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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维稳的回归
———从“打错门”事件到深圳“5·26 飙车案”
尚红利
（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要： 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维稳问题应运而生。 政府相关部门对
“打错门”事件和深圳“5·26 飙车案”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两种维稳观，即暴力维稳和理性维稳。权力与
摘

权利的角逐决定了维稳的走向，以权力训导权利表明维稳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导致的是短期的暂时的
稳定; 而以权利驯服权力才是理性维稳，并最终达到稳定的理想状态，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理性维
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是理性维稳的关键，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是理性维稳的制度
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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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社会转型使得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 ，各方利益关系纷繁复杂，利益冲
突加剧，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下岗失业、征地拆迁、工资拖欠、环境污染、医疗纠纷、涉法涉讼
等问题层出不穷。认真梳理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制度创新兼顾多元利益主体合理的利益诉求 ，是改革
的要求，也是当前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社会要发展，人民要稳定，维稳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 只有让社
会更加和谐稳定，人民才能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
务。因此，什么是稳定、如何维持稳定、维持什么样的稳定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必答题。 政府部门持有
什么样的稳定观、采取什么样的维稳方式，完全可以左右某个社会事件的发展方向 ： 是走向真正的稳定，
还是越维稳越不稳。
一、两次事件与两种维稳观
2010 年 6 月 23 日，
58 岁的陈玉莲在湖北省委办事时，遭到武昌公安分局驻省委大院“信访专班 ”6
名警察的野蛮殴打，并被关进了公共安全专家室，后确认陈玉莲系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 （ 副厅
级） 黄仕明的妻子。陈玉莲被解救后送往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几十处软组织挫伤、左脚功能障碍、
植物神经紊乱等。当天下午，武汉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武昌区政法委、武昌区公共安全专家分局、水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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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领导纷纷赶到医院看望陈玉莲并当面致歉 。 武昌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前往医院看望时称： “打
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事隔近一个月后的 7 月 21 日，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就此
事件做出批示： “民警粗暴执勤，殴打群众，性质恶劣，必须依法严肃处理。要认真总结教训，举一反三，
［1］

深入开展警风警纪教育，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广大干警宗旨意识、法律意识、纪律观念。”
时至今日，“打错门”依然是网络热词之一，“打错门”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

2012 年 5 月 26 日凌晨，侯培庆驾驶红色跑车以 180 公里左右的时速在深圳市滨海大道与同向行驶
的两辆出租车相撞，造成 3 人当场死亡，随后侯培庆逃逸。 当天上午 10 时许，侯培庆投案自首，交警部
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对其刑事拘留。和新加坡跑车肇事案、药家鑫杀人案、“我爸是李刚 ”
案、杭州“70 码”事件等交通肇事案一样，随着案件的曝光，各种疑点浮出水面。5 月 27 日起，网上谣言
四起。和前述事件中相关部门进退失据 、被淹没在口水里相比，深圳交警部门从 5 月 28 日起连续 4 天
召开 4 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死者家属、新闻媒体和网友参加。通过公布大量案件信息、视频资料证据和
DNA 比对结果等鉴定文书，力证“顶包说 ”系无稽之谈。6 月 2 日下午，一名曾质疑该案的女网友在福
田交警大队门前打出横幅向办案警察公开道歉 。至此，该案引发的舆论风暴得到了平息 ，公民的知情权
和政府的公信力达到了“双赢”。
对比两地政府部门对两起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后我们发现，“打错门”事件和深圳“5·26 飙车案 ”
分别代表了维稳的两种价值取向 ： 前者盲目地对公权力进行维护，成为暴力维稳的典型； 后者则以尊重、
维护公民权利为取向，是理性维稳的体现。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维稳，是权力对权利加以训导，导致的是
短期的暂时的稳定； 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维稳，说明权利对权力的驯服，最终将会达到稳定的理想状态，即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权力与权利的角逐决定了维稳的走向 。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决定了二
者永远不会是一个恒等式。与资本一样，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它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边界，无限地膨
胀。在没有约束和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永远不会自动代表权利，势必与权利相争。 在此之下，公民的权
利诉求往往会被政府公权力视为不稳定因素 ，能压制就压制。为求短期稳定，在维稳手段上无所不用其
极，轻率地使用警力，进行暴力维稳。公民要维权，政府要维稳，二者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因为只要公
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正当的利益诉求得到认可，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维稳问题，反而是那些通过牺牲
公民权利和权益而获得的稳定才是短暂而脆弱的 。只有当国家是属于公民的、权力是来自于权利时，权
力才会真正成为权利的代表； 只有让国家权力真正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为最终依归时 ，权力才能真正地
做到属于权利、回归权利。此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才能真正做到为公民利益服务 ，矛盾冲突才能
通过理性的途径解决。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权利胜出，走向理性维稳； 权力胜出，则有可能走向暴力
维稳。
“打错门”事件中，武昌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向陈玉莲道歉 ，表示这只是个“误会”。 显然，他的打错了
只是因为打的是领导夫人，打普通群众特别是打上访群众就是打对了 。当上访者被当成不稳定因素时，
“打”就成了暴力维稳思维下的习惯性动作，而“信访专班 ”的主要职能也从为信访人员服务变为“截
访”和“打访”了。漠视公民的表达权，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人为地阻断公民
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把公民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使“打错门 ”事件成为暴力维稳的典型。
而深圳“5·26 飙车案”中，深圳警方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诉求，接受社会公众与媒体的监督，通过
建立平等有效的互动沟通机制化险为夷 。深圳警方如果像某些地方政府一样，将遇难家属与广大网友
的质疑视作不稳定因素加以封堵 、打压，我们有理由相信该飙车案又会演变成一次需要维稳的事件 。整
个过程中，深圳警方的姿态是谦卑的，方式手段有理有节，理性维稳的态度和方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
同，为政府赢得了公信力。从“打错门”事件到深圳“5·26 飙车案”，我们看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看到了权利对权力的训诫，看到了暴力维稳向理性维稳的回归 。可见，在处理维稳事件时究竟是采取暴
力维稳还是理性维稳，与事件处理部门持什么样的稳定观有着必然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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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僵化的稳定观导致维稳悖论
维稳是个新名词，维护稳定却是个老任务。1989 年 2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
出：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失
［2］

