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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上访户所处的特定情境，如有关上访的制度安排、上访户圈子的支持及其个人生活处境
等，长期上访的个人对上访行为以及预期结果形成了特定形式的“选择性注意”，这种选择性注意导致他们

对上访行为有着特殊认知，从而为他们的行为策略提供心理及话语支持，使长达十几年甚至更久的上访行

为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正义的、理性的选择。这种认知包括：极高的预期回报、极高的退出沉没成本、话

语上的优势和抗争过程中实现的个人价值提升。选择性注意形成的认知偏差固然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

点，但是制度环境和文化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选择去注意哪些信息，而另外一些信息则被有意

或者无意地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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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常规存在的城市长期上访户

在解释当今中国某些抗争行为时，社会运动与抗争行为的研究者往往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

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些长期上访户？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信访是公民正常的、基本的权利，信访制度是

上级政府了解民意、渠道畅通的重要制度（Ｍｉｎｚｎｅｒ，２００６：１０３－１８０）。但是，有一些人花了十年甚至
几十年从事信访，他们因为信访放弃了工作、牺牲了家庭生活，甚至很多人的子女婚姻、子女教育与

工作等都受到影响，他们自己及其家人生活都完全围绕信访这一目标来进行，几乎没有正常生活，并

且不为社区接受，有人称他们为“专业上访户”（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７８３－８１６；Ｌｉｕ，２０１１；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３：
１３１－１４７）。

如果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长期坚持上访似乎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行为。那么，为什

么会有那么多人长期坚持上访呢？他们是为了预期的经济利益？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在支撑他们的长

期上访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一种什么样的结构，能够支持这些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去

从事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对上访的原因及其制度背景不做假定，也不去判断他们的诉求是否合理。本文旨在探讨为

什么某些上访户可以在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情况下，坚持上访达十年甚至更

久。在既定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架构内（孙立平和郭玉华，２０００：１２—４６；应星，２００１），本文着重从微观
层面与认知角度来看上访户的个人认知与行为选择。在目标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或者显得还十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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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的？

通过对中国东部某城市十几个长期上访户个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多次访谈，以及对他们所处

社区环境的参与观察，我们认识到，这些长期上访户有特定的行为策略，而这些行为策略与他们自己

对上访行为的认知有关，这些认知并不同于一般局外人对上访行为的看法。正是这些独特的认知，支

撑和维持着他们的上访行为。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抗争行为的研究，在简短介绍认知社会学的相关概

念后，详细讨论长期上访户所处的当下情境以及话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性注意，从而形成对上

访的利弊得失的独特认知，最后探讨文化对认知的影响。

二、弱者的反抗与争“气”

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４）在经典研究《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提出“弱者的武器”这个概念，来描述在国家机器
面前作为弱者的个人的种种反抗策略。“弱者的武器”包括：欺骗、逃避、假装遗忘、小偷小摸、造谣中

伤、蓄意破坏等。这些反抗策略的共同点是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避免与权威正面对抗等。然而，

上访者的策略不同于Ｓｃｏｔｔ研究中的马来西亚农民。首先，通过上访行为，他们是在与权威正面接触，
因为上访本身是国家行政体制中规定的一种合法途径，是公民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或者在发现底层官

僚犯了某些错误时，帮助上级纠错的一种合法途径。其次，上访者的行为往往是经过事前计划的，是

个人或者家庭谋划后的行为选择，有其确定的行动轨迹，并不完全只体现在日常生活技术之中。

应星（２００１）在《气与抗争政治》中强调“气”这个概念在民众与政府博弈冲突中的重要性。他认
为，在像土地维权、争取移民待遇、要求环境损失的补偿等上访行为中，民众争取的并不是简单的利

