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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警网络舆情的法治解读
牛广甫
（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要：近年来，涉警网络舆情频发，对伦理道德、传统文化、政府的公信力等造成了冲击。 公民法
治意识的觉醒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内在动因 ；警察执法不公或瑕疵是涉警网络舆情高发的主因。 在舆情
摘

发展的进程中，网民质疑政府公信力的倾向性明显 ；网民对知情权的诉求强烈。 公安机关要通过透明、
公平公正执法，树立起良好的职业形象，增强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 一旦发生涉警网络舆情，公安
机关应以合作而非对抗的理念疏导舆情 ，迅速发表案件事实，有效缓解舆论压力，引导舆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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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微博等“自媒体”的迅速崛起，近年来中国的网络舆情频发。 涉法涉警舆情
［1］

事件由于直接聚焦公权力和民生领域的相关矛盾 ，而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很多社会舆情事件对伦

理道德、传统文化、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冲击，对社会结构造成了破坏。 因此，很多学者，特别是执法部
门把涉警网络舆情当作具有负面影响的危机看待 ，并据此制定应对策略。但笔者认为，涉警网络舆情在
具有负面消极影响的同时，更有其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可以促使相关部门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工作作
2011 年的粗暴执法类事件较 2010 年大幅下降。2010 年，该
风。比如，与 2010 年的涉警网络舆情相比，
类事件占据所有类型的首位，尤其是跨地区抓捕或通缉成为 2010 年度涉法涉警舆情热点事件的关键
［2］

词

。正是跨省通缉或抓捕、刑讯逼供等粗暴执法案件被网络曝光后 ，相关部门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大力整顿工作作风，开展了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了警务部门的政治素养、
业务素质，从而减少了负面涉警网络舆情的发生 。同时，“网络打拐 ”等正面涉警网络舆情，激发了广大
人民群众同邪恶势力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极大热情 ，为警务部门破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把“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落到了实处。因此，如何从法治的角度对涉警网络
舆情进行解读，成为警务实战部门必须面对的课题 。
一、涉警网络舆情的形成机理
（ 一） 公民法治意识的觉醒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内在动因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社会形成机理和规律 ，涉警网络舆情亦然。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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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普法宣传的深入 ，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也逐渐加强。 在中国持续的
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权力监督的自觉性 、主动性与积极性日益剧增，对自身和
［3］

群体权利更加关注，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探究日益迫切

。

民众对某些人通过非法手段和裙带关系一夜暴富的不满情绪 ，逐渐在网民中演变成一种普遍的仇
富心态。然而，对网上流传的袁隆平等科学家巨大财富的理解和赞许 ，说明大众的仇富心态隐含了普通
民众对公平的追求和向往。网民对“开水门”、“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的怒火，实质上是社会正义
的网络彰显。“网络打拐”的累累硕果，既是包括网民在内的普通民众良知、道德和法律意识完美融合
的伟大实践，也是公安工作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的一场人民战争 。
网络作为当今中国最大的舆论场 ，代表着一定的民意，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最具‘原生态 ’的鲜活民
［4］
意” 。现阶段，虽然我国网民的组成复杂，网络跟风现象明显，网络问政的无序性和非理性也很突出 ，
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网民抱着朴素的心态，通过网络互动平台揭露政商腐败、执法不公现象，关注公共