掉。” 很明显，在当时的语境下邓小平认为中国所要维护的稳定 ，是要保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
要维护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与反击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活动有关，是意识形态之争，属于敌
我矛盾的范畴。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不断推进，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显现，“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
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
［3］
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

统一起来”。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的重要性，并第一
次提出“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 十七大报
告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 可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稳定有了新内涵，从强调
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逐渐演变为如何把握好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上来，演变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稳定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维稳也应当从最初的侧重于维护基本政治制度 ，发展到化解矛盾、解决利益冲
突、维护公民权益和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上来 。
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稳定观却停滞僵化 ，视公民的正当利益诉求为不稳定因素，把公民的利
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特别是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某些地方政府“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
［4］
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 ，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 ” 。 为求绝对的稳定，暴力打

压进行维稳的事件时有发生，“天价维稳”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广州市 2007 年社会维稳支出高达 44 亿
［5］

元，而当年广州市的社会保障就业资金才为 35． 2 亿元

。2009 年辽宁省投入维护社会稳定专项资金

［6］

223． 2 亿元

，占省财政收入的 14． 8% ，相当于每个辽宁人为维稳支出了 500 元。 地方各级政府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用于维稳，高昂的维稳费用成为地方政府的常规性支出，在挤占其他政府
基础公共财政支出的同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但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不仅没有
减少，相反却在不断的增加。僵化的稳定观追求绝对的稳定，导致了这种越维稳越不稳的维稳悖论现
象。维稳悖论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 ：
第一，“不稳定幻像”引发维稳需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
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 ”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
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 、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 。应当说，
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
［7］