益，而是为了争一口气。他发现，农民在上访、诉讼上的投入远远超过标的物价值，也就是说，单从经

济收益的角度而言，上访似乎是得不偿失的行为，但他们还是始终不肯放手。应星认为，一般情况下

中国人遇事多采取忍耐态度，但是如果他们被特定情境氛围所影响，再加上个人某些人格气质的聚合

作用，就会导致“不认命”的态度，从而走上持续上访的“不归路”。

应星对“气场”的强调指出了非经济因素在上访动机中的作用，为理解长期上访户的行为提供了

新的思路。但是，应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争一口气”的意气之争会演变成一种长期行为。如果说的

确是由于“气场”得不到纾解而演变为抗争行为，在短期内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要坚持十年甚至更久，

就不仅仅是“气场”的宣泄可以解释的。意气之争在短期内可以理解，一旦“气”发泄了之后，又是什

么在支持他们的长期抗争行为呢？或者说，“气”是如何转换为长期抗争动力的？其微观机制是怎样

的？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外，应星认为，地方政府对上访者有一套应对技术，最重要的应

对策略就是“拖”，想方设法地增加上访者的生活和时间成本，持续消耗其体力和意志，指望他们最终

因耗不起而罢手。但是，有些长期上访户并没有因消耗而罢手。为什么地方政府“拖”的策略对这些

抗争者无法奏效呢？

现有对抗争行为的研究，多关注集体行为，尤其是村民的集体上访行为（Ｌｉ和 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６：２８－
６１；晋军，１９９８；应星，２００１）。研究者指出，农民上访运动很少有体制外的资源可供动员，又很容易引
发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被视为非法，很多时候他们依赖的是原有乡土社会宗族亲属系统的支持。但

是，城市的很多上访行为是以单个家庭为单位作战，尤其是长期上访户，几乎都是个体行为。他们或

许跟其他上访户认识或者有联系 ，但是无论是从诉求目标，还是行动策略，都是以个体或者单个家

庭为单位进行的。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涉及这些个体抗争者。

Ｌｅｅ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１４７５－１５０８）通过对北京和深圳基层政府处理抗争行为的研究，指出“讨价
还价”成为基层官员与抗争者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他们也因此建议将反抗者的主观体验纳入到政

府治理的理论之中。本文就是试图从长期上访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并讨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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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主观意识形成的原因。在缺乏外界资源和网络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为何能坚持长期抗争？他们

到底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的？本文力图从认知社会学的角度去回答这些问题，接下来简单介绍认

知社会学对于认知与环境关系的论述。

三、认知社会学与选择性注意

认知科学力图解析人脑如何运作，如何处理不同种类的信息。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发展的基础

上，认识社会学试图理解个人如何形成并附着于某些信念系统，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研究认知

与文化的学者指出，个体对周围事件的认知受到事件所发生的环境以及个体所处处境的影响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１９９５；Ｚｅｒｕｂａｖｅｌ，１９９７；Ｓｃｈｗａｒｚ，１９９８：２３９－２６４；Ｂｒｅｋｈｕｓ，２００７：４５３－４７０；ＤｅＧｌｏｍａ，
２００７：５４３－５６５）。

人们往往根据当下情境的需要来调整他们处理信息的策略，比如，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人们只能

注意到所处环境中的某些信息，而其他信息则被忽略，并且这些忽略在很多时候都是无意识的行为

（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６）。认知社会学将这种认知信息处理上的偏差称为“选择性注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即人们有选择地寻找指示（ｒｅｇｉｓｔｅｒ）那些符合他们预期的细节，忽略另外那些同样可察觉的真实的细
节（ｅｑｕａｌｌ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７１］，１９７８：２９５－３０１；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和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６：３－１７）。

选择性注意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点，因为人的认知不可能对环境中的所有信息和刺激都给予相

同程度的关注（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６），而是要加以选择的。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选择可以是随机的，然而现实
中人们的选择往往并非随机，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现有认知科学普遍认为，在选择之前，有一

个“前注意处理过程”（ｐ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这个“前注意处理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哪
些信息格外留意，对哪些信息则忽略不计。但是，“前注意处理过程”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现有研