事件的发展进程，参与公益事件的讨论。这既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 ，也是公民依法参与国家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应有之义，更是法治社会中公民依法实施权力监督的有效途径 。
（ 二） 自媒体的崛起是涉警网络舆情形成的技术基础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
［5］
或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不同看法的网络舆论 ，是社会
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 、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
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近年来，网络舆情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密不可
分。在网络尚未普及之前，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 话题的设置、舆论的基调等全
由传统媒体主导，民众也只能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那里获取信息，舆论处于“可控 ”的状态。 然而，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互联网、智能上网手机等迅速普及，网络论坛、博客、微博以超乎想象的速
度得以发展，中国社会进入了“自媒体 ”时代。 人人皆可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人人皆可设置议题。
新媒体不但从传统媒体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 ，而且由于网络速度快、范围广，不受时空的限制，议
题设置者和受众之间界限模糊且交互相通等特点 ，网络舆情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 2012 年舆情
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 》的统计，“由新媒体作为首次曝光媒介的舆情事件正逐
渐增加，其占全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比例从 2007 年的略过半数到 2011 年的 65． 2% 。 从 2011 年 471
个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来看，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事件有 307 起，而传统媒介曝光的仅有 145 起，不足前
［6］
者半数，仅占总数的 30． 8% 。微博首曝比例显著提升，达到二成以上” 。
自媒体的兴起，使社会舆情赖以生存的传播渠道急剧扩张 ，改变了中国的社会舆论生态，使得社会
［7］
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外显程度 。
（ 三） 警察执法不公或瑕疵是涉警网络舆情高发的主因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日渐显
现，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治安形势严峻和违法犯罪案件高发是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绕不过的特点之
一。公安机关作为负责户籍管理、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和刑事案件侦查的权力机关，与广大群众的
日常生活接触最为频繁，也最容易引发舆情事件。
一旦警察在执法中出现执法不公现象 ，很容易成为网络舆情的主体。 如果警察暴力执法或知法犯
2010 年度出现的数起警察跨地区非法抓捕和通缉事件 ，就一
法，就更容易成为网民攻击的对象。比如，
2012 年关于警察刑讯
次次地将警察推向网络舆情的风口浪尖 。随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
、
，
逼供 暴力执法的网络舆情明显减少 但警察钓鱼执法或知法犯法的事件依然不时见于网络。2012 年
11 月 20 日，河南交通维权人士王金伍将其历时 1 年拍摄的 54 段部分交警收黑钱的视频在网上曝光，
就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事件最终以数名公安局干部被免职 、停职，直接责任民警被清理出公安
队伍告一段落。
警察的执法活动与民众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 。虽然违法乱纪者是警察队伍中的极少数，但他们的
行为却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警察这一职业的社会观感 ，增加了民众对警察和法治的不信任感 ，也使涉
178

牛广甫：涉警网络舆情的法治解读

警网络舆情发生的概率大为增加 。在发生涉警网络舆情时，正是极少数害群之马的不良形象导致很多
