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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一对矛盾，直接影响着政府信任与政府不信任的关系。如何将政府的信任
与不信任衔接起来，则需要引入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作为政府信任关系中的连接体。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政民关系的良与莠时刻牵动着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以及社会多元治理的进与退。本文尝试运用 CiteSpace 应
用软件进行政府信任的知识图谱分析，力图将政府信任的研究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进而总结经验与
不足，以期展望我国政府信任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促进政民关系的和谐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治理现代化
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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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ust and distrust, as a pair of contradictions, direct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trust and distrust. How to link up the trust and distrust of the government, we need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government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as the link in the relationship of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new era, the
good and ba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ffect the progress and retreat of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pluralistic governance of the society. We tries to use CiteSpace
application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government trust Know-ledge map, trying to have government trust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deficiency, in order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ur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future, promote th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forward.
【Keywords】Government trust; Visual analysis; Urbanization
引言

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促进政府信任的提升对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

国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全面回顾我国在不同

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时期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前瞻中国新时代下政府

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

信任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对于当下新型城镇化进程

会治理格局。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政府

中提升公共服务与民众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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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1 政府信任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在当下社会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
信任程度或高或低，都影响着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
中治理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同理，政府对公民的信
任也会对其行政效率、方法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政治领域，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由上访引发
的民众与当地政府间的矛盾升级等等非理性行为的
发生，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也使得政府权威
性大打折扣，进而造成行政成本的上升，致使政府
服务功能的减弱，最终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反映
在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结构上，表现出了对政府所
提供的服务不满与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两方面。
如图 1 所示，
在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方法上，

政府信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

要遵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实施落实——内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从微观

外监督——反馈问题的解决思路。当群体性事件发

层面的社区治理到中观层面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再

生时，表明群众不信任一开始的解决方案，此刻政

到宏观层面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皆

府及其公务人员要积极探讨出新的可实施的方案，

具有深刻影响。

并积极且及时地落实该方案，在这一过程中要让群

1.1 问题研究的提出
事实上，政府信任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在内的一个具有不同视

众参与监督，同时政府组织内部的监察部门发挥监
督作用，事后要有反馈评价机制来保障群众对该解
决方案的认可。据以此，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

角、不同外延的复杂概念。在新时代的中国，政府

度顺理成章。这也为后续政府展开工作打下良好基

信任问题的研究应该通过集中于政府如何行动的研

础，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间接地对公民理

究来实现公民对其治理活动的信任。因此，从以下

解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几个层面分析具有深刻影响。
（1）从经济角度出发
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
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人们根本不会
理性地作出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相反，人
们的行为受到决策呈现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他
们作出的回应也往往违背标准理论。[1]就如同，在
博弈论中，纳什均衡是将人们看做是完全理性人，
认为“每个玩家的策略与别人相比都是占优的”，
但现实情况是，占优不代表整体福利最大化（比如

图 1 政府与公众间关系的良性循环图

囚徒困境）。政府在与公众的关系中，政策是单向
的由政府输出，公众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并

（3）从社会与文化领域出发

非是完全理性人，像德国经济学家莱因哈德·泽尔

唐皇凤指出：“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治理体系

腾（Reinhard Selten）所言“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但

一定包含价值、制度、组织与机制四种要素。”[3]

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2]泽尔腾提出更现实的

政府信任或者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施政过程中获取

博弈决策理论，即有时候人们会更多地基于过去的

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隶属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价

经历和拇指规则。也就是说，人们每次选择并非经

值要素。公众对政府信任度高，政府在社会治理过

过理性计算，而是选择直观上更吸引人的方案。延

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利于其行政执行力的提高，行

伸到社会治理领域，作为治理主体，这就需要政府

政成本的降低，以便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更加透明地进行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来获取

实现更全面、更有效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信任

公众的信任。唯有此，公众才能在党和政府执政领
导下，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4]政

（2）从政治角度出发

府信任建设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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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理论内容。通过政府信任提升社会治理

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

能力是当下改革深水期、社会转型期、逆全球化潮

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体系中社会治理是在

等特殊时期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发路

政府主导下，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活动，不

径，内因决定外因，思及此，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政

同于西方的社会自治。同样地，国家治理在我国本

府信任必定可以为政府这一社会治理主体发挥社会

质上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府管理之‘理’的

治理能力提供实质性指导。

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
结合”。[6]政府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以充盈我

1.2 问题研究的意义

国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以此推动社会治理能力。

政府信任程度高不仅增强政府引导社会主体参
[5]

与社会治理的自信心和领导力， 也能成为完善社

2 国内政府信任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会治理体系的助推器和催化剂。政府的治理能力不

为了对国内政府信任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科学

仅体现在与治理客体间的交流，也体现在政府自身

分析，本文针对国内文献综述部分采用文献计量研

及其组织成员间的沟通，以使政府与公众间关系紧

究方法，利用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分析软件

密，增加彼此间信任感，促进执政合法性的提升。

citespace 绘制国内政府信任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

通过沟通表达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紧密性，

热点研究分布的知识图谱，为本文提供科学参考。

使群众基础因此更加牢固，利于提升工作绩效，实

针对国内有关政府信任理论的研究，本文采用

现治理能力的完美提升。与此同时，能力的提升有

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数据来自南京大学

利于政府有信心更好地扮演好社会治理引导者的角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数据内

色，政府信任与治理能力提升之间是互为因果，互

容包括篇名、关键词、作者、期刊、学科分类、参

相推动。这恰恰揭示了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

考文献等。本文以“政府信任”为关键词进行精确

的政府信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自身所具备的促进

检索，共搜索到论文类文献 191 篇（数据截止到 2019

社会整体全面进步的本体价值。

年）。本文以 191 篇文献为数据源，运用 Citespace
V.5.7.R3(32-bit) 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从微观层面看，社区治理基于党的领导而进行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方式实现社区自治。在这一过