究则尚无定论。已有的经验研究着重从信息的种类、信息的排序等纯认知科学角度分析前注意处理

过程的运作，提出了信息早—晚选择（Ｅａｒｌｙｖｅｒｓｕｓｌ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焦点注意（Ｆｏｃ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分散注意
（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多重注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等模式来分析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是如何进
行的。

这些偏重纯认知科学的研究固然有助于理解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却忽视了人类认知的重要特

点，那就是认知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影响（ＤｉＭａｇ
ｇｉｏ，１９９７：２６３－２８７）。认知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认知概念和范畴都存在于人脑的“智力数据库”
（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ｎｋ）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区，因为文化储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不同，其储备的
“智力数据库”也会不同。同时，不同的群体或者社区也会对不同的文化元素有自己的偏好，这些偏

好往往被制度化，以致形成该群体成员的知识储备以及行为习惯（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０）。因此，面对相同
的环境刺激时，不同群体的人会注意到不同的范畴、物体、事件等，也就是说，文化习惯形塑了人们的

认知倾向（Ｃｅｒｕｌｏ，２０１０：１１５－１３２）。但是，到底是哪些文化因素或者文化实践可以扭曲（ｂｉａｓ）我们的
认知呢？其中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本文以中国东部某城市中的长期上访户为例，具体分析他们

所处的情境与文化背景对他们认知的影响，这些认知特点如何形塑他们的行为策略。

四、上访户的当下情境与选择性注意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对中国东部某城市中的长期上访户以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

谈，对他们所处环境，包括制度背景以及日常生活环境进行考察。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事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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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达十年以上，并且被地方政府认为几乎没有可能解决的上访户。也就是说，他们的上访诉求实现

的可能性极低。然而，通过访谈以及对相关背景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特定的环境里，上访的个人

对上访行为、付出的牺牲、获得的东西，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特殊

社会情境有关，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他们的抗争策略，使得他们可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受到巨大影

响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上访。

在上访过程中访民对上访行为的认知主要分为四个方面：预期的经济回报、退出上访的沉没成本

（ｓｕｎｋｃｏｓｔｓ）、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上的优势以及个人价值的提升。
（一）对预期经济回报的坚信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利益的预期是支撑这些长期上访户的重要原因。这些长期上访户的诉求往

往都很高，尤其在动拆迁案例中更是如此，比如大城市里的房子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很多年也不一

定能买得起的，一旦他们的诉求得到满足，他们的子女就可能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是非常可观的经济

利益。然而，正因为他们的诉求过高（比如有个案例的诉求是某一线大城市中的７套房子），在外人
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他们的诉求过高是一直不能结案最重要的原

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一直坚持那么高的诉求，而不肯退让以尽快获取经济利益呢？

我们发现，这些长期上访户普遍相信最终会遇到“包青天”，从而满足他们经济上的诉求。几乎

所有的上访户都坚信，他们的经济诉求终有一天会满足，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提

到如果失败怎么办，当我们问到失败的可能性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想过”，或者根本对这个问题不予

理睬。他们日常最喜欢谈论的事情就是房子或者经济补偿拿到后如何分配、如何处理等等，对最终目

标的实现坚信不移，而完全忽略失败的可能性。

上访户之所以对预期经济回报形成这样的选择性注意，与他们所处的制度背景有关。上访户提

出的诉求依据主要是通过对比周围人的情况来确定的，且他们坚持强调，他们曾向“建设部”等部门

问过“像自己的情况应该得到怎样的赔偿”，咨询的结果是自己的诉求是合理的。但事实是，很多时

候他们的诉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无确切的政策依据，且针对此类事件也并未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标

准，也因此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上访户由于看多了因上访而获益的人群，故形成“攀

比”心理。此外，政府出台任何新政策，或者遇到即将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如举行大型国际活动

等），都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个案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被特殊对待，从而获得比较好的补偿。比如，有

一个上访户及其家人认为，政府新出台的政策《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有

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对政府解决他们的问题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因此决定在未来两年继续持观望