不明真相的网民大量跟帖，大大增加了公安部门处理涉警网络舆情的难度 。
二、涉警网络舆情的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 ，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局限于以血缘和地缘为
纽带的熟人之间。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网民之间交流的原因在于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兴趣和网络
习惯，网络社会是一种典型的趣缘社会 。一定数量的网民出于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或网络习惯 ，形成
一个个意见群体。在涉警网络舆情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在网络意见领袖的带领下，成员数量庞大
的意见群体推动着网络舆情的发展进程 。因此，研究网络意见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征 ，有助于深入了解涉
警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规律。
（ 一） 网民跟风从众心理明显
某一涉警事件被网民以博客、微博等方式上传到网上后，一旦被某些意见群体所关注、跟帖，就会形
成网络热点。网络意见领袖一旦关注网络热点 ，并发表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其就成为网络议题的发动者
和网络意见的主导者。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海量的网民密集跟帖，在短时间内就能形成波涛汹涌的涉
警网络舆情。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可以充分揭示这一跟风从众心理。 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
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 ，全然不
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 。因此，“羊群效应”在社会学上就是指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影
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也被称为“从众效应”。
从众心理容易使网民产生盲从行为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用 ，用来攻击政
府，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跟风从众心理虽然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从近几年
发生的涉警网络舆情来看，网友关注度和传统媒体关注度呈现出较好的契合度 。 网友的热情围观成为
传统媒体关注的动力，从而促进了涉警热点事件得以迅速、透明、公正解决，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如此，
2010 年局长香艳日记事件、
2012 年深圳跑车飙车案亦是如此。
（ 二） 网民质疑政府公信力的倾向性明显
常见的涉警网络舆情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发生了警察涉嫌违法乱纪、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
件，引起公众的不满，进而发展成涉警网络舆情。在这一类舆情中，网民从质疑警察行为的合法性开始 ，
进而发展到质疑涉警事件能否得到公正 、透明的处理，担心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出现官官相护的现象，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不了了之。第二类涉警网络舆情指的是，热点事件本身和警察并无关系，但由
于警察机关是事件的处理者，从而成为网络舆论风暴的中心。在这类舆情中，热点事件的当事方往往在
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方面有相当的差距，网民对警察能否透明、公正处理案件心存疑虑。 一旦警察对
事件的处理出现瑕疵，或者意见领袖对警察的处理提出质疑 ，而警方又没有及时澄清，网民就会进一步
质疑警察对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从而使警方处于网络舆情的风暴中心。 比如在 2012 年的深圳“5 ·26
特大交通事故”中，微博平台上对此事的关注度一开始相对较低 。但随着 5 月 27 日网友“@ 眼袋兔兔 ”
一条“希望能揪出真正逃逸的肇事司机，还她们家人一个公道 ”的微博的发布，迅速点燃了网友的参与
热情，网民纷纷质疑交警调查事故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 ，短短数天，就发展成为质疑交警公信力的涉警
网络舆情。在这次网络舆情中，对交警调查事件的程序表示质疑和不满的达 31% ，认为政府公信力遭
遇危机的达 28% ，二者之和高达 59%

