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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
陈阿江

环境污染的问题化类型

科学研究的经验表明，“发现和形成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加困难”①。从环境史的角度看，

要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此认清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

无论对学理探讨还是对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早期的环境问题研究中，揭示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特征是其重要的工作。如《寂静的春天》

的作者卡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揭示农药等合成化学物品在土壤、河流中的残留，及其对人类

的影响等。②当然，人和社会始终是受关注对象。在日本四大公害的早期研究中，环境污染对人

的社会影响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重心。无论是饭岛伸子的“受害结构论”③，还是舩桥晴俊的“受

益圈、受苦圈论”④，都尝试解释环境污染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对

【内容摘要】　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深嵌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中。科学

地认识环境污染，并且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大众可了解的信息，是污染转化为社会问题的重要

基础。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 , 无论是外源污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分离的理想类型，还是内生污

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重叠的理想类型，环境污染都难于正常的问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

推进，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突出，环境受影响者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层级政府的多目

标化、新媒体的日渐普及，涉环境问题主体间的竞争、冲突与顺应、合作的不断演化，加之宏

观结构关系的转向，尽管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过度化的现象，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整体步入常态。

而当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步入常态，常规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民众环保意识的培育

应尽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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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的损害、污染造成的贫困、社会歧视等问题。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是社会学

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史奈伯格尝试用“生产跑步机理论（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解释资

本主义体制在环境问题产生上的无奈状态。⑤生态马克思主义则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直

指资本主义体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⑥怀特则从文化层面探讨美国生态危机，认为犹太 -

基督教（Judeo-Christian）宗教文化传统是美国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⑦社会问题有其客观的一面，

就像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疾病一样，但社会问题并不总是客观、清晰的，也有主观建构的一面。伯

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的提出，为社会学认识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⑧汉尼根则以建构主

义为基础，另辟蹊径地阐述环境问题。建构主义环境社会学的意图是 ：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查

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特定的环境状况被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

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⑨

环境问题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历程中，有两类倾向 ：一是环境问题被排除在社会问题研究之

外。在早期的社会学类教材，大都未将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另一种倾向是把环境问

题等同于社会问题，即无差别地对待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

污染具有社会问题的一般特点，也有其特殊性。社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朱力总结已

往的社会问题研究成果，把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1）利益受损集团的强烈不满

与呼吁 ；（2）社会敏感群体及有识之士的呼吁 ；（3）社会舆论集团和大众传媒的推动 ；（4）公众

的普遍认识与接受 ；（5）权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 ；（6）开始解决社会问题。⑩从纵贯过程看，社

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从少数群体感知到多数群体了解，从感受、认识与接受逐渐演变到呼吁和行

动的过程。但环境污染引致的社会问题，比之“纯”社会问题，较多地涉及对污染的科学认知和

技术呈现事项。由环境污染转变为社会问题，既受制于科技，也受制于社会结构。

笔者以为，环境污染引致的社会问题，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环境污染的产生。在

环境中增加了有毒有害的新物质，或有毒有害物质的迁移和富集，导致特定的地理空间系统的物

质形态或结构改变。这方面通常可以用技术手段加以测量。其二，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环境污染对相关人群的社会影响通常表现为 ：健康损害 ；经济损失，进而可能造成贫困问题 ；引

发社会公正危机及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 ；社会解组及社会结构演变 ；人口迁移等。其三，环

境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响应状态，或称之为社会反应。社会反应的主体包括民众、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媒体等。社会反应涉及的事项主要有 ：受害者对环境污染及社会影响的感觉、感受、认

知，不同群体间话语操演，呼吁、呐喊、抗议活动，以及环保行动、环保政策制订、制度建设等。

如果社会没有对环境污染、社会影响产生足够的社会反应，这样的问题只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

不构成社会性的问题。

现实中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在“常态”情形下，当环境被严重污染时，就会

产生社会影响，引发社会反应，环境社会问题由此形成。但环境社会问题并不总是沿着环境污染 -

社会影响 - 社会反应 - 社会问题这样一个逻辑向前演进。与此“顺理成章”的路径不同，还存在

多种可能的情形。比如，因为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不足，或是社会影响隐蔽、社会反应不足，从