态度，不会接受街道目前提出的解决方案。

除了政策制度外，上访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也造成特定的选择性注意。以往我们往往忽视动迁对

搬迁者生活的影响，事实上，因为居住地的改变，搬迁人的生活往往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在城市

化过程中的动迁，很多原来属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人，在原来的居住地已经形成自己的交往圈

子，喜欢串门聊天。然而房屋拆迁后，原来的交往模式和交往圈子被迫中断，在新环境中与邻里交流

甚少。动迁意味的不仅仅是居住地点的改变，而是突然要去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前他们熟

悉的乡村生活和熟人社会不复存在，旧的生活打破了，旧的经验也都变成无用的了，而新面临的城市

生活并不是他们可以适应的。比如我们访谈的一些小区里，老人们因为动迁搬到这些新的小区，住在

大楼里面，服务很好，但是他们明确表示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说这种服务我们不要，我们最好就

回去种种菜、养养鸡。在一个无法适应的新环境中，他们必须依赖选择性注意来使得环境中诸多新信

息刺激变成是他们可以掌控的。

由于上访户的行为往往不为社区主流所接受，他们通常与自己所处社区的其他成员关系不太好，

来往的对象主要是其他上访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与其他上访户结成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

·２６·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了新的社交圈子和新的生活内容。比如有一个上访户，在其他上访户与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哈哈大

笑，并且与之交谈甚欢。这并不是因为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而是她很

享受此类的社会互动。事实上，上访户的交友圈很多都是信访户，他们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互通

消息。

信访圈子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互通消息以及提供情感支持上，更重要的是，这个圈子会让上访

户对他们的预期经济回报形成一种特定的选择性注意。通过与其他上访户的交流，他们往往只听到

成功的例子，因为失败的例子，比如没有达到诉求就息访的人，通常会从信访圈子中消失，所以上访户

之间形成的圈子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他们对未来回报的乐观预期，让他们更加坚信有一天会得到诉

求的东西。另外，因为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他们并不知道类似的个案是如何解决的，也不知道别

人到底得了多少钱。这样，信访圈子的各种传闻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使得他们的认知只

选择性地相信成功的可能性，而忽略了失败的风险。也就是说，由于制度环境的模糊性，以及信访圈

子提供信息的倾向性，使得上访户形成了“诉求一定会得到满足”这样的认知。

（二）上访的成本核算：争“气”还是逐“利”

与预期经济利益相关的还有上访的成本核算。事实上，很多上访户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坚持上访

这么多年，很多政府官员也没有想到当初的一点小问题，或者补偿上的小差异，会这么多年也得不到

解决。屡见不鲜的是，上访户的诉求往往随着上访年限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但是诉求越高获得满足

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从而导致恶性循环，他们也由此变成了长期上访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因为对上访户来说，他们从事上访的时间越长，付出的越多，成

本越高，其相应的诉求也就会增高。他们认为花了很多的财力人力，上访的成本提高了，则相应的收

益也应该增加。一开始他们也没想过要争取那么多，可是，在一次次地失望、达不到预期的时候，反而

自己付出的越来越多，他们就会提高自己的诉求，以便与付出的成本相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上访户在成本核算的时候，并不只考虑自己投入进去的时间金钱等经济成本，还

考虑“争气”的因素。这个争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跟有关部门之间的意气之争，二是在邻里间的面

子问题。

首先，很多上访户在上访过程中遭遇一次次的失望和失落，在此之后，他们就开始不光是为了利

益。很多个案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刚开始去从事上访活动时并不一定想让自己和家

庭付出这么多，但是在上访过程中的某些遭遇和他们的预期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很多时候相关工作

人员的某一些很小的举动，或者是很不经意的一些话，刺激了他们。例如在某一个案中，案主在上访

过程中，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她说：“啊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女儿都嫁不出去了，你还来搞这个！”当

