，社會輿論氛圍也得以具

備，專項行動自然就水到渠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傳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報紙、

電視台、網絡等現代傳媒的快速發展為這些社會問題迅速轉化成公共事件、成

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形成公共輿論奠定了基礎。現代傳媒通過議題設置、標題

修辭、專欄報導等形式廣泛參與對社會議題的討論。焦點事件的新聞效應引起

更多媒體的關注和報導，而這種密集的報導又直接增加了公眾對該社會問題的

關注度，進而演變成公共輿論。

3、政策共識建立，公共政策「機會之窗」開啟。嚴重的社會問題經過焦點事

件的誘發，迅速成為民眾關注的對象和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之

下，一個有關公眾意見與政府決策的政策共識初步形成。這種政府決策和公眾

意見高度契合的局面也是歷次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社會基礎。在2002年的整治

「網吧」專項行動前，甚至出現學生家長直接到政府相關部門控訴網吧的危害，

要求加強整治。2009年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進行之前，也是受到家長

和老師的熱烈支持bs。隨�運動的進行，各地群眾紛紛「建言獻策」，很多網民

也拍手稱快bt。大體而言，在社會問題異常嚴重的事實面前和社會輿論的渲染氛

圍下，政府和民眾很容易就公共政策達成共識。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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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共識很少經過制度化的路徑讓民意直接進入政策的決策議程中，而是通過政

府對民意的間接把握和捕捉。

4、政府成立專項小組，制訂實施方案，展開專項整治行動。當社會問題累

積、焦點事件誘發、公眾輿論呈現、社會共識建立以一種「連續體」的形式出現

的時候，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的網絡專項整治也就開始從「政策原湯」中慢慢凸

顯，並且從一種政策共識或者方案迅速轉化成為一種政策行為。針對具體的問

題，政府部門開始成立專項小組，制訂實施方案。於是，轟轟烈烈的專項整治

行動得以展開。

在筆者所考查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中，一般都遵循上述的政策過程模式。

政府與民意的合流是專項整治行動得以順利展開的社會基礎，而現代傳媒在其

中扮演了助推器的作用。從政策產出的角度看，這幾重力量的「共振」，讓作為

公共政策的專項整治在「政策原湯」中迅速凸顯，進入政府部門的視野，成為一

種政策實踐。

通過對網絡專項整治行動政策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政府的動員及

直接參與在專項整治行動中具有突出和重要的地位。雖然歷次網絡專項整治行

動也在不同程度上收穫了民意的支持，但總體而言，特別在決策過程中，民眾

是作為政府的動員對象被發動起來，民眾作為權力的「受動方」而非「施動方」而

存在。網絡專項整治體現為一種國家的權力實踐。

具體而言，首先，國家將網絡專項整治作為典型的政治運動來發動，並在

期間成立專項小組進行資源的總動員。以專項小組的形式整合政府部門的力量

來實現社會治理目標，是中國政治運作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方式。這種制度安排

具有突出的優點，一方面能夠較好地整合各個部門的力量和資源，另一方面能

夠克服政府部門因條塊關係而產生的互相推諉和「踢皮球」現象，強化政策的執

行力和有效性。2002年整治「網吧」專項行動集結了文化部、公安部、信息產業

部、國家工商管理總局等四個部門的力量聯合開展ck；2004年打擊淫穢色情網站

專項行動更集結了中央宣傳部、公安部、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信息產業部等十四個部門聯合展開行動cl；而2009年整治

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則也集合了國務院新聞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文化部等七個部門聯合行動cm。

其次，政府通過宣傳加強人們對國家權力的感知和認識。在網絡專項整治

行動過程中，以中央電視台為代表的官方媒體進行了廣泛報導和評論；商業媒

體、地方媒體也紛紛跟進。以2009年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為例，作為

國家喉舌的《新聞聯播》就曾播報短評〈淨化網絡，深得民心〉，並播放了各地群

眾「建言獻策」等內容cn。同時，各大門戶網站例如「新浪網」、「騰訊網」等，也紛

紛以建立新聞專題對專項整治行動的進展和效果進行集中報導co。整治過程通過

媒體的集中報導，讓宣傳得以有效開展。

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前現代權力的功能是進行簡單再生產的系統裝

置，而現代權力則定位在權力的擴大再生產上，通過發展和運用社會科學作為

管理人力資源和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現代權力在應用的過程中，不斷「自我放

大」，持續不斷地增強和擴充自己的力量cp。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政府的網絡

網絡專項整治體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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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術論文 專項整治行動中，國家權力通過對網絡空間的持續介入，從而實現了自身權力