而无法完成社会问题的常规性建构。又如，对环境污染或环境污染风险的反应过度，则会引发另

类社会问题。（参见表 1）

本文拟立足于笔者所从事的水环境问题、环境与健康及生活垃圾处置等领域的经验研究，从

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与环境问题的形成，以及社会影响、社会反应及社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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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立足于“环境史”的角度，去理解环境污染究竟是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的。

表 1　环境污染转化为社会问题的类型

类型
环境污染的科学认知与

技术呈现
社会影响、社会反应与社会结构 问题形成与否

科学认知不足
科学原理不清、认知

滞后或技术呈现不足

虽有污染影响，但民众反应不足，或

反应指向不明

无法形成明晰的环

境社会问题

社会反应不足

社会反应过度

有社会影响，但可能反应不足；或有

社会影响、有社会反应，但受制于社

会结构

客观的社会影响不大，但在特殊的社

会关系结构中可能反应过度

无法形成社会问题

建构型社会问题

常态型 正常 正常 环境社会问题形成

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与问题化

环境社会问题形成的逻辑，既有社会问题形成的一般规律，也有环境方面的特殊情形。这里

尝试分析环境污染的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与社会问题形成的基本关系。

大量的环境史料显示，环境污染在早期没有被重视，也得不到解决。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

重要原因，与这些污染现象难以转化为社会问题有关，而科学认知是污染现象能否转化为环境社

会问题的重要基础。

（一）科学认知

环境事件的科学认知常常成为问题化的关键环节，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发生的水俣病就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

日本氮素株式会社在氯乙烯和醋酸乙烯制造过程中使用含汞催化剂，生产企业把含汞的废水

排入海中。废水的无机汞在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等有机汞。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的方式，有机汞在食物链中逐级富集。当地居民因摄入被污染的海产品，使有机汞进入人体血

液及组织。水俣病就是有机汞侵入脑神经细胞后引发慢性汞中毒的一种综合性疾病，轻者口齿

不清、步履蹒跚、感觉障碍等，重者精神失常，直至死亡。

在水俣病发病机理被探明之前，因食用受污染的海产品而患病、死亡的人已有不少。金子澄

子的家庭成员的悲惨故事，有一定的典型性 ：金子澄子家就住在海边。她的先生每天去上班之前

总是先到海边捉螃蟹、牡蛎等供家人食用。家庭成员中最早出现水俣病症状的是长子亲男。一年

之后，金子澄子先生也开始发病。他们先后去了多家医院，包括熊本大学医院，所有的医生都查

不清病因，只是觉得奇怪。1955 年 5 月，她的先生在痉挛的痛苦中去世。1955 年 8 月，次子雄

二出生了，出生后脖子一直不会直立，仍然在康复机构中……⑪

在科学家发现污染与疾病的因果关系之前，渔民已经怀疑当地居民的怪病与氮素株式会社的

排污有关。如水俣镇当地的老渔民江口说，他怀疑工厂排污是致病的原因，并把污泥带给熊本

大学，把牡蛎交给保健所，但是没有人给予回应。⑫在 1957 年逐步明确污染与水俣病的关系之前，

虽然已经产生非常严重的健康损害，居民也有所行动，但因为健康损害与环境污染因果关系的确

切证据没有找到，问题化缺乏明确的指向，自然也难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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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 - 健康主题的研究史看，类似水俣病这样能够清楚找到特定污染物与疾病关系的，是

非常罕见的。因为污染物种类繁多，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化学成分还会发生变化，因此认清污染物

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的机理就非常困难。就人体健康来看，污染物作为健康的风险因子，并不会在

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得到体现。有些疾病如癌症，往往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地域性食管癌

即为典型的例子。20 世纪 70 年代，在我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三年（1973—1975 年）死亡人口的

