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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与争鸣

假新闻泛滥与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
*

汝绪华

【内容提要】在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中，假新闻一直与西方民主危机如影随形。承载着不满、愤

懑与特殊目的的假新闻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不和女神厄里斯”，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但也是解释

西方民主缺陷的一把钥匙。长期以来，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假新闻仅仅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随

着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假新闻呈现出组织化、智能化与武器化的特征。通过社

交媒体平台，假新闻把网状空间差异分布的网民动员聚合成舆论一致的“杠杆”，撬动了西方民主的

“神话”。假新闻从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领域全方位地侵蚀西方民主，使之陷入整体性危机。

【关键词】假新闻 西方民主 社交媒体 政治极化

作者简介: 汝绪华 ( 1976－ ) ，中国石油大学 ( 华东) 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 山东

青岛 266580)。

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假新闻一直与西方民主危机如影随形。假新闻是指伪造的信息，在形式上而

非组织过程或意图上模仿新闻媒体内容①。从雅典城邦的“雅典瘟疫”谣言、到 19 世纪末美国的黄色

新闻浪潮、再到如今西方国家的假新闻泛滥，假新闻在西方民主发展中从未缺席。承载着不满、愤懑

与特殊目的的假新闻是西方民主危机中的“不和女神厄里斯”，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但也是解释西方

民主缺陷的一把钥匙。“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

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无论是从外围到中心或是从中心到外围……换言之，是谣言在制

造历史。”② 长期以来，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假新闻仅仅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随着社交媒体的

崛起，寄生于西方国家票决民主、政党恶斗等痼疾之上的假新闻泛滥成灾，它把网民动员聚合成舆

论一致的“杠杆”，撬动了西方民主的“神话”。可以说，假新闻泛滥一方面是西方民主整体性危机

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又从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领域全方位地侵蚀西方民主，加剧其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朗西曼说: 假新闻“使得扎克伯格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比特朗普更大”③。

一、假新闻泛滥动摇西方民主的市场经济基础

竞争和契约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通过竞争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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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舆论环境对邻避效应的影响及其协同共治研究” ( 17BZZ011) 的阶段性成果。
David M． J． Lazer，et al．，“The Science of Fake News”，Science，359 ( 6380) ，2018．
〔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 《谣言女神》，顾牧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4 年，封四。
Colin Kidd，“In a Frozen Crouch”，London Ｒeview of Books，40( 17) ，2018．



的特点，也是其优越性之所在。马克思说: “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独立，他们不承

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① 市场经

济更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契约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更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埋没真相的

假新闻既扭曲了市场竞争，又毁坏着诚信。2017 年美国《财经月刊》曾刊文指出，“假新闻正杀死

经济”，对西方国家的假新闻泛滥表达了强烈的焦虑与担忧。
1． 假新闻泛滥扭曲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而假新闻扰乱和破坏的正是市场经济的

资源配置机制。

第一，假新闻干扰其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人的大脑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让人

们极易被精心包装的假新闻诱惑，反过来又促进了假新闻的滋生与传播。“人类不会随便相信他人。如

果将他人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人观点的缺陷。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却

盲目相信自己的观点。”② 很多时候只要假新闻杜撰的故事符合我们的一般想象，我们就很容易上当。

社交媒体的算法营造的过滤气泡把人们紧紧束缚于信息茧房中，成为其牟利的棋子。假新闻与社交媒

体公司的“狼狈为奸”扭曲了新闻市场的良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主流媒体明显处于竞争劣势。根

据美国新闻聚合网站 Buzz Feed 的调查，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的前三个月里，排名前二十的虚假新闻在

脸书上的分享次数超过 870 万次，比主流新闻网站真实新闻的分享次数高出 130 万次。

第二，假新闻干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组

合与配置，把它的最大效率效益发挥出来，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倾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回潮……一

些政客有恃无恐地进行极端情绪的舆论煽动，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乃至全球化，从而使全球化

成为社会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③ 这股逆流与各种有关移民、难民、全球化贸易的假新闻的强力助

攻不无关系。譬如，特朗普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高呼 “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刊发解释性报道，认为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④。特朗普豪赌通过增加贸易壁垒

改变贸易逆差，对欧盟、中国等主要贸易国左右开弓，高举 “贸易战大棒”，这确实在短期内实现

了美国就业率提升、经济逐步向好的目标，但贸易战没有赢家，贸易摩擦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