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 正是基于在维稳观

念上存在上述认识误区，某些地方官员头脑中的“不稳定幻像 ”根深蒂固，才会导致地方政府在维稳工
作上的过激反应。每当出现某个群体通过集体上访 、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 ，地方政府
官员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些行为当成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既然影响了社会稳定，就不得不采取行
动加以制止，维稳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对当前社会矛盾的错误定性造成错误的维稳观 。从上文对发展中的稳定观的论述中我们认
识到，当代中国的稳定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 ，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从根本上
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同样表明，这些年来发生的所谓维稳事件，
绝大多数其实都只是一种利益矛盾 、利益冲突，是利益表达的方式之一，是公民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有
效回应而导致的。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权力定位、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利
益间的较量使得社会矛盾频发，我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期，这是我们定位当前社会矛盾的最基本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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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既然是利益之争，就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就应当遵循其自身规律，在解决利益冲突时
可以运用调解、协商、谈判甚至妥协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将会是一种常态化存在 。我们不但不应该有过激反应，而且要充分认识到矛
盾与冲突的社会功能。科塞的冲突理论认为，冲突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它既有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功
能，更主要的是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冲突可以让社会矛盾明朗化、公开化，让不满心理和对立情绪得到发
泄而不至于对社会结构造成破坏 。不过很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冲突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其负
面作用上，看不到冲突的正面作用，或出于种种原因对其正面作用视而不见。 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某些
地方官员缺乏对社会矛盾与不稳定因素的客观认识 ，凡是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诉求一概划入维稳的
范围，将其上升为刑事案件，甚至将其定性为敌我矛盾。
第三，对政策的错误解读衍生不当的维稳方式 。周永康在题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
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的工作报告中提出： “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乡（ 镇） 、矛盾不上交”，指明了维稳工作的方向是要把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心放在基
层。但中央政策在某些地方、某些官员那里却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解读，把中央的“稳定压倒一
切”曲解为用稳定把一切压倒，基层维稳的最高目标就是要确保本届任期内不出事或不让上级知道出
事。
目前基层维稳的不当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瞒报。 为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 镇 ） 、矛盾不上
交”，尽量能捂就捂能瞒就瞒，想尽各种办法不让上级知道。 在湖南金浩茶油瞒报事件中，湖南省质监
局一位高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粮油问题不公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 地方政府对凡是可能引起不
稳定情绪的事件，诸如病情、疫情、征地、拆迁、安全事故等极力隐瞒。“维稳 ”已经成为瞒报的最佳理由
［8］
和托词，“瞒报维稳”似乎已经成为“先进经验 ”被各地政府纷纷效仿 。 二是打压。 最近几年，各地基

层政府纷纷成立了“维稳办”、“应急办”、“综合治理办 ”等机构，由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负责，采取“首长
挂帅、全民动员”，要求公安、信访等多部门联动联防，只要发现“敏感事件 ”或者进入“敏感时期 ”，就立
即进行“政治运动式治理”，动辄动用当地警力高压维稳。2010 年 3 月 15 日，商丘市出租车行业因出租
车经营权问题停运，商丘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指挥 3000 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将数
十名出租车司机代表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名当场刑事拘留 。停运出租车司机所表达的不过是民生
问题，而当地政府竟动用了 3000 警力，是典型的暴力维稳。三是收买。随着财政逐渐宽裕，地方各级政
府普遍设立了“维稳基金”，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办法，无原则地妥协让步，靠花钱息事
宁人以求稳定。2010 年 1 月 12 日，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坡贡镇发生“安顺枪击案 ”。 事件发生以
后，当地政府一方面一口咬定死者是“因打架袭警并抢枪”被“警方击毙”，同时又迅速与家属达成和解，
［9］