调查中，发现某些地域食管癌高发，如河南林县、四川盐亭县等出现食管癌地域高发的现象。⑬关

于食管癌高发，有“食物霉变说”“水污染说”“不良生活习惯说”等多种解释，但究竟是哪个因

素或哪个因素为主，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查清。徐致祥提出的“氮循环假说”，在医学统计、医

学实验及改水实践中部分地得到了验证。⑭“氮循环假说”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农村中司空见惯

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可能是农村食管癌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它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没有依

此理论假设采取非常积极的改进水源的措施来预防疾病，比如农村某些地区水塘含氮偏高一直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技术呈现

如何把一般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民众可视或可理解的技术呈现，同样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某

个“环境污染”问题在科学家那里是清晰的，在公众层面并不见得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污染物

可以通过外形、类别等有效判断 ；但有的时候，则需要通过技术测量才能客观地了解污染的真实

情况。比如，科学家已于多年前阐明了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对人体健康影响。但直到最

近，通过技术测量，把测量结果公布于众，才使普通大众能像利用天气预报一样，利用空气质量

指数去了解污染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对环境的感知可能与技术测量的结果一致，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民

众感知与技术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导致污染的问题化出现不同的格局。

表 2　南京市外秦淮河清凉门大桥附近水质情况

时间 氨氮（mg/L） 总磷（mg/L） COD（mg/L）

2013 年 12 月 3 日 21:00 20.06 - -

2014 年 1 月 10 日 6:00 14.37 0.456 51.17
2014 年 1 月 10 日 14:00 13.66 0.501 40.63
2014 年 1 月 10 日 22:00 13.66 0.489 27.09
2014 年 3 月 10 日 6:00 12.27 0.255 27.09
2014 年 3 月 10 日 14:00 13.11 0.257 39.13
2014 年 3 月 10 日 22:00 14.37 0.27 34.61
2014 年 5 月 12 日 6:00 14.37 0.861 58.69
2014 年 5 月 12 日 14:00 13.11 0.409 25.58
2014 年 5 月 12 日 22:00 21.12 0.440 69.23

平均值 15.01 0.44 41.47
注 ：水样地点为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桥下外秦淮河 ；由课题组朱启彬采样，朱启彬、严小兵等人采

用连华科技 5B-6C(v8) 智能一体四参数水质测定仪比色法快速水质检测方法测得

秦淮河水质即反映民众感受与水质测量之间差异性的一个有趣案例。由于秦淮河的成功治理

与开发，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南京市人民政府 2008 年度“联合国人居奖特别荣誉奖”。确实，外秦

淮河从治理前的臭河、脏河，变成了美丽的秦淮河风光。然而，尽管沿岸风光秀丽，河水的水质

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国家规定的Ⅴ类水氨氮（NH3-N）含量不超过 2.0mg/L ⑮，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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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笔者 6 年前在清凉门大桥下秦淮河连续数月不同时段所取水样氨氮含量最高达 21.12mg/L，是

Ⅴ类水高限的 10 倍多。从平均值看，COD 和磷略超国家规定的Ⅴ类水标准（40mg/L、0.4mg/L），

而氨氮是 15.01mg/L，为国家Ⅴ类水标准上限的 7.5 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取水采样时，眼、

鼻等人体感官没有感觉到水被污染 ；平时居民在河边散步，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参见表 2）

可见，由于环境污染自身的特点，科学认知、技术呈现是污染现象能否成为社会问题的基础

性前提。当污染问题的机理难以被科学认识，或当污染既难于为民众所感受，又未能通过技术手

段加以清晰地呈现的时候，往往难以形成一定的社会反应。在一个以事实为依据、尊重科学技术

的现代社会中，科技在污染成为社会问题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一旦失语，污染

也就很难转化为社会问题。

社会反应、社会结构与问题化

环境污染是否转化为社会问题，既与相关主体对污染的认知水平有关，与污染是否直观的呈

现有关，也与污染对相关主体施加的影响以及主体的反应状态有关，而主体的反应状态又与其所

处的社会结构相关。

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括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

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民族结构等。社会结构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

等特点。就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与社会结构关系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具体

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与涉污染事件相关人群的关系，换言之，涉污染事件相关主体的关系格局直