的再擴充和再生產。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公安機關的直接參與讓網絡專項整治行動具備更加明

顯的國家權力介入和權力再生產的特點。按照蒂利（Charles Tilly）的觀點，公安

機關可以明確歸屬於強制權力的代表。從根源而言，這種強制權力的代表在民族

國家成立初期屬於軍隊，隨�民族國家的建立，國家的強制權力開始分離：即表

現為實施對外抵抗職能的常備軍和實施對內維持治安職能的警察系統cq。從權力

運用的角度出發，公安機關的權力行使體現為一種壓制性秩序的邏輯。網絡專

項整治運動中這種壓制性秩序的邏輯確保了行動的迅速有效、效果的集中明

顯，從而讓國家的權力實踐特徵更加顯著。

三　運動式網絡治理中的合法化策略與限度

我們知道，無論是何種政體形式，要想維持統治，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民

眾自願服從和對政權的認可，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合法性。從歷史層面來看，民

眾對政治服從的理由有很多，或基於神聖秩序，或基於領袖權威，或基於規則

程序cr。但就現代性的政治系統而言，建基於規則程序基礎上的法理型統治具有

較強的穩定性，所以規則程序也就成為現代國家的主要合法化策略cs。在民主政

體中，以選舉制度為核心的周期性調適會出現政治權力的更迭，但是政治體制

本身是非常穩固的。但在中國，由於缺乏選舉這一周期性的政權調適性要素，

只能用政績來作為衡量政治體制成功與否的標準，增強治理績效也就成了執政

黨合法性生產的重要策略。林尚立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發展指出，「中國

三十年成功的發展得益於中國政治長期有效作用於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創

造政治的有效性是中國三十年政治發展的基本戰略，其核心是：在保證政治對

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效作用的前提下，順勢而為，積極推進政治建設和發展」，並

且「在保持政治對經濟與社會發展有效作用的過程中⋯⋯不斷累積政治的合法

性，以保證政權的穩定和國家的整體進步」ct。創造政治的有效性成為中國政治

發展的一個重要戰略。

網絡專項整治行動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這一面向——

以有效性支撐合法性的合法化策略。一般來說，網絡專項整治行動多以打擊違

法色情網站、淨化網絡環境等為目標，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礎；根據前文的分

析，我們也可以看出，網絡專項整治這一公共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

與民意「合流」、「共振」的結果。在這種背景之下，每一次整治政策的出台都可

以看作是對民意某種程度的成功吸納。而我們知道，民意的支持和認可是政府

合法性的淵源和基礎。政府通過對互聯網亂象疾風暴雨式的掃蕩強化民眾對政

府的合法性認同。

在2002年的整治「網吧」專項行動中，中國各地政府對全國近20萬家營業性

網吧進行了整治，關閉了各種問題網吧8萬多家，其中北京市就關閉了近3,000家

網吧dk。在2004年的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中，依法關閉境內淫穢色情網站

1,442個、賭博或詐騙網站365個；刪除在境外影響較大的網站違法網頁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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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違法圖片1.3萬餘張；在「百度」、「中國搜索」、「搜狐」等搜索引擎上刪除違

法信息10萬多條；對1,185個主機託管服務用戶和31,625家互聯網接入、虛擬空

間出租服務公司進行了資產審查和清理整頓。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淫穢色情網站

方面的刑事案件247起，告破244起，抓獲犯罪嫌疑人428名；公安部掛牌督辦的

40起重特大案件全部告破dl。在2009年的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中，短短

四個月時間-，前後分十批曝光了上百家自我審查不力、需要整治的網站名單；

依法關閉了1,518家傳播淫穢色情和低俗信息的違法網站；各地通信部門關閉違

規網站2,461家dm。政府展開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的有效成果通過電視、報紙等