时她的反应非常强烈，因为这刺到了她的痛处。她觉得“其实我女儿嫁不出去不是因为我上访造成

的，而是因为上访诉求得不到满足才会这样”。这样双方就有一个不同的逻辑，很有可能激发出她一

些很过激的行为。她自己说，当时听到这话，她觉得自己会拿着汽油去自焚。从这些长期上访人的表

述中，的确看到了“争一口气”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我的尊严受到了践踏”，“我被欺负

了”，“所以我就一定要争这一口气”。此时他们上访的原因已经发生了改变，从经济利益变成追求尊

严或者争一口气。也就是说，上访户开始是为了经济利益，到了后来，其过程中的某些遭遇会让他们

想争一口气。此时经济考虑就与意气之争结合起来，他们受到的委屈越大，觉得应该得到的经济补偿

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访人在上访过程中的这些遭遇也导致他们对退出成本的特定选择性注意：他们

觉得退出的成本很高，不仅仅是经济成本，也包括尊严等非经济成本。比如有一位老年女性上访人曾

经因为越级上访等过激行为被行政拘留，与那些因扫黄而抓起来的人关在一起。她进去的时候有人

说“怎么你这么大年纪也被关进来了”，当时她觉得自己的名誉受到极大损伤。后来释放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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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特别对看守的人说：“我的羽毛还是洁白的。”这样戏剧性的表达充分表现了她经历的遭遇如何使

得她进入戏剧世界，并认为自己是不屈的正义斗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认为自己如果这个时候退出

就会名誉被玷污，在她的认知中，退出的成本是极高的。

另外一个造成他们此种对退出成本选择性注意的原因是他们对政府行为的判断。他们认为政府

之所以跟他们谈是因为他们的上访户身份，一旦让步，他们就会一无所有。比如有个个案想通过上访

和非访的手段争取房屋，认为只要不断上访总会有结果，觉得唯有上访才能解决问题。尽管这种行为

反复多次也毫无效果、于事无补，但案主仍然继续这种行为，而不能以其他的行为取代。

其次，在邻里面前的面子问题也是很多上访户考虑的重要因素。很多人一旦走上上访之路，就觉

得必须争取到很多，如果他们越争越少了，搞了几十年最后还不如当初那些不争的人得到的多，他们

就会被邻里嘲笑，就得不偿失，就没面子，收不了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哪怕以死相逼也要坚持诉

求。比如有一个案例，曾经一度地方政府让步，告诉她只要把诉求的２００万人民币减少到１７０万，就
可以满足他的条件，从而结案。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她死咬不放，就是不肯妥协，坚持就要

２００万，不要１７０万，以致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她依然是上访户。另外有一个受访人明确表明，已经
上访这么多年了，如果还是只拿到３套房子，在熟人中会没有面子，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从这里我们看到，上访人在上访过程中的具体遭遇，以及中国社会中熟人之间“面子”的重要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访户对退出成本的选择性注意，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退出的沉没

成本，低估了从事上访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得他们只能一直坚持下去。也就是说，上访行为本身

导致了他们的选择性注意，而这种选择性注意又加强了长期上访的动力，形成恶性循环，这也就是为

什么很多人认为上访是“不归路”，一旦开始，很难中途退出。

（三）话语上的优势

这些长期上访户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合法的，甚至崇高的，拥

有很强的道德优势。他们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认知，是因为社会上有一些普遍被接受的话语体系，在

这些话语体系的基础上，他们选择性地只注意到那些赋予上访行为合法性的话语，从而使他们的行为

取得道义上的有利地位。有意思的是，虽然访民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各异，但他们所依赖的话语体

系却往往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一个最重要的话语就是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很多访民都会强调：我不是刁民，我上访不

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我追求的是社会公平和公正。例如，有一个女性老年上访户逢人就说：“阿姨

为你们维护正义，这种不公义的现象，阿姨是牺牲我自己来成全社会的公正。”她赋予自己“公正的代

表”形象，强调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并用报纸上的某些新闻报道来支持她的这一论点，然后讲述她