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必将反噬美国经济。1930 年美国通过 “斯穆特－霍利法案”引发经济大萧

条，最终祸及自身的前车之鉴不容忘却。斯蒂格利茨警告说: “市场再次表现出短期思维和极端贪

婪的倾向。这一切都不利于美国的长期经济表现。同时这表明 2018 年虽然可能比 2017 年更好，但

也蕴藏着极大的风险。”⑤ 令人忧心的是，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已经被特朗普 “撩拨”起

来。欧洲也对外国进口产品和服务大肆设置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配额等贸易壁垒，反全球化的政

党势力大增。
2． 假新闻损害市场诚信

一是假新闻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美国特许专业会计师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认

为假新闻的传播使得他们难以做出重要的财务决策，特别是在医疗、退休或购置房产时。随着伪造

·241·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65 页。
Elizabeth Kolbert，“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The New Yorker，February 27，2017．
吴志成: 《多重治理难题考验欧洲政党》，《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28 日。
参见张全: 《CNN: 中国真的偷走了美国工作?》，《解放日报》2017 年 4 月 9 日。
Joseph E． Stiglitz，“The Global Economy’s Ｒisky Ｒecovery”，https: / /www．livemint．com /Opinion /ME7iFtlBwiQzLkGjBBWqrN /Jo-

seph－E－Stiglitz－－The－global－economys－risky－recovery．html．



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相信它，这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购买什么和投资什么的决策。

二是假新闻干扰金融市场。假新闻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一旦真相被发现，这些故事最终会导

致投资者的损失。2015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一名苏格兰交易员提起欺诈指控，指出他的推文

导致两家公司的股价下跌多达 28%，他则从波动中获利。法庭文件称，这些推特账户是由他使用与

真正的市场研究公司相似的名字所创建的推特账户发出的，导致股票持有者损失超过 160 万美元①。

假新闻被频繁用来非法牟利，西方国家市场经济面临诚信危机。

三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诚信欠佳。假新闻的泛滥与社交媒体平台 “未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脱

不了干系。然而，社交媒体平台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传媒互联网市场中的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编

辑权力和内容决定权的媒体。虽然它们迫于压力纷纷采取措施遏制假新闻，但面对假新闻带来的巨

额利润，遏制的动力与效果都很有限。

四是假新闻损害政府经济信用。2016 年，英国脱欧阵营捏造假新闻，声称: “一旦脱欧，每周

可省下献给欧盟的 3. 5 亿英镑，这些钱可以用在英国的养老金和国民保健制度上。”② 这条假新闻为

英国成功脱欧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公投结果公布后，脱欧阵营就不再提及此事。英国首相特蕾

莎·梅后来承认，承诺的这笔资金不会发生。
3． 假新闻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在西方一些国家，假新闻“商品化”“货币化”现象日益严重，已经形成了由制造者、

传播平台、精准营销公司、购买者与消费者构成的完整产业链，这是 2016 年美国大选以来假新闻泛

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一是假新闻制造者井喷，造假技术升级换代。自媒体的兴起与新闻 “把关人”的缺席使捏造假

新闻的门槛大大降低。社交媒体广告 “按点击次数付费”模式火上浇油，催生了大批职业造假群

体，马其顿小城韦莱斯的当地人创建了 100 多个美国时政网站，为牟利大肆造假。造假技术花样翻

新，利用人工智能造假的普及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机器人编写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与几

年前出现的‘僵尸粉’不同，‘社交机器人’组成的‘水军’已不仅仅为某个政界人士增加粉丝量、

让其看起来更受欢迎服务，而是更多地参与政治话题的讨论，并与其他用户互动，影响他们的政治

观点和决定……研究人员通过检测算法发现，与大选相关的推文约 19%来自‘社交机器人’。”③

二是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假新闻的最大传播地。研究发现，推特用户似乎更喜欢分

享虚假信息，在推特上，假新闻总是打败真相，更深入、更快速地渗透到社交网络中，社交媒体平

台借此获得丰厚利润④。

三是剑桥分析等精准营销公司发展迅速。剑桥分析因非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客户信息进行精

准营销、干扰 2016 年美国大选与英国脱欧而臭名昭著，目前已经破产。但是，其核心员工早已洗白

重操旧业，吉纳斯公司 ( Genus AI) 就是他们创建的⑤。

四是假新闻购销两旺。特朗普曾在 2016 年选举期间聘请剑桥分析来运行数据操作，2018 年 3 月美

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剑桥分析多位高管声称他们确保了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以“击败骗子希