大眾傳媒的宣傳進入公眾的視野，作為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一個標誌。總之，網

絡專項整治能夠有效宣展國家的治理績效，促進民眾對政府的合法性支持，成

為中國政府重要的合法化策略。

誠如王滬寧所說，一個國家治理方式的選擇與治理能力的高低受制於國家

本身治理資源總量的強弱，而任何社會調控形式的選擇也取決於社會資源總量

所能允許的程度dn。從這一角度出發，運動式治理邏輯的展開可以說是治理資源

薄弱情況下的理性選擇。作為典型的後發國家，中國在社會治理資源方面還存

在一定的欠缺do。作為一種政策選擇工具，運動式治理能夠有效彌補政府社會動

員能力的不足dp。政府通過國家權力的強制介入從而實現了對網絡空間的整治目

標，並進而實現了自己的權力擴充和合法性生產。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

運動式的網絡治理具有先天的不足與缺陷。

運動式治理是針對已經發生的事情或存在的問題實施行動，為了在預定的

時間內達到預定的目標，必須確立單一或者較少的治理目標，以期獲得突出的

治理績效，所以運動式治理往往以特定的目標為主題。

在革命年代，這種目標特定的運動邏輯體現得非常明顯——鎮壓反革命，

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四清」運動，「工業學

大慶」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雖然每一次的群眾運動都包含�資

源再分配、權力調整、精英監控、民眾動員等諸多政治內涵，但是就政治目標

而言，它們都是針對單一或者特定的幾個問題而發動的群眾運動dq。進入後革命

時期，國家在社會治理層面所發動的歷次群眾性運動也都具有目標單一的特

點。這一時期的運動式治理主要有「嚴打」運動、「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反資

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等，雖然範圍涉及社會治安、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教育

等各個方面，但是無一例外，這些社會治理運動都是針對特定主題而發動的。

網絡專項整治行動也具有這樣突出的特徵：2002年的專項整治以網吧為對

象；2004年的專項整治以打擊淫穢色情網站為對象；2009年的行動以整治互聯

網低俗之風為對象。雖然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涉及網絡治理中的其他主

題，但是大體而言，其治理目標還是有很強的針對性。就理想狀態而言，目標

單一的治理政策有利於集中力量進行專項行動，所以治理績效也應該特別突

出。其實不然，社會問題並非單一問題的呈現，而是複雜因素作用的結果。這

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運動式治理由於缺乏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對社會

領域的相關問題的治理和公民教育宣傳等，即使一時效果顯著，但是成效很難

鞏固。而且，在政治運作方式「路徑依賴」的慣性作用下，這種運動式的治理方

式很容易助長一種投機主義心理，而忽視對整個社會的長效治理機制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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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除此之外，運動式治理另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治理時間的間歇性與臨時

性。由於運動式治理往往以問題的嚴重累積作為公共政策的「機會之窗」，所以

在問題潛伏、沒有集中爆發之前，治理政策往往並不會出台。當疾風暴雨式的

治理運動結束之後，治理任務也就告一段落。在這種情況之下，治理的時間一

般並不長久，呈現出臨時性、間歇性的特徵。如果以成立專項小組、制訂實施

方案作為運動式治理行為的開端，以總結評估作為運動式治理行為的結束，那

麼一般情況下，作為政策工具的運動式治理長則七八個月、短則兩三個月。

2002年的整治「網吧」專項行動從7月1日起，為期兩個月。2004年的打擊淫穢色

情網站專項行動如果以7月16日中央宣傳部、公安部等十四個部門發出整治通知

為起點，以11月9日表彰總結為止，整個過程持續不到四個月。2009年整治互聯

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持續時間最長，但從整個事件的發動到總結也只是持續了

不到十個月。

現代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社會治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人們生活