支付高达 70 万元的赔偿，相当于坡贡镇三年的财政收入

。

三、和谐社会呼唤理性维稳的回归
( 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理性维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文化、
政治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越深入，个体的利益变化就越直接越具体。 随着多元化利益
格局逐渐形成，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 ，权利意识引发的权利诉求导致了大量
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降反升。
2003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 1000 美元。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表明，当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进入 1000 ～ 3000 美元的阶段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世界各国中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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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 ，也有因为应对
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 。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 、更突出。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点基本特征 。
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做到保持社会的稳定 。 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是前后相继的关
系，和谐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更高阶段 。社会稳定才有可能实现和谐社会 ，社会不稳定和谐社会就无从谈
起。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社会稳定； 在社会实现稳定之后，就应当向和谐的状态迈进。 一个稳定的、有秩
序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当代中国所处的既是“黄金发展期 ”又是“矛盾凸显
期”，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尤其需要稳定。 这里的稳定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经济和社会生活
的有序发展，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当前频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我们要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判
断，要有清醒的认识，这只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的集中爆发 。 我们不能被“不稳定幻像 ”所击倒，不
能用稳定来绑架改革和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维稳观，通过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完善解决冲
突的制度体系，采取和谐维稳、理性维稳的方式，才是真正的维稳之道。深圳“5·26 飙车案 ”中，社会矛
盾又一次明朗化、公开化，社会公众尤其是网民的不满心理和对立情绪在该事件中得到充分的宣泄 ，却
并没有演变成又一次的维稳事件 ，恰恰是深圳警方理性维稳的结果。权力因为尊重了权利而获得社会
公众的广泛认可，政府赢得了公信力，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同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维稳与维权达到双赢。
( 二)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理性维稳的关键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
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社会管理
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
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政府管制模式 。 政府管制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对秩序的维
护，表现为“大政府，小社会”，即极度发达的政府和相对弱化的社会。 中国政府历来就是全能型政府，
强调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强有力的控制 ，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无所不包的职能，政府与社会、
行政与经济之间权限划分不明确 ，忽视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规模庞大，管理越位，缺乏监督。政府管制
模式容易造成在维稳过程中采取运动式 、战役式的方式，热衷于由此带来的暂时性稳定，严重扭曲了维
稳的目的。目前，处于维稳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各级地方政府 ，而仅凭政府一己之力是无法实现社会长治
久安的。这从众多维稳事件中地方政府首当其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就可见一斑 。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 ，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而绝大多数所谓维稳事件正是由于公民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才产生的 。 只有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正确反映、协调兼顾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 为此，要转变管理理念，从传统的
“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 从政府“包打天下 ”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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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 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 、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
只要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回应 ，群众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社会就必然和谐稳定。
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应当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 ，营造和谐有序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把社会管
住、管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完善社会管理格
局，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为此，要加快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由过去的控制者、监
督者转变为服务者、协调者，实现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管制模式向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的转变 。政府与
社会共治模式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 ，改变以往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的局面 ，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
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中来 ，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型的社会共治模式。俞可平先生认为：
“在正常情况下，民间组织与政府应当是一种友好合作和互补合作的关系。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
展，需要让公民和社会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 ，而公民和社会的自治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得以实现的 。因
［10］

此，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 ，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 政府与社会共
治模式改变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 ，既能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能激发民间组织和社会
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民间组织、社会公众与政府三者之间建立良性互动 ，就会形成社会共治的维稳
新格局。
( 三) 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是理性维稳的制度化保障
当代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诸项
公民权利就是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 。政府只有积极地面对公民的利益诉求，有效地回应公民的权利表
达，让公民感受到自己在随时倾听他们的声音 ，使公民在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获得参与感，并在决策制
定与执行过程中接受监督，才会成为一个备受信赖的政府，社会才会真正稳定。 一个不尊重公民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政府，是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的。 但深圳“5·26 飙车案 ”仅为个案，还有更
多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在改革攻坚期、矛盾高发期的关键时刻抓住机遇 ，建立健全制度
化的利益均衡机制，形成解决矛盾冲突的新模式，通过制度的建立提高公民的权利博弈能力，做到以权
利驯服权力，就一定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维稳新思路 》的研
究报告中提出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维权 ，通过维权实现维稳。笔者对此颇为赞同。2011 年 2 月 19 日，胡
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
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的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
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
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设置一系列保障措施，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
现公民权益保障的制度化。
1． 信息取得机制。信息取得机制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与保护 。 知情权，即知的权利，是指获取、
知悉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又称为知悉权、了解权、信息权或资讯权等。 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与结
果，知情权首先是公法领域内的概念 ，指获取、知悉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 随着知情权的外延不断扩
大，知情权也广泛地进入私法领域。知情权的内容主要有三项： （ 1） 知政权，指公民对国家事务、政府行
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依法享有的获取、知悉的权利； （ 2） 社会知情权，
指公民对其所感兴趣的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变化等依法享有的获取、知悉的权利； （ 3） 个人
信息知情权，指公民对涉及本人的相关信息依法享有的获取 、知悉的权利。深圳“5·26 飙车案 ”中深圳
警方四天四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动发布或应网民和媒体要求发布案件信息 ，做到公开透明，对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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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给予尊重和保护，获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另外，公民也可以通过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方式实现
自己的知情权。公民只有及时获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信息 ，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有效地保护
自身的权益。信息不公开、暗箱操作、瞒报甚至是不报，是引发维稳事件并使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
2． 利益整合机制。分散的利益诉求很难对决策层面产生影响 ，无法有效地解决矛盾和冲突。 尤其
是对弱势群体而言，由于掌握的资源和表达能力相对有限 ，个体的利益诉求就更加难以实现 。农民工工
资拖欠问题、拆迁问题、医疗纠纷问题为何频频发生，就是因为有相同利益诉求的个体无法以一定的组
织形式进行群体表达。一个社会要想有效解决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就必须建立利益诉求的整合机制 ，
通过对利益诉求的凝聚、提炼和整合形成合力，个体的声音才会变成和声，才会对相关部门造成影响，从
而更容易地通过谈判、协商、调解和仲裁等理性的方式解决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医改被认定为是失败
的改革，就是由于百姓对医疗改革的意见只是以零星的声音出现 ，缺乏凝聚和提炼，没能真正影响到制
度的设计者，改革措施不能体现百姓的利益，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3． 诉求表达机制。表达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 ，使用各种方式表明、显示或传播思想、情
感、意见、观点、主张，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的权利。 表达权包括表达方法和表达内容两方面的自由 。
只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权利主体具有包括使用媒体等各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主张 ，对参与的公共事
务进行表态、表决和提出新的相关请求的权利 。知情与参与是实现表达的前提，表达则是实质意义上的
知情与参与。质言之，人民没有表达权，就没有人民对政府的制约； 人民对政府的制约一定是通过表态 、
［11］