拉里”运动操纵数百万选民。而西方国家大众与精英、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冲突与分歧加剧，这使得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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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heo，“Fake News Can Make － or Break － Stock Prices”，The Business Times，April 6，2018．
Ｒon Short，“Here’s Why Fake News is Killing the Economy”，Finance Monthly，July 12，2017．
《“机器人水军”来了，进一步搅浑网络江湖》，http: / /www．gg－robot．com /asdisp2－65b095fb－59233－．html。
Soroush Vosoughi，et al．，“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Science，359( 6380) ，2018．
Ｒyan Mac，et al．，“These Men Helped Create Cambridge Analytica． Here Is Their New，Very Similar Startup”，Buzz Feed

News，March 21，2018．



有特定成见的民众 ( 例如白人至上主义者) 和反全球化群体也成为假新闻的忠实消费者。
4． 假新闻是资本主义精神衰落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

种尽责尽职的行动，赚钱本身被当成一种目的和职责，是美德和能力的一种表现。但是，他敏锐地

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中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内在张力，“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

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 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①。一旦只剩下工具合理性，只

有经济冲动而没有天职观念，财富的追求经常显现出体育竞争的某些特征。格林菲尔德通过对英美

等西方国家经济意识发展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点，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 “精

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经济民族主义②。欧盟日益频繁的贸易保护主义以

及“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类诉求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呈现。可以说，假新闻泛滥正是

价值合理性丧失、工具合理性登峰造极的产物。

二、假新闻泛滥解构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球金融危机下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强烈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假新

闻更是火上浇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研究报告显示，相比涉恐、自然灾害、科学和财

经等领域的假新闻，政治领域的假新闻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戴蒙德认为: “对异议和反对派

的宽容、在政治上温和克制的倾向、对自由和责任的向往……这种广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构成民主精

神的一个关键层面。”③ 假新闻不仅频频引发社会暴力行为，而且恶化了政治生态。在假新闻的蛊惑

下，西方民主精神正从内部被逐渐解构。假新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解构，不是指对西方三权分立制

度架构的瓦解，而是指对西方所谓民主精神的根本侵蚀。

1． 假新闻操纵公共舆论，干预大选，政治极化现象严重

每当各国大选，隐藏各种政治目的的假新闻就会满天飞，试图操纵公共舆论，影响政治议题，

干扰政策制定，干预大选，而且价格便宜。趋势科技采集的数据显示，能影响大选结果的假新闻全

程服务费用在 40 万美元左右，能煽动民众上街游行的假新闻服务费用在 20 万美元左右。与此同时，

假新闻也在加剧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趋向。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就指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

的差值已经达到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最大值④。2016 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愈益严重，

各种极端群体和极端言行急剧增加，右翼本土主义、民粹主义猖獗，两党分歧愈难弥合。和政治精

英的极化一样引人瞩目的是普通民众的极化，“红州” ( 共和党赢得的州) 与 “蓝州” ( 民主党赢得

的州) 已经成为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框架。在政治极化时代，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兼具保守和自由的

观点。“根据自 1994 年以来七次调查共同提出的 10 个问题，现在有 32%的美国人采用大致相同数量

的保守和自由立场，2015 年有 38%的人拥有这种价值组合，1994 年和 2004 年是 49%。”⑤ 在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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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蛊惑下，欧洲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政党实力大增，有不少进入议会，甚至有望成为执政党。虽

然 2017 年法国、德国和荷兰大选在极右翼政党的搅局下有惊无险，但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却是

不争的事实。

2． 假新闻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民主社会的前提是全体成员都可参与”①。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所谓民主社会的活力之所

在，但假新闻形塑的极端群体却试图左右公共舆论导向。当社交媒体参与代替公民参与，当偏见替

换包容，当公民丧失与异见者对话的话语框架，托克维尔预言的 “多数人的暴政”恐会成真。当前

欧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趋势渗入社会各个角落。德国民调机构英萨研究所的最

新民意调查显示，社会民主党只剩下 15. 5%的支持率，而右翼民粹政党选项党的支持率则上升至

16%。美国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6 年，美国公众中对种族关系深感忧虑的人数占比

由 17%上升到 35%”②。哈贝马斯曾寄希望以交往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

会，“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③，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西方民主政