自己的经历，并把它们纳入“社会不公正”的范畴之内。其结论就是，她是公正的代表，她的上访抗争

行为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社会公义，是为了其他人的幸福做牺牲，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用

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些长期上访户不仅仅在话语叙述上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并把自己塑造成为正义而战的斗士，

他们还会通过某些象征性行为来表明自己并非是逐利的刁民。例如，有些人会通过当志愿者等行为

来表明自己是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是个“讲道理的好人”。比如，有一个上访近２０年的老年妇女，因
为她原本是牙医，暑假时会帮社区做志愿者，帮助照顾中暑的小朋友等。她非常强调“我不是为了

钱”，做志愿者也坚持不拿一分钱志愿者补贴，表明自己并非是只认钱的刁民。通过这样的行为，她

为自己树立起一个“正义斗士”的形象。也就是说，现有文化中的某些话语元素为他们的选择性注意

提供了前注意处理过程的依据。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与家庭相关。中国文化中对家庭的重视，使得很多人认为为了孩子，为

了家庭，去做一些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在很多个案中，上访户都反复强调，上访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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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家人，个人的上访行为是为家人做出牺牲。其中，又以“好母亲为孩子做任何事

情都是值得赞扬的”这个话语最为突出。比如有很多上访户会一直反复强调，我爱我的儿子女儿，我

为了大儿子怎么样，为了小女儿又怎么样，如果拿到房子要怎么分，等等。

在这里，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等强大话语的存在，使得上访者很容易选择性地注意自己行为

的合理性。比如有一个案主，她运用了“我是好母亲”的话语来合理化自己的上访行为。她的儿子在

工作的时候出车祸去世，她为了给儿子争取一个“烈士”身份上访了十几年。她一再强调：“我觉得好

像我不这样做的话，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就会睡不着觉。”事实上，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

同情她。在上访过程中，她也的确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其中包括上级政府官员。更重要的是，因为这

些话语的存在，在上访过程中她得到很多同情，这些经历会进一步影响她下面的选择性注意，从而强

化“我的上访行为是合理的，是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和支持的”这一特定认知，使得她可以坚持十几年。

他们对所提出的预期经济利益的合理性也与照顾家庭的话语相关。他们强调上访是为了改善家

里子女的经济条件。比如有一个个案，家里育有两子一女，她原有一套建筑面积３８．６３平方米的砖混
结构私房。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因动迁征用了她的原居住房，根据安置规定，予以她一人补偿。但她一再
坚持要求三套房屋，用于安置三个子女，在多方协调下，她仍拒不接受其他化解方案，并与女儿从此踏

入了上访之路。她的诉求是三套房子，逻辑是她有三个子女，必须得到补偿以安置所有孩子的生活，

而政府则偏重于房产的市场价值，认为她的诉求远远高于她原有的３８．６３平方米房子的市场价值，
所以无法满足。还有一个个案，１９９２年其门面房屋动迁，动迁后分得一套两室一厅６２．９２平方米住
房（使用面积）。她有两个儿子，每次她的儿子要结婚，她都以要房子给儿子结婚为由上访，要求更高

的经济利益或者更多的房子。“照顾家庭”“为子女牺牲”等话语的存在，使得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所

提出的经济诉求是完全合理的，而有选择地忽略了从其他角度考虑的可能性。

（四）自我价值实现：上访过程中的回报

当人们看待上访户的时候，往往专注于他们的付出以及他们日常生活受到的破坏，然而对长期上

访户而言，上访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认为，这种生活的“新常态”也带来一些他们原有的“正常

生活”所不能赋予的东西。事实上，上访户所处的社会网络让他们往往更看重他们在上访过程中得

到的东西，比如自我价值实现、家庭凝聚力、信访朋友圈的认同等，而忽略了他们因上访行为而潜在失

去的东西。

人们一般觉得他们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上访，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正常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应该

生活得很悲惨。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上访户的状态其实不然。事实上，上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