接影响了环境污染是否能被问题化，当然也受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总体性环境污

染的问题化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即总体性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它主要受制于宏观社会结构，

而某个具体环境污染事件的主体冲突或协作可能会加速或延迟环境污染的问题化进程。

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借助于“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两个理想类型工具对早期的环境污

染问题化进行分析，再辅之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外源污染”是指社区共同体之外的力量所产

生的污染并且对社区产生影响 ；“内生污染”是指社区共同体内部力量产生的环境污染并对社区

产生伤害影响。“内”与“外”更强调的是社会空间而非地理空间属性。舩桥晴俊在分析日本新

干线噪音等社会影响时，用“受苦圈·受益圈”来分析与新干线相关的受益者人群与受害者人

群⑯，如果借用这一概念，“外源污染”“内生污染”则可分别对应于“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

分离”“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重叠”两个理想类型。

（一）外源污染

在理想类型的“外源污染”情景下，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分离，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一方容易

与加害者进行对话、斗争。如果在环境污染科学认知正常的情况下，宏观社会结构往往成为环境

污染是否能被问题化的关键。

上世纪 70 年代河北省沙河县磷肥厂的环境污染事件，就给我们展现了当时环境污染问题化

的艰难状态。因农业发展需要，1973 年春，沙河县在褡裢公社赵泗水大队原砖窑场旧址建设了县

属大集体企业沙河磷肥厂。建成投产以后，村民发现磷肥厂生产影响了周边的庄稼，出现玉米和

谷子枯萎、枯死等现象，影响到周围 800 多亩的庄稼。显然，磷肥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明显的、

严重的。根据事后的调查，磷肥厂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使磷肥厂周边生产队 200 亩大秋作物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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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收、300 亩农田作物减产七成以上。1973 年 12 月，磷肥厂实际赔偿赵泗水大队 15117.34 元。⑰

在 1973 年这个普遍贫困的年代，吃饱饭是最大的问题。从个人层面看，粮食绝收或减产，普通

庄户人家的口粮将直接受到影响。从集体层面看，部分庄稼绝收影响着粮食收成，进而影响着生

产队交公粮、卖余粮，以及生产队的发展。

笔者三年前做实地调查和历史档案检索时，均没有找出磷肥厂对庄稼产生影响的污染源为何

物。尽管如此，磷肥厂所产生的污染与庄稼受损之间的逻辑关系仍是清楚的。因为磷肥厂孤立于

田野之中，通过观察、常规的逻辑推理，较易推知污染与庄稼枯萎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磷肥厂

威胁到农业生产、威胁到村民来年的口粮，所以社员不断地向干部施加压力。大队干部向磷肥厂、

公社反映情况，但磷肥厂照旧生产。生产队让社员挖断通往磷肥厂的路，以中断磷肥厂与外界的

交通联系，迫使它停止生产。但是，等到社员一走，工厂又让工人把路修好。基层干部也向公社

报告，并由公社向县革委会汇报，尝试通过上级部门协调调解问题，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协调好，

因偶然的因素引发了冲突。1973 年 8 月 5 日晚，受磷肥厂影响严重的 3 队、4 队等几个生产队干

部和社员责问大队干部 ：磷肥厂烧坏庄稼，你们大队干部管不管？你们干部拿了工分不解决问题，

干啥吃的？……由于磷肥厂“烧”坏庄稼越来越多，群众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后大队两委商议，

决定把磷肥厂的电闸拉下、停止磷肥厂的供电，迫使磷肥厂停产，消除环境影响。停电事故对工

业生产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是当初拉闸的农民没有想到的。一个多月后，拉闸停产事故被定性

为“反革命破坏”事件，随后相关当事人并分别被判刑。

沙河县磷肥厂污染事件，呈现了与污染事件相关的各方主体关系的失调问题。在村民采取停

电措施之前，他们曾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磷肥厂污染问题，但无论是作为加害方的企业，还是作为

主管部门的地方政府，都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发展到村民采取非常规手段去解决问题的地步。