治的合法化危机。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一方面，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

被假新闻的“语言腐败”及其形塑的“政治部落”④ 所僭越，无处立身; 另一方面，经济和行政系

统成为假新闻实现其邪恶目的的工具，同时假新闻又助力经济和行政系统侵入社会，生活世界进一

步被殖民化，政治共识与社会团结难以达成。在美国，茶党人士自视为诚实、勤奋、虔诚和爱国的

“真正的美国人”⑤。“他们热衷于诉诸激情和指责，其解决方案往往是偏激的、缺乏建设性的，在各

种问题上拒绝妥协。”⑥ 在欧洲，《巴黎宣言》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通过谈判、协商和妥协等方式

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如果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一概排斥，这离 “多数

人的暴政”就不远了。
3． 假新闻泛滥既源自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又加剧国家治理危机

福山认为，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

中。“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

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⑦ 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以有力

的证据指出，1988 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

阶层的不平等⑧。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欧洲的极右翼政治运动、脱欧公投等早已显

示出内部的重重矛盾与分歧，底层的不满愈演愈烈，社交媒体的崛起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发泄的出口。

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 “受资本钳制的选举民主日益异化为资本民主，最终危及民主

价值并助长普通民众的反精英情绪。背离协商精神的分权制衡容易扭曲为恶性政争，抑制政府决策

能力并错失改革良机。大量损益者或失落者进行极端情绪化的煽动，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外国人乃

至全球化，从而使全球化成为社会公众发泄愤怒的众矢之的。”⑨ 假新闻的泛滥源自西方国家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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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不足，反过来又加剧西方的国家治理危机。
4． 西方政治领袖捏造和转发假新闻散播仇恨

政治领袖的言行对公共舆论的引导、民众政治心理的塑造、政治社会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

的作用。领袖与追随者是一种相互性的意识关系，领袖必然知道他是领袖，而且必然有当领袖的意

愿; 楷模与仿效者则不是这种关系: 作为楷模的人不需要知道他是楷模，虽然将他奉为楷模的人知

道这一点，也没有这种意愿①。因此，政治领袖必须要有谦虚谨慎的修养，谨言慎行。但是，西方

政治领袖捏造、散播假新闻却不是新鲜事。2018 年 5 月 9 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上任

466 天，特朗普一共说了 3000 多个谎言，平均每天超过 6 个。非但如此，特朗普还频频转发与其意

识形态一致的假新闻。2017 年 11 月，他连续转发了 3 条英国极右翼英国优先党副主席弗兰森的

“反穆”推特，引发英国与荷兰的抗议，这 3 条“反穆”已经被确认是假新闻。西方政治领袖为了

一己之私，不顾事实与真相，不惜以假新闻污染、操弄公共舆论，迎合怀抱偏见的支持者，撕裂社

会，甚至祸乱他国。这既揭示了西方政治领袖的政客本质，也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存在的内在危机。
5． 假新闻损害媒体公信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网络新闻也不例外。然而，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宣泄超越真相成为主导

舆论的动力来源。假新闻引发的强烈情绪 “代入感”，病毒式地播撒偏见与偏激，假新闻与 “后真

相”相互强化，对新闻公信力造成了巨大损害。新闻媒体曾被誉为 “第四种权力”，假新闻泛滥却

使它沦为“搅屎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大约 65%的美国民众认为，媒体的负面

影响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当前党派政治充斥各大媒体报道的情况下。2017 年

凯度发布的全球媒体公信力报告显示，由于假新闻带来的争议，社交媒体和纯数字媒体的公信力受

到显著打击。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家对主流媒体的激烈攻击也严重损害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自就

职以来，特朗普就一直斥责美国主流媒体散播针对他的假新闻，称他们是 “国家的敌人”，并发起

一场“对媒体的战争”。他一边在记者会上将 《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 5 家主流媒体

拒之门外，一边在自己的推特帐号上颁发 “2017 假新闻奖”。美国蒙莫斯大学发表的民调显示，

3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主流电视台和报纸经常报道假新闻，46%的人认为偶尔会这样，这说明特朗

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正在产生效力。在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主流媒体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危机。

三、假新闻泛滥消解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石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健康、成熟、充满活力的公众社会是表征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

指标，也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在美国的良性发展需要依赖

一系列条件，包括美国的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在这些条件中，“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

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 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②。