一个成功的长期上访者，除了坚持不懈的毅力之外，还要具备很多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很多上访户都

是在上访的实践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相关技能，自学成才，自学相关法律，做成原本不会做的事情，提

升了个人的重要性和成就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获得认可，变成“重要的人”。他们

有的学会跟体制打交道的各种智慧，有的甚至开始帮别人办理上访事宜。比如有一个案主因为有文

化且对法律政策比较熟悉，代替其他的上访人写上访材料。因为上访，他们有人成为其他上访户的精

神领袖，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跟政府直接对话，有的甚至成为当地名人，接受采访，被媒体报道，等等 。

很多上访户因为上访行为提升了自我形象（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个人的能力和地位得到了提升，因此自
视很高，觉得一般人没有资格跟她说话，有的甚至同时跟四个部门打官司。这些人往往说话的口气很

大，动辄就说“介绍一个职位比你高的人过来”，并且喜欢教育其他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知道得最

多。也就是说，上访过程中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使得他们改变了对自我的认知。

他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跟他们所处的社交网络不无关系。前面提到过，这些上访户多是以

个体家庭为单位，来往的也是其他的上访朋友圈，这样的环境导致他们自然看重那些为家人或者信访

朋友圈看重的东西，如对相关政策的熟知等，并认为这些是最有价值的。即使只看上访过程中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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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他们也认为是值得的。在这样先入为主的情况下，他们对其他的信息，比如他们为上访所牺牲

的东西以及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渠道，自然是有意无意地忽略。

五、文化、个人认知与行为策略

上访户到底是“刁民”还是“精神有问题”？是因“利益”上访，还是为了“争一口气”？本文试图

从认知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长期上访户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行为，从而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够坚持长期

从事上访行为。

通过对长期上访户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我们发现，特定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影响了上访

户对自己行为的选择性注意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认知，这种认知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心理以及话语的

支持。他们坚持长期上访不仅仅是为了预期中的最终经济补偿，也不仅仅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是

上访的过程本身提供了很多支撑他们行为的因素，其中包括话语上的优势、抗争过程中实现的个人价

值提升、抗争圈子的群体支持等。同时，他们坚持认为上访的预期回报很高，而退出的沉没成本也极

高，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坚持下去。

通过对长期上访户的研究，我们发现，人们的认知受环境与文化的影响极大 。选择性注意固然

是人类认知的固有特点，但是人们选择去注意哪些信息，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哪些信息，则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当下情境与文化体系，比如既有的合法化话语，他们所处的社会网络，以及他们

之前的相关经历。也就是说，之前的行为或者某些文化储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会直接影响前注意
信息处理（ｐ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从而影响下一步信息处理上的选择，使得一些信息被注意到、一些
信息被忽略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而呈现一定的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比如说，虽然背景各异，诉求不一，上
访者对自己上访行为的利弊得失以及合理性等看法却非常相似。那是因为上访的行为本身就将他们

置于类似的社会情境之中，再加上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些普遍被接受的话语，如对家庭的奉献牺牲、

母亲的伟大等，就使得他们很容易形成类似的认知。

选择性注意形成的认知影响他们的行为策略，而这些认知一旦形成，人们会用相应的行为来加以

强化。比如前面提到的上访户认为自己是“正义斗士”，在形成这一认知后，她会用某些行为，如做免

费志愿者等，去强化这一认知。这告诉我们，认知与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化固然影响认知，认知

以及随之相应的行为则会反过来强化文化中的某些元素，这是个路径依赖的持续过程。

本文旨在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体长期上访户的认知与行为策略，并探讨他们形成特定认知的原

因。依据这个逻辑，长期上访户的行为并非由于个性的偏执或者社会网络的缺陷，而是扎根于当下的

制度安排、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解析文化到底如何影

响认知，比如，在诸多的合法话语中，为什么某些话语会被凸显出来，另外一些则被忽略，是因为工具

性的实际原因（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ｓ），还是有其他机制（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在起作用。相关的研
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认知、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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