在此期间，媒体、社会精英等主体都是缺席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整体上都具有与之类似的特点。改革开放

以后，尽管我国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重点突破的战略 ；不过，在宏观社会结构关系方面，

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生产发展与民生改善等，总体上依然强调前者。在某些地方的实践中，

“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演变为只要经济、不要环境的片面理解。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由于追

赶现代化的需要，国家 - 市场 - 社会的关系呈现出政府权力过大、市场力量发育迅速并得到政府

的扶持，而社会发育严重不足的局面。

概言之，在外源污染的理想类型中，污染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清晰的，受影响人的社会反应也

是正常的，但受此宏观格局的影响，环境污染中的各相关群体，难以形成均衡的、能使环境污染

正常问题化的机制和条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比如，污染的受害方常常表现为冯仕

政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社会精英难以独立 ；媒体不能有效发声 ；地方政府偏袒污染企业，环

保部门难以作为等。在此格局下，大量的环境污染现象难以正常转化为社会问题，污染问题难以

得到解决。

（二）内生污染

在沙河磷肥厂污染事件中，由于受苦圈与受益圈分离，加之特定时期外部力量的压制，环境

污染难于进入正常的解决路径，是易于理解的现象。然而，在内生污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重叠的

理想类型中，环境污染也同样难于问题化。耿车模式的艰难转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现象。

费孝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与苏南、温州发展的道路差异，提出耿车模式。耿车模式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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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点是“四轮驱动，双轨运行”⑱。耿车模式的出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其悠久

的经商传统有关，特别是当地有换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传统。1983 年开始土地承包以后，

当地村民寻找发家致富之路。据耿车镇大众村邱永信先生回忆，当时组织去浙江义乌参观考察后，

他就决定做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主要是分拣、破碎、造粒、塑制等几个工序，

一般的家庭只做其中的一两个或两三个工序。村民发现来钱快，不到一年时间，大众村家家户户

都干起了废旧塑料加工的生意。整个村庄，既是一个原料、中间品的堆场，也是废旧塑料回收利

用的加工场。作为大众村从事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的“第一人”，邱永信 1985 年就买了一台汽车。

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环境也日益恶化。村庄里飞扬着塑料袋，上空弥散

着黑烟。用火烤鞋，烤软了把鞋底扯下来作为原料，以至于空气里弥漫着旧鞋的异味和垃圾的

臭味，甚至十几里开外的地方都能闻到塑料味。房前屋后堆满了垃圾，污水横流，水塘臭气熏天。

外地来的人都不敢在耿车喝水、吃饭。更有甚者，一位来耿车讨债的外地人，看到耿车污染如此

严重，居然连钱也不要就离开了。

与外来人的感受和反应不同，耿车人似乎非常习惯于这样的环境。当时，村庄里的农户绝大

部分都在从事这一行业，他们既是废旧塑料加工业的受益者，也是污染的受害者。收益与污染就

像是两个连体孩子。2005 年，新上任的书记和党员干部说，村民身上一股“塑料味”，能不能转

行搞点别的，后来组织去了山东寿光和江阴华西考察，去了苏州杭州等地。邱永信说，外面的环

境真好，待久了都不想回家，转行的念头更加强烈。他了解到附近的沙集有人在做电商，于是在

50 多岁的年纪开始学电脑做电商生意。经过几年的摸索，到 2009 年，简易家具生产网上销售生

意红火起来。2009 年下半年，邱家就主动地把废旧塑料的加工停掉了，又成为大众村电商生意第

一人。随后，陆陆续续有一部分村民转向家具生产、淘宝销售的电商模式，至 2016 年废旧塑料

加工行业取消前，差不多有一半的农户已经改行做电商了。同年 2 月，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大

众村彻底取消了废旧塑料加工行业。⑲

在耿车这个理想类型中，村民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双重角色一体，受苦圈、受益圈重叠。

虽然污染的社会影响客观存在，但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主体的社会反应严重不足。人改变环境，同

样环境也会改造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内部精英的生态自

觉。邱永信在经济富足以后，通过外出考察学习，进一步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生态利