正是这些维护民主、使民主良性发展的社会条件养育了习惯民主制度的公民，培育了民主制度得以

生长的社会环境，维护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虽然假新闻没有改变西方民主制度，但却逐渐腐蚀

这些社会条件，加速消解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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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新闻戕害公民美德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培养公民具有包容多元、理性对话与公共精神的公民美德，每一个人

都有意见表达的机会，公共舆论承载着民主和法治的理念与诉求，它促进形成的沟通网络 “帮助公

民形成民主的美德: 节俭、判断力、口才、足智多谋、勇气、自信、对权力敏感、公共意识”①。然

而，当公共舆论被假新闻劫持，网络舆论“巴尔干化”，公民被诱导，“道德判断的标准只能出于自

己，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自我所采取的任何观点出发”②，彼此都站在与对方无法沟通的立场上，诉

诸情感主义。认知能力低、“无思想性”的普罗大众就像患上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堕化为助长

假新闻泛滥的“平庸的恶”，公民美德必将陨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32%的人经常在线观

看捏造的政治新闻，23%的人曾分享过假新闻，14%的人称自己明知是假新闻但还是转发了。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研究表明，人类而非机器要对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负责。该研究显示，

含有虚假内容的推文在推特上传播给 1500 人的速度比内容真实的推文要快六倍③。这项研究不仅展

示了假新闻的强大传播力与巨大危害性，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社会公民美德的堕落。2017

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指出，希望获得最多点击率、却未说出事实的人们正散播谎言，在某

种程度上，这杀死了人们的思想。被假新闻和偏激观点所劫持，不仅真相无立足之地，独立思考也

随之被扼杀。

2． 假新闻妨碍社会共识的达成

社会信任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福山把信任视作一种社会资本，它不仅是社会美德，更

能创造经济繁荣。帕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元素，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

素，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众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

动。“近年来已经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

大。”④ 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中的互惠和信任规范。然而，社

交媒体时代却带来一个吊诡的结果，一方面，通过社交网络基层公民得以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普

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迅速形成，并具有产生巨大影响的威力;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并未形成，渗

透在这个参与网络之中的不是 “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互惠和信任规范，而是

一个个冲突与分裂的相对 “封闭、碎片化、分殊化的特殊信任网络”。阿尔蒙德认为，人际信任感

是有效民主的先决条件⑤。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庞大的用户市场和巨大的影响力，假新闻得以快速传

播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它制造的分歧与冲突正严重伤害着社会繁荣与稳定所依赖的社会信任。

非但如此，假新闻还深深伤害公共理性。在民主社会里，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是公民对民

主社会的理解范式，“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⑥。只有当社会成员的政治行动受到公

共理性约束，才能达成重叠共识，才能实现政治生活的正义性和稳定性。兰德公司发布的 《真相侵

蚀》报告指出，美国新闻界正遭遇新一轮 “真相侵蚀”浪潮的严重冲击，导致民主政治的根基遭到

破坏，社会共识的交集日渐萎缩⑦。正是因为社会信任和公共理性受到伤害，西方民主制度难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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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共识。如果民主制度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就会是一个难以运转的和

脆弱的制度①。历史已经表明，社会分歧越大，民主就越脆弱。
3． 假新闻塑造内群体，制造分歧，撕裂社会

互联网是开放的，它把空间差异化分布的个体联结起来; 互联网又是封闭的，传播的分众化与

社交媒体的分层化隔离出一个个 “信息茧房”和 “极化部落”②。在证实偏见与回音室效应的作用

下，在假新闻反复的灌输与转发中，一种被扭曲的群体认同悄然形成，这就是内群体。“我们假定

世界上一群人共同持有同一种奇怪的信念……通过自选过程，他们彼此来到同一个论坛……很快他

们就会觉得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③ 内群体的认同越强，假新闻的蛊惑效果就越好，对外群体的厌

恶与贬损现象就越严重，群体偏见的指向性与攻击性也就越强。“群体成员会由于外群体对内群体

自尊或威信的损害而产生了对外群体的敌对态度。”④ 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他

的个性便湮没了，成为无意识的 “无名群众”，群体的行为表现出无异议、低智商、极端与情绪化

反应等弱点。“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

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⑤ 假新闻塑造的内群体不仅制造了分歧与

敌意，而且撕裂了社会，损害民主的生机与活力。在美国，民众在移民、医改、枪支管控、气候变

化等几乎所有公共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发起的一项调

查显示，美国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分裂愈发严重。在欧洲，难民、穆斯林、脱欧等议题也