［8］

（ 见图 1） 。网民的这种质疑心态，容易产生网络舆情的流变，一
［9］

起舆情事件的发生往往引发与之相互联系或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其他舆情事件的爆发
情越来越呈现出错综复杂、关联交互的特点。

。 总之，网络舆

在涉警网络舆情中，警察和政府的公信力之所以屡受质疑 ，既与网民的从众心理有关，也是法治社
会中网民的一种惯性思维，更是警察队伍中极少数害群之马在民众中留下的不良社会观感的网络反映 。
这种网络生态一方面有利于公安机关在舆论压力下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公开、透明、公正地处理案件，但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处理网络舆情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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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5·26 特大交通事故”网友观点倾向性分析

（ 三） 网民对知情权的诉求强烈
对涉及公民权的事实真相的强烈诉求 ，是很多涉警事件最终发展为涉警网络舆情的内在推力。 按
照“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高，价值越大，对人们越有吸
引力。一个涉警事件被网民上传到网络 ，受到一些网民关注后，如果警方没有对网民关注的问题作出及
时的回应，或回应得不到网民的认可，该事件就可能会在网络上进一步发酵，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发出
质疑或反对的声音，最终发展为涉警网络舆情。
警察的执法活动同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 ，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因此，网民对涉警事
件知情权的强烈诉求，既是对事件真相的追问，也反映了网民对同类事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的焦虑和不
确定感。也正是在网民的不懈追问下，“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 ”等才得以快速、公正
地处理。网民的持续追问和质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警务机关增加了工作压力 ，但也直接或间接地促
进了警察队伍的规范执法和公正执法 。
在虚拟和开放的网络空间里，网民持续追问和质疑的特性，还容易产生蝴蝶效应。一个网络舆情事
件的持续发酵，有时会引起议题的流变，引起另一个与其有关联或相同特征的网络舆情的产生 。如一个
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会引起广大网民对警察执法的强烈质疑 ，进而导致网民对其他案件的关注，质疑
在其他类似的案件中是否也存在刑讯逼供而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情况 。2011 年的社会舆情事件以事
件链的形式和两两对比出现的事件明显增多 。一起舆情事件的发生往往引发与之相互联系或有某些共
［10］
同特征的其他舆情事件的爆发 。2011 年 1 月 25 日，以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随手拍
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为开端，网友们零碎的、非专业的行动，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并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最终使无数
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得以团圆。这一高举道德与法律旗帜的公共事件 ，既是网络正义和法律正义的体现，
也具有明显的蝴蝶效应的痕迹。
（ 四） 网民的参与热情呈现“∩”形特征
在涉警网络舆情中，网民的参与热情符合边际效应原理 。边际效应是指当人第一次接触到某一事
物时情感体验最为强烈，第二次接触该事物时，情感体验会淡一些，第三次时会更淡一些。也就是说，随
着人们接触某一事物的次数增加 ，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热情会逐渐淡薄 ，直至热情完全消失，对该事物感
到乏味。
在涉警网络舆情中，网民的参与热情也是如此。某一涉警事件在网络传播的初期，舆情关注度一般
处于低位运行状态。随着事件当事人或网民的质疑，网民跟帖数量的增加，舆情关注度开始攀升，推动
着舆情向前发展。当警方的回应出现疑点或漏洞时，在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带领下，网络舆情就
会迅速发展，直至达到最高峰。在此期间，随着网络舆情的发展，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一般会参与到事
件的讨论之中，共同推动着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当网络舆情达到其峰值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民的
参与热情也会逐渐减退。如果没有新的热点出现，网络舆情一般会在十几天后平息。 比如，在 2012 年
5 月 27 日网友“@ 眼
的深圳“5·26 特大交通事故”中，死者家属对警方公布的肇事者信息表示质疑后 ，
袋兔兔”的“希望能揪出真正逃逸的肇事司机，还她们家人一个公道 ”的微博点燃了微博平台中网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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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该事件的网络关注度开始攀升。5 月 28 日，当深圳警方公布的视频被网友质疑有 PS 痕迹时，交
警处理此案的公正性被严重质疑 ，网络舆情瞬间高涨，并在 5 月 29 日达到此事件的峰值。 随着深圳警
30 日连续公布证据，网络舆情逐渐消退（ 见图 2） 。
方于 5 月 29 日、
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进程，既与所涉事件的敏感度有关，又与警方对事件的回应方式有关。涉警事
件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越密切 ，网民对事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的不确定感越强烈 ，关注度就越高，就
越容易发展成为网络舆情。警方公布事实真相、回应网民质疑越及时，回应的态度越诚恳，网络舆情降
温就越快。如果警方不做认真调查就草率回应 ，敷衍了事，甚至以谎言掩盖谎言，就会引起网民的反弹，
形成新的舆情热点和网络风暴，给警方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对事件的后续处理产生消极的影响 。