表决等自由表达主体意志来实现的

。在涉及公众权益的问题上，政府应当通过表意、听证、监督、举

报等方式，向公众提供诉求表达的机会和渠道 。同时也应当通过相关制度的设置 ，使公众的诉求可以通
过大众媒体等方式进行充分的表达 。
4． 施加压力机制。现实中动辄出现以跳楼、自焚、集体断指、开胸验肺等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
诉求的事件，这正是“政府玻璃墙 ”导致的“中国式维权”。“政府玻璃墙 ”是指政府犹如一面看不见的
玻璃墙，民众与其交往时经常碰壁，主要表现为： 部门间相互推诿，不解决问题； 工作效率低，办事拖拉；
［12］

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不敢坚持原则维护弱者权益

。由于弱势群体缺乏正当渠道，只能通过此种极端

方式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向相关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但高成本、高风险的维权方式并不必然带来高
回报，社会也不能鼓励此种极端的维权方式 。因此，必须得从法治层面对施加压力机制加以规范，创造
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否则，弱势群体
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
5． 利益协调机制。利益是最具有理性的，在解决利益冲突时可以运用调解、协商、谈判甚至妥协的
方式来处理。利益协调机制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对话与谈判 。 在明确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
后，不同利益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依照程序进行谈判协商 ，自主、公平、有效地解决利益纠纷。利益协调
机制引导社会成员自我调节，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目标。此时，政府再不必以维稳主角的身份出现，不
但减轻了政府的行政负担，也降低了维稳的社会成本。
6． 调解与仲裁机制。当利益协调机制无法解决利益冲突时，调解与仲裁就成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调解与仲裁的主体包括政府和司法机构 。 这就要求政府角色定位要准确，要由“监护人政府 ”转变为
“守夜人政府”，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转变，不必直接介入纷争，而是以规则的制
定者、平台的提供者和结果的保障者的身份出现 。这样就避免让政府成为社会事件的焦点 ，进而引发社
会公众的对立情绪，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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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f Reasonable Stabilization： from Wrong-hitting Gate to
Shenzhen 26-May Fast-car-case
Shang Hongli
（ College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
Abstract： With our country’s reform stepping into the crucial stage，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emerge increasingly，and problems of stabilization arise accordingly． Two different processing mode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sections，such as wrong-hitting gate and Shenzhen 26-May fast-car-case，represent two kinds of stabilization concepts，that is，violent stabilization and reasonable stabilization，respectively． The trend of stabiliz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power with right． When right was suppressed by power，a violent mode was
chosen as the stabilization process，which must lead to a short-term and temporary steady state． However，
when power was tamed by right，the stabilization can only become reasonable，leading to a long-term and permanent ideal state，and a long period of political stability can thus be realized． Reasonable stabilization is the
crucial require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whose master key is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and the systematized guarantee is the masses-rights-maintaining system．
Key words： reasonable stabilization； harmonious society； social administration； masses-rights-maint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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