在搅动欧洲的神经。2017 年 1 月，一则假新闻声称 1000 名穆斯林高喊着 “真主万岁”烧毁了德国

一座最古老的教堂，这条消息在脸书上被疯狂转发，导致欧洲支持反难民政党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
4． 西方民主社会逐渐走向封闭

有人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与繁荣源于开放与包容，得益于来自外部世界的才智与资源的

贡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美国的进步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上

任伊始，特朗普便着力推行有针对性的、强硬的移民新政。尽管这遭到美国大多数精英和民众的反

对，但美国的移民政策依然一步步收紧。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也加大了对海外学生申请者的审查

力度，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困难的留学目的地。2018 年 2 月，美国移民局在官网上发布最新的 《使命

宣言》，其中去掉了“确保美国是移民国家的承诺”，不再提移民国家的定位，这意味着其移民政策

的根本转变。“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所有非法移民遣返，美国经济在今后 10 年间将蒙受高达 5 万

亿美元的损失。”⑥ 2017 年 10 月，10 位欧洲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巴黎宣言: 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断言真实的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指出虚假的欧洲的代言

人“忽视甚至否认欧洲的基督教根基。与此同时，他们花费巨大精力去防止对穆斯林的冒犯”⑦。他

们越是刻意区分“真实的欧洲”与“虚假的欧洲”，越是强调 “欧洲属于我们” “虚假的欧洲正在

威胁着我们”，“我们就会越是按照 ‘我们’和 ‘他们’来想象世界”⑧。虽然 《巴黎宣言》在欧洲

·841·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美〕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102 页。
Amy Chua，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London: Bloomsbury，2018．
Marc Sageman，Leaderless Jihad: Terror Networ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pp．109－124．
Branscombe，N． Ｒ．et al．，“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Evaluation Effects on Group Behavior”，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8( 6) ，2002．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38－39 页。
闫亮: 《特朗普“新政”或加深社会分歧》，《人民日报》 ( 海外版) 2017 年 2 月 25 日。
“The Paris Statement: 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https: / / thetrueeurope．eu /a－europe－we－can－believe－in / ．
〔美〕马克·E． 沃伦: 《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4 年，第 115 页。



的影响波澜不惊，但“政治正确”频频被挑战，迅速崛起的本土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倾向锋

芒毕露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假新闻泛滥侵蚀西方所谓的民主价值观

西方国家一向标榜“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民主价值观，用自己的标准将其定义为 “普

世价值观”，并强推之。且不论其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假新闻泛滥正在全面侵蚀其引以为傲的民

主价值观，这既源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间的理论张力及其在实践中的紧张关系，更源于西

方民主的内在缺陷与体制困境。
1． 假新闻泛滥扭曲西方的自由观

卢梭曾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① 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极力

主张言论自由的思想家密尔也通过 “不伤害原则”划定其限度。“当言论自由对其他利益造成了真

实而非臆测的、实质而非边缘的损害，且又没有其他手段以避免或消除这种损害时，可以对言论自

由进行最小必要程度的限制。”② 假新闻曾是西方国家祸害发展中国家的利器，现在反过来反噬自

身。有人认为，人性恶在新媒体技术的协助下肆虐，在网络自由的挡箭牌下肆意 “假面狂欢”，“它

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 ‘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③。

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疯狂制造、分享、传播假新闻，谩骂、诋毁不同意见者弥漫虚拟空

间，以自己的言论自由敌视甚至压制 “他者的自由”。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白人至上主义、反移民

浪潮尽显西方自由观的虚伪与局限。
2． 假新闻泛滥侵蚀西方的平等观

假新闻泛滥扯掉了西方国家平等观的底裤。美国一直以来自诩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 “山巅

之城”，实际上，美国依然存在白人至上思潮、高等教育的种族鸿沟和向上流动停滞。这些日益严

重的不平等现象表明，在民权运动结束 50 年之后，美国社会依然等级化、排外和抗拒变化。白人警

察执法时对黑人的“种族归类”就饱受非洲裔的诟病。美国的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都深信种姓思想

也渗透到他们的世界④。“另类右翼”等极端群体都试图以假新闻操弄民意，“政治正确”红线频频

遭受挑战，2017 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就是其恶果。此外，各种隐性的种族歧视有回潮的迹