图2

深圳“5·26 特大交通事故”舆论关注度走势

三、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法治基础
（ 一） 公平公正执法
公安机关坚持依法行政，做到公平公正执法，是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前提和基础。 坚持法治化原
［11］
则，
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将一切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错
综复杂。公安机关及广大民警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 ，在执法过程中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想 ，树立
法治和人权保障理念，做到秉公执法。在日常的行政执法中，要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相对
人，使处理结果既程序合法，又实体公正。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要坚决杜绝非法收集证据，充分保
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使刑事案件的侦查结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认可
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从而在广大网民心中树立起良好的职业形象 ，提升公安机关及广大干警的公信
力。反之，如果经常有诸如刑讯逼供、钓鱼执法，甚至警匪勾结等负面消息见诸报端和网络 ，就会严重影
响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
在涉警网络舆情中，屡屡出现在“意见领袖 ”的带领下，广大网民对事件处理过程或处理结果一浪
高过一浪的质疑和拷问。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既与网民的从众心理有关，是一种典型的“群羊效应 ”
的表现；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和公安机关在公众中有一定的负面形象有关 。正是个别干警在工作中
没有公平、公正执法，甚至执法犯法，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影响了广大干警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口碑，
降低了公安机关执法的公信力。 涉警事件在网络中传播时，网民才会出于本能反应产生“习惯性猜
想”，对公安机关处理事件的公正性产生质疑。“意见领袖”的观点才会被网民接受和广为传播 ，甚至出
现公安机关越解释，网民的质疑声浪越大的情形。 因此，公安机关及广大干警只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
念，努力提高自身的工作素养，严格依法办事，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和谐统一 ，才能提高公安机关
的公信力。广大网民才会信赖公安机关对涉警事件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 。 在涉警网络舆情发生后，
网民才会认真听取和思考公安机关对事件的解释 。而这无疑是缩小网民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距离感，从
而减少、有效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根本。
（ 二） 透明执法
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 ，网络对公安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 ，对公安执法规范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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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更高的期待。这就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及广大干警在执法过程中应充分尊重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对
执法活动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 公安执法
过程的透明性和案件办理结果的公正性 ，是公安机关塑造自身形象，赢得公众理解和信任的最佳途径。
透明执法是消除公众“公正焦虑症”的良药。在涉警网络舆情中，公安机关应当将案件办理程序透
明化，以消除网民对暗箱操作的质疑和忧虑 。同时，将不涉密、可以让公众知晓的办案过程，已经取得的
证据等情况通过正规途径及时向广大公众公布 ，必要时可以吸收民众参与案件的调查和处理。 让公众
看到“透明的正义”，既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一思想路线的具体实践，也是提高执法公信力，
化解网民疑虑，从而减少和有效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基础之一 。
（ 三） 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同网民的沟通
近年来，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方式、途径，以及议题的设置和流变都
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为主的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特质 。公安机关应当适应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各种新兴
媒体和传播途径，建立自己的对外宣传和传播信息的平台 ，加大与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沟通 。通
过对外宣传，使民众了解公安机关的性质、程序，满足广大网民监督的心理需求，并赢得网民的信任和理
解。公安机关还可以通过对外宣传和信息传播平台 ，为民众解惑答疑，提供帮助，甚至进行网络执法活
动。只有网民与公安机关的网络沟通渠道畅通 、高效，才可能减少涉警网络舆情的发生。在涉警网络舆
情发生后，公安机关的对外信息传播平台发布的信息才可能得到广大网民的信任和理解 ，将网民的合理
诉求纳入到有序的轨道之中。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与媒体的沟通能力不断提高 ，对新媒体的运用也更加娴熟。绝大多数的公安
机关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平台 ，对外发布信息，回应质疑和投诉，公布案情的进展等等。 一些干警
也通过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执法宣传，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比如，郑州市交巡警杨华民
从 2011 年开始，就通过个人手机微博发布实时路况信息 ，每天少则五六条，多则 20 多条，内容主要包括
路口路况信息、交通安全宣传常识等。杨华民的实时路况“微直播”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目前他的“粉
丝”达到数千人。郑州市交巡警支队和各交巡警大队也相继开通了微博，利用微博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网民参与度高的特点，及时发布交通信息和交通治理措施，对于缓解交通拥堵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上述正面事例既体现了公安机关对新媒体的重视 ，也拉近了与广大网民的心理距离。 这对提高公安机
关的公信力，化涉警网络舆情于无形，无疑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四、涉警网络舆情的疏导原则
（ 一） 以合作而非对抗的理念疏导舆情
受中国传统执法理念的影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在公安系统还有一定的市场。 法律被认为是国
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是用来管老百姓的。 执法者通过运用法律来达到管理社会、管理民众的目
标。按照“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是平等的关系，管理者要明显优于被管理者并在
被管理者之上。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提出的异议或质疑 ，被认为是对管理者权威的挑战。正因如此，涉警
网络舆情被很多公安机关视为危机 。由于在涉警网络舆情中，经常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音 ，让公
安机关感到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安机关更习惯于以对抗的心态对待涉警网络舆
情，“危机”、“监控”等词语频频出现在一些公安机关的内部文件 ，甚至一些学者专家的学术文章中，就
显得不足为奇了。
但笔者认为，“法律工具主义”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 其容易使普通民众对法律的功能产
生误解，疏远执法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笔者认为，法律既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更应该是公
民权益保障的基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和鸿沟 ，随时可能出现角色转换，二者的目
标也是一致的，即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与公民权利保障的和谐统一 。
网络舆情对警务机关的影响也是双重的 。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草根性、抱团性、监督性等
特点，以及网络舆情呈现的“蝴蝶效应”、“痰盂效应 ”和“羊群效应 ”，使得网络成为了各种言论聚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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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最佳载体

。网民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其传播的信息有时可能是错误或虚假的 。 不实涉警信息