益自觉，以及电商替代探索，是耿车最后能够实现转型的重要条件。二是外部的宏观结构。国家

的环境政策及环境治理形势的改变，使基层干部的环保意识增强，主动把环境治理纳入到本职工

作中去。新书记上任后，利用废旧塑料加工行业不景气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已转行电商，果断决

策取缔了废旧塑料加工行业。

其实，媒体作为一个外部力量本可以推动耿车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媒体

处于失声状态。从费孝通的耿车模式到 2016 年的新耿车模式，几乎看不到关于耿车环境污染的

公开报道。村庄社区与地方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社区内部利益高度一致，使得外来媒体难以进入

社区，媒体被屏蔽于社区之外。这样，通过外来媒体加以正常问题化的力量被消弭了。

与外源污染的社区类型不同，在内生污染的理想类型中，社区共同体消解了污染的社会影响。

内生污染的理想类型，即环境影响的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重叠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混合类型。受苦圈与受益圈部分重叠的情形，在早期的工业化发展中如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工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户、联户到村、乡镇办企业，当地居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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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参与其中，地方居民既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这种部分重叠的

关系，掩盖了污染的社会影响，压抑了污染可能产生的社会反应，进而抑制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化。

孙旭友认为，乡村工业污染难以问题化的社会逻辑，也即大多数村民沉默的原因是“关系圈稀释

了受害者圈”。这不仅是因为“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消解了村民抗争意愿，也因为受害者

圈中的部分受益者消解了他们的抗争意愿——因为在村庄受环境影响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污染

企业的就业者、高利贷者以及与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村民等，他们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⑳

（三）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与常态化

前述两个理想类型，在中国工业早期阶段，都呈现了难以问题化的困境。进入新世纪以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社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包括环境污染、土地征用移民安

置等，普通民众与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呈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化快速推进的特点，

甚至出现了“物极必反”，对环境事项过度问题化。

笔者以这一期间最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作一简要分析。在中国知网上最早出现“群体

性事件”的文献是在 1996 年，2008 年前文献量比较少。2009 至 2014 年达到百篇以上。考虑到

文献反映现实的滞后特点，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高潮期大致在 2010 年代的中期。在针对环境污染

的社会运动中，“反垃圾焚烧运动”表现得比较典型。特别是 2005 年以后，环境污染的加害者和

受害者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在某些类型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如垃圾焚烧项目、PX 项目，

出现了民众强烈反项目的群体性事件，“邻避运动”盛行，甚至出现对环境风险反应过度的问题。

在 2009—2011 年的 3 年时间里，全国遭遇 10 多起反垃圾焚烧事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

和京津地区。在江苏，就有南京、无锡和吴江三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遭遇反对，其中无锡和吴江的

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建成进入试运行阶段而被迫停止。

从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及环境演变的角度看，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环境污染问题化历程

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环境群体性事件突发既是前一时期社会结构性矛盾累积的结果，也是各相

关主体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开始。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影响群体）、

加害者以及第三方关系的演变相关联的。

首先，受害者主体出现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格局。在早期的环境污染中，受害者是较为单

一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或普通市民，单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很难把污染事项转变为社会问

题。在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者群体不再是单一的弱势群体。（1）受影响的企业或组织

成为问题化的重要力量。比如，在反垃圾焚烧案例中，房地产开发商深陷其中，成为垃圾焚烧项

目的直接受害者，因为垃圾焚烧项目影响了房产销售，房地产商的经济利益受到直接损害，所以

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成为不露面的主要反对者。（2）受项目影响的中产阶级是问题化的另一个重要

力量。比如，某拟建的垃圾焚烧项目离某个高档小区比较近。在这个小区中，居住着记者、律师、

公务员、技术专家等各类社会精英。为了促使政府改变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他们动用了各种可能

的关系力量，包括发布其他垃圾焚烧厂附近癌症死亡名单，甚至不惜动用造假手段以反对可能存

在污染和健康风险的垃圾焚烧项目。

其次，涉环境事项的第三方正在发生改变，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环境问题上出现目标差异和利