象。在法国，一个名叫“爱情王子”的推特账号多次伪造各大门户网站截图，发表反难民、反移民

等极右言论。在德国，杜撰的 “丽莎事件”给德国难民问题煽风点火。“一切民主制度固有的内在

威胁是群体冲突———民主的生命线———可能固定化以致有瓦解社会的可能。”⑤ 如果冲突达到危及社

会整合、导致社会解体的临界点，民主的血脉就将凝固。在假新闻的助推下，以 “反伊斯兰化”
“反移民”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候选人支持率一路攀升，民粹主义情绪弥漫整个欧洲，政治底线不

断被挑战，族裔不平等问题愈益凸显。
3． 假新闻泛滥侵蚀西方的民主观

社交媒体正在扼杀民主。社交媒体曾被誉为民主政治的帮手，现在却沦为假新闻泛滥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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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依赖高水平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

标。然而，在虚拟世界中，当情绪代替了理性、偏见僭越了思考、轻率取代了担当、敌意驱逐了包

容、极端覆盖了温和，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就只是在 “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

着”①，后真相时代来临。因此，社交媒体上的高政治参与率不但没有成全民主政治，反而堕化为

“劣质民主”的渊薮，这是美国、意大利等西方民主国家被列入 “有缺陷的民主国家”的原因。

“所谓民主，就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② 然而，算法制造的 “过滤气泡”为受众推送的都是

“信息窄化”的同质化资讯。如果受众的资讯消费长期处于这种算法的算计之下，信息茧房中的受

众就会在回音室效应下不断强化自我认同，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丧失

思考的情况下表达“被假新闻塑造的、自以为是的意见”。“重复虚假陈述增加了它的可信度，赋予

它一种斯蒂芬·科尔伯特所说的‘真实效应的幻觉’。”③ 当人们丧失独立思考，西方民主何以自处?

威尔·杜兰特说: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④ 有素质优良的人，才能有素质优良的国

家。假新闻泛滥是一种疯狂的语言腐败，是一场可悲的集体无意识狂欢。网络上充斥着 “被毒化的

语言”，“意义世界”被异化，公众的价值观与美德被严重侵蚀，民主政治失明。

4． 假新闻泛滥践踏西方的人权观

康德曾言，人是目的而非工具⑤。人权首先是人之为人的权利。在社交媒体时代，民众成为被

特定组织或政客操纵的假新闻操弄的工具。一些数据分析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大数据对受众心理进

行精准测量与恶意利用，他们分析的是人的心理特征，而不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固化受众认知图

式的同时，也把他们变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曾聘用剑桥分析，该公司非法

地将大约 5000 多万脸书用户的信息用于大数据分析，从而精准地刻画这些用户的心理特征，并向他

们推送定制广告与假新闻。“剑桥分析将美国人口分为 32 类性格特征，并集中关注 17 个州……该公

司发现在美国制造汽车的偏好是潜在的特朗普选民的一个很好的迹象。除此之外，这些调查结果显

示了特朗普的哪些信息在哪里发挥最佳作用。”⑥ 每一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游说者都可以精准了解每

栋房子中住户的性格、喜好，总之，他们对选民会不会投票了如指掌。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剑桥分

析也发挥了作用。人成为工具而不再是目的，西方人权的温情面纱被揭穿。
5． 假新闻泛滥加剧西方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

假新闻泛滥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各部分张力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方

民主价值观中有两对核心关系: 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坚持

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性，“一般都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基本关系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自

由主义民主这一定式是指以自由———依靠自由———求平等，而不是以平等求自由。”⑦ 坚持机会平

等，否定结果平等，强调个人利益与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导

致西方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更突出的事实是……他们的忠诚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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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或地方性的。他们与布鲁塞尔或香港的同行有许多共同语言，而与那些还没有与全球信息网

络接轨的美国大众之间则不然……一个由布鲁塞尔统治的欧洲会越来越脱离人民的控制。”① 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以及欧洲各国大选中，大众与建制派精英的鲜明对立清晰地暴露了这个问题。在自由与

民主的关系上，两者的调和并不会产生天然的政治均衡，自由民主有向其反面堕落的倾向，即反自

由民主或反民主自由。萨托利警告“反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中民主成分的增长，越来越要求我们