在网络上的肆意传播和扩散，会严重影响公安队伍在公众中的形象 ，造成公安队伍公信力的丧失，增大
公安机关处理相关事件和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难度 。如果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上的不实信息
进行煽动和串联，还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威胁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
面，从既往的涉警网络舆情来看，网民对公安队伍的质疑主要是由公安机关未及时 、透明处理案件所引
起的，有些质疑则直指公安机关的失误或疏忽 。因此，总体来看，网络民意基本反映了公众的合理诉求 ，
有力地监督、推动了公安机关公正、高效、透明处理案件，促进了公安机关工作质量的提高。
因此，在涉警网络舆情中，公安机关应客观看待网络民意的表达，以合作而非对抗的心态对待网民
的合理诉求和质疑。将网民的监督作为工作的动力，努力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也唯有如此，才能逐
渐疏导舆情，提高公安机关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
（ 二） 抢占舆论制高点
在网络世界里，网民对海量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判断时，存在着“首因效应”。“首因效应 ”也叫首次
效应、优先效应或第一印象效应。它是指当人们第一次与某物或某人相接触时会留下深刻印象 ，个体在
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 ”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影响和作用。 也就是说，网
民首先接触的信息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影响着其对后面信息的接受和判断 。
在涉警事件发生的初期，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并不高，呈现出平滑曲线的特征。公安机关通过网络
监测系统发现网民对某一涉警事件的关注度较高后 ，应第一时间发布涉警事件的相关信息和真相 ，并对
网络舆论进行合理、有序的疏导，以延缓或阻断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 如果涉警网络舆情已经发生，
“谣言走在了真相的前面”，公安机关更应勇于面对网络舆论，用事实说话，使“谣言止于真相 ”。 同时，
公安机关应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对事件的进程、真相进行高强度、大范围的报道，以达到
尽快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目的。实践证明，虽然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微博 、微信等自媒体的兴
起，传统媒体在与网络舆论的比赛中经常输在起跑线上 ，但传统媒体的观点却可以对网络舆论起到极大
的疏导和纠偏作用。
（ 三） 开诚布公、公开透明地发布相关信息
涉警事件发生后，由于“禁果效应 ”和网民的跟风心理，网络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质疑。 个别新闻
媒体出于追求新闻轰动效果的目的 ，也会标新立异，将一些未经核实的信息予以报道，从而给公安机关
的案件处理施加强大的压力。公安机关要想抢占舆论制高点，有效疏导网络舆论，就必须开诚布公地发
布与涉警事件相关的信息。如果面对网民的质疑，不加分析地“习惯性否认 ”，而后在网民的穷追猛打
下被迫更正，就会失信于民众，使公安机关的声音逐渐成为“沉默的螺旋”，被网民所不屑和抛弃。
1． 迅速发布涉警案件事实。
公安机关应该第一时间将已经掌握的涉警事件的事实通过官方微博 、移动公司短信平台、报纸、电
视等媒体予以发布，化解公众的疑虑和质疑，以抢占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对网络舆论予以疏导。
2． 慎谈原因。
很多涉警事件发生的初期，网络关注度并不高。 但公安机关在未作认真、详细分析和研究的情况
下，就对事件轻易下结论、定调子。当网民发现公安机关的回应漏洞百出后 ，质疑和不满的情欲瞬间爆
发，甚至陷入公安机关越解释，网民质疑和不满的声浪越高涨的恶性循环之中 ，并最终发展为汹涌的涉
警网络舆情。
因此，公安机关在回应网络舆论的质疑时 ，如果涉警事件的原因已经查清，结论也很明确，理所当然
应将事件原委完全讲清楚。如果涉警事件比较复杂，原因还未查清，只需说明已掌握的案件事实，同时
表明公开、透明、公正处理案件的态度即可。
3． 实事求是，只讲真话。
无论是发布案件事实，还是谈案件的原因和结论，开诚布公、实事求是是公安机关的唯一选项。 如
果为了尽快缓解网络舆论压力，以谎言掩盖真相，甚至以谎言掩盖谎言，最终只能是适得其反，使公安机
关的公信力严重透支，大大增加疏导涉警网络舆情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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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公民权利觉醒、社会监督多元、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讲，涉警网络舆情的发生
有其必然性。其只可能减少，而不可能完全消失。公安机关正确看待、回应涉警网络舆情，既是法治社
会中公权力尊重网络民意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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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involving the Police
Niu Guangfu
（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0）
Abstract：In the past few years，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involving police has occured frequently，which has
brought shock waves to ethics and morals，traditional culture，the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so on． The inner
motiv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s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citizen’s63 legal awareness while its main
reason arises from policemen’s unfair and defective enforcing the law．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netizens have been showing a clear trend of throwing doubt on the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a strong appeal for
the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Public security organs have to enhance the public’s confidence of them by enforcing the law transparently，fairly，justly and establishing good professional images． Once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involving police happens，public security organs shall dredge it with a cooperative but not confrontational
philosophy，quickly clarify the facts of the case，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ressure that it brings and rightly guide
th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involving police；the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fair and just enforcing the
law；cooperativ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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