益分化。比如一个有重大收益和潜在风险的核电项目对不同层级的行政区的损益是不同的。省、

市级政府更多地看到收益，而厂址所在的镇 / 街道甚至县 / 区往往成为潜在的环境影响区，因项

目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等，会影响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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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媒体的多元化和媒体工具的复杂化，影响了环境事项中的社会结构关系。职业媒体从

业者不再简单受制于地方政府，它可能为市场所驱动，也可能会为某个利益阶层服务，当然也可

能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所驱动。作为第三方力量，它可能站在环境污染的加害者方，也有可能站在

受害者方。此外，自媒体广泛普及以后，每个人都是媒体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传播

者和接收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成员的信息联结方式，影响社会结构关系，进而影响社会行动。

在反对污染项目的呼吁、发声，以及集结、游行等方面，新媒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宏观结构关系演变看，1978 年以后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政治、经济与民生

的关系再次进行了调整，2012 年“五位一体”的提出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作为系统发展观的“五

位一体”，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被置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对均衡的位置上去考虑。

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关系调整无疑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化进程产生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

响。在新的宏观社会结构关系下，某些污染问题如空气污染等，已形成常态的问题化形成机制。

具体而言，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已形成基本共识，空气质量已像天气预报通过技术手段定时

定点地呈现在大众的面前。空气污染的加害者、受害者以及相关的第三方，也逐渐形成相对稳态

的竞争、冲突与顺应、协作关系。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关系，影响着污染的问题化进程及环

境问题的解决，其他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大致如此。因此，就中国的总体性环

境污染而言，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基本进入常态的问题化轨道。

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机制与治理

科学技术深深地嵌入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如果人类无法客观正确地认识污染所产

生的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影响，污染问题很难转化为社会问题。从环境史看，人类对污染问题的

客观认知往往落后于现实。如日本的水俣病，当科学家发现汞和水俣病的关系时，污染已经对人

类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如此，从科学认识的历史看，这还是比较幸运的，事实上大多数

的污染 - 健康关系不是清楚地一一对应的，这就给问题化造成障碍。另外，从科学认识转化为公

众看得见的技术测量结果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在每个特定的现实场景中，往往会呈现多

种多样的变化。

如果说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在科技层面有较大的共性，那么在社会层面上，环境污染的问题

化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有很强的关联。中国早期确定重点目标的推进策略，在城市与乡

村、工业与农业、发展与民生等关系上，优先考虑前者。在此社会结构关系的安排下，污染仅仅

是发展中的一个副产品，污染受害者受到总体性社会结构的压制。当发生具体的污染时，作为普

通居民的受害者往往势单力薄，而加害者经常与地方政府及有关的权威部门一起借国家的名义不

合理地处置污染事件。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政治挂帅的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中，也发生在改革

开放后的前三十年中。一些以 GDP 为主要发展目标的地区，污染企业往往与地方政府结盟，通

过行政长官压制地方环保局、新闻媒体机构甚至司法系统，使污染难以问题化。这样做的结果，

反而使得污染日益严重，民众与企业、地方政府的关系日益恶化。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大爆发就是

这样一种结构性失衡的结果。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也成为社会结构关系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当我国总体发展思路从“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调整为“五位一体”，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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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协调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与民生的关系上，把民生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样一种总体性结

构演变势必影响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这并不是说，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不存

在环境污染问题了，但大致可以认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基本进入常态。

当然，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一旦步入常态，应高度重视制度化建设。一方面，要重视

环境治理的常规性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要使民众逐渐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环境问

题重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治理非常必要，但也要防止环境治理的过度化。近年来，某些地方为

了达成环保的目标，制定了单一的却缺乏系统性考量的综合目标，出台诸如“不准养鸡、不准养猪”

之类的政策。有些地方不计成本地推动全民垃圾分类，但分出来的湿垃圾，或者没有合适的处置

回收工艺，或者因为处置成本极高而不得不重新送回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处置。从宏观上看，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与我们的生产生活相伴相生的，环境治理要与当下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与

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