正视走向反面的危险”②; 芒克则提醒“反民主自由”，西方的政治体制早已不再像自由民主那样运

作，而日益类似于反民主自由，欧盟也许正是这一趋势的最好样本③。脱欧派所提出的 “夺回移民

控制权”之所以引起许多欧洲选民的共鸣，是因为难民政策等重要决策越来越多地由欧盟委员会等

技术官僚机构决定，决策日益远离公众的视野。

五、结 语

假新闻泛滥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依法管理网络言论、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

全和国家主权，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却被西方国家污蔑为破坏网络环境。随着假新闻成为全球公害，

“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措施……在互联网管理的探索道路上与中国 ‘并道同

行’”④。对于假新闻泛滥的危害，西方国家几无异议，但在如何治理的问题上却有避重就轻之嫌，

在向外“甩锅”方面色厉内荏，在对内治理方面却争议不断。然而，假新闻泛滥对西方民主的威胁

却不容小觑，迥异于以往所遭遇的历次局部危机，假新闻对西方民主的侵蚀、解构是全面的，深入

“骨髓”的，是西方民主内在缺陷与痼疾的总爆发。面对假新闻的泛滥与危害，西方国家 “票决”

政治家们不是从假新闻泛滥的病根———西方民主的内在缺陷入手，而是把西方民主之所以兴盛的

“经济全球化”“开放包容”当作 “病根”，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作为 “解药”，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与其说假新闻泛滥导致了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不如说是西方民主的

整体性危机造成了假新闻泛滥，假新闻泛滥的困境本质上是西方民主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王绍光主编: 《选主批判: 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 詹得雄: 《西方民主怎么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

［3］〔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吴冠军: 《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3 期。

［5］ 张永红: 《论当前西方民主的四个重大危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 13 期。

( 编辑: 刘曙辉)

·151·

假新闻泛滥与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

①

②

③

④

〔美〕克里斯托弗·拉希: 《精英的反叛》，丹莉、刘爽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26－34 页。
〔美〕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38 页。
Yascha Mounk，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23－132．
李宓: 《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中国互联网管理》，《新华每日电讯》2014 年 5 月 15 日。



capitalist oligarchs with“one super power and multi－great powers”becomes the economic basis for the money
politics，vulgar culture and military threat under the global monopoly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The fifth is
the economic essence and general trend: the capitalist global contradictions and all kinds of crisis often get
intensified，giving rise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f monopol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mo-
nopoly and predatoriness，decadency and parasitism，transitivity and dying．

The Basic Divergence Between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and 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Chen Xinling and Wang Juan

In recent years，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pure academic appearance of value neutrality． This is a symptom that needs to be highly alert．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to emphasize media independence，objectivity，
balance，and industry autonomy，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The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is a conceptual system with logical self － consistency an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openness and effectiveness while 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 system of ideas that embraces logical
paradox． The latter has structural defects，and chronic disease of exclusiveness and void． By contrasting with
the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this paper is to dissect the essence of 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disenchant it theoretically． This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exercise within the scope of journalistic research，but
also a realistic disposition of a deceptive and challenging political issue．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Logical Approac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Chen Peng

At present，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cology to consider the Chinese con-
text and follow the Chinese logic． Expand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strategic resources of the ruling position，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rruption control，and promoting the positive success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should be the realistic context for China’s political ecology construction． However，the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corruption of circles，latent rules and officials of omission reveal the realistic landscape of current po-
litical ecological alienation． Fully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irectly
responding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taking people－centered as the highest criterion，compose the histori-
cal，realistic and value logic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refore，the basic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at present is to strengthen the Par-
ty’s leadership as the axis，optimize the power structure as the basis，tak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line，and forge good political culture as the support．

The Overflow of Fake News and the Holistic Crisis of Western Democracy
Ｒu Xuhua

In the so－called 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fake news always goes together with the western democratic
crisis． The fake news that bears dissatisfaction，resentment and special purpose is“Eris，the goddess of dis-
cord”of 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playing an inglorious role，but also a key to explain the deficiency of
western democracy． For a long time，fake news has been only on small scale thanks to the limitation of com-
munic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speedy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new media especially the social
media，fake news is showing the feature of systematization，intelligentialization，and weaponization．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social media，fake news mobilizes and organizes the netizens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to the le-
ver with the same public opinion，thus prying up the“myth”of western democracy． Fake news erodes west-
ern democracy from all the fields such as economy，politics，society，and values etc．，and makes it into the
holist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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