的方方面面，是一個長期命題。顯然，如果考慮到問題的複雜性，這種臨時、

間歇的網絡專項整治行動很難滿足複雜社會的治理需要。現實的經驗觀察也可

以證明這一點，雖然網絡專項整治行動年年開展，甚至呈現常態化趨勢，但是

網絡社會治理依然問題多多、困難重重，很多人直言這種運動式的治理方式並

非治本之策dr。從這點上看，這種治理實踐的臨時性和間歇性不僅反映了社會治

理的滯後性，而且也為治理問題的反彈預埋了伏筆。

從行政學的角度出發，國家對社會的治理應該具有延續性、常規性，行政

官僚體系作為現代國家的組織基礎，應該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自動完成社會治

理任務，而無需國家權力的持續指令和直接介入ds。國家的治理重點也應該放在

制度建設、法律法規建設和行政組織建設方面，強調行政組織的結構完善、功

能發揮與資源運用。顯然，網絡專項整治具有明顯的缺陷。網絡專項整治的一

個明顯特點是強制權力的超常規運作，試圖超越程序性的規則直接對社會進行

干預，這與現代國家治理中的法治建設和制度建設目標背道而馳。

四　網絡監管中的權力與權利

作為一種革命動員型的運動式治理方式，網絡專項整治的基本邏輯是國家

強制權力的持續介入，並且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持續擴充自己的權力。雖然，

革命動員型的網絡專項整治在治理的短期有效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優點，但在強

制權力的持續介入背景之下，很容易走向對公民權利侵犯的危險。例如，在

2009年的整治互網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中，「豆瓣網」把一用戶相簿-文藝復興

時期的名畫以「色情」為由刪除，引發諸多不滿。隨後有用戶建立「反低俗——給

名畫穿衣服」的線上活動以示抗議，得到許多網友響應，並被網民廣泛傳播。而

一首配有錄像的童聲合唱《草泥馬之歌》更是將網絡專項整治行動推上了風尖浪

口。這首歌從YouTube上流傳開來並被廣泛傳播。《紐約時報》直言，該歌曲是以

一種頑皮的方式來表達對中國網絡監管的不滿dt。這種不和諧的插曲卻引發我們

思考如何在網絡監管中規範政府權力行使與促進公民權利保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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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權利意識的覺醒。啟蒙運動的開展讓西方思

想家開始衝破宗教戒律的藩籬和世俗政治的束縛，整全、獨立、自主的自由人

理念開始形成。無論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還是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個人權利的天然神聖和不可侵犯。正如施密特（Carl Schmitt）

所言，「傳統政治的主體是國家，現代政治的主體是人民」ek，權利話語作為一種

普適性的原則為人類社會的現代政治奠基。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價值理念並非

僅僅是停留在文本層面的消極主張，而應該有一套具體的制度安排。依循憲政

的邏輯構架，政府權力不僅在價值位階上居於人民權利之下，現實生活中也被

嚴格限制到特定的範圍之內，不得逾越雷池半步。

如果將這種現實政治中的權力與權利（或者說國家與公民）關係放在網絡社

會，大體上也是可以成立的。郭明飛通過對國外互聯網監管的研究發現，大多

數發達國家在動用公權力直接介入網絡內容管制方面仍比較謹慎，主要採取尊

重網絡使用者的「網絡內容分級制度」與「業者自律規範」的柔性政策el。這種柔性

政策的展開，一方面盡可能保護廣大青少年免受不良信息的危害，淨化了網絡

環境；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公眾的信息接收和網絡自由。

法律是現代國家調控體系的支柱，承擔�規定權力行使與權利保障、責任

歸屬與利益均衡的重要使命。就一種制度化的監管體系而言，剛性的法律政策

作為公民行為是否逾越界限的準繩，能夠讓個體行為的效果變得可以預期，從

而，政府的權力與公民的權利也可以得到清晰界定。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權利

往往能夠得到有效保護。顯然，在缺乏政府行為邊界清晰界定的情況下，當代

中國的網絡專項整治很難實現以上目標。結合上面的討論，本文的觀點是：雖

然運動式的網絡專項整治在網絡治理的有效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由於

治理方式的內在缺陷，這種治理模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因此，我們期待一種

根植於法律制度構架的規範治理，從而更好地實現網絡監管中權力和權利的清

晰界定，以期實現防止政府權力的恣意妄為和保護公民權利的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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