2.1 文献分布

程中，党的策略方针通过政府执政得到实践与实现，

图 2 显示了从 2004 年至 2019 年以“政府信任”

社区居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直接反应在整个

为关键词的论文类文献的年度统计数据，由图可知，

治理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作出对社会和公众的承

政府信任研究自 2004 年开始受到学术界的研究重

诺，具有相当程度的严肃性和连续性，通过政策的

视，自此以后论文数量一直平稳上升趋势，在 2015

坚定执行，形成良好的社会信任和公众满意度，从

和 2017 年分别达到论文数量的高峰值。但是从图中

而提升政府信任度。反之，则会降低政府信任度。

可以明显看出总体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仍然不足。

从中观层面看，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离不开党和

文献学科分布。

政府的领导与参与，尤其是城市群城镇化的建设更

2.2 文献学科分布

需要府际间公共部门的协调组织。归根结底，城镇

表 1 是国内政府信任文献学科分布，大多研究

化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空间范围的行政领域扩

集中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领域。其中，

大，而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

管理学发文量最多，高达 97 篇，但作为政府治理能

进程中，需要政府信任作为新型建设方案中的重要

力体现的载体，政府信任的研究仍亟待加强。

一环，利于促进民众对于城镇化的深刻理解与执政

2.3 作者分析

府信任的程度提高，对公民参与各项城镇化建设活

根据图 4 和表 2 的呈现的结果可见，近年来在

动的积极性具有引导作用，也有助于为城市群城镇

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方面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

化的建设奠定良好运行基础。

苏州大学作出较大贡献。其中图 5 是国内有关政府

从宏观层面看，要实现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

信任研究的作者力量分布图，作者发文数量与其名

理格局，政府参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功能。

字在图上所占比例成正比，作者接点相接表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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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合作关系。如图所示，芮国强和宋典共同发

信任》《论政府信任的结构与功能》等。邹育根、

表了《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公民

江椒合作的《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面临的挑战与重建

满意度为中介变量》《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与政府

——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现状与

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批判性公民”的视角》。

展望》。

张成福和边晓惠有关政府信任的文章有《重建政府

图 2 2004—2019 年 CSSCI 来源期刊政府信任研究论文发文量年度分布
表 1 2004—2019 年 CSSCI 来源国内政府信任研究的学科力量分布
学科类别

发文数量（篇）

学科类别

发文数量（篇）

管理学

97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7

政治学

41

社会科学总论

1

社会学

21

教育学

1

经济学

20

心理学

1

图 4 2004—2019 年 CSSCI 来源国内政府信任研究的作者力量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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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政府信任为关键词论文类文献作者的分布
发文数量

作者

作者单位

发文数量

作者

作者单位

8

程倩

南京理工大学

3

朱荟

南开大学

6

宋典

苏州大学

3

胡鸣铎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6

芮国强

苏州大学

3

杜海峰

西安交通大学

5

朱春奎

复旦大学

3

毛万磊

中国海洋大学

5

梁莹

南京大学

3

许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4

吕书鹏

西安交通大学

3

牟永福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3

李涛

广西民族大学

2.4 研究热点与可视化分析

在第二阶段，刘桂花，李春梅通过将信任方特

图 5 和图 6 为 CSSCI 数据库收录的以政府信任

征作为控制变量,通过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实

为关键词的演进知识图谱，结合图 5、图 6 和表 3

证分析了政府信任形成机制。其中，经数据分析，

对 2004 年至 2019 年的政府信任热点问题进行梳理。

得出了政府特征是由“政府能力”和“政府形象”

根据关键词的词频反映出政府信任研究可以分

构成的二因素模型；双方关系特征主要受“交往经

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以政府信任自身的政府建

历”、“信息公开”和“对公务员的信任”三个因

设出发，理论高度研究政府信任相关的社会信任、

素的影响,是一个三因素模型；制度特征主要受制度

合作式治理、政府转型、基层政府信任等；另一个

的“公正性”和“完善性”的影响,是一个二因素模

阶段则是从实践举措出发进行研究，多运用实证定

型。[10]谢舜和张韵则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论证基层

量分析方法对参与的其他主体，例如公民、市场，

政府信任是受公民参与质量的影响。两位学者基于

在政府执政过程中对其公共服务、干预、能力、透

2010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公民参与质

明度等等感知的论证。另外，从图 5、图 6 中也反

量”为自变量，以“基层政府信任”为因变量，并

映出媒体信任以及媒介作用的发挥也是政府信任研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公民参

究的视角。

与质量”对“基层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第一阶段，程倩认为政府信任关系分为三种，

[11]

吕书鹏运用第三波东亚民主动态调查（Asian

即合作型、习俗型、契约型，分别基于后工业时代、

Barometer Survey）数据，梳理出政府信任的四种类

工业时代以及农业时代的背景而提出。随着整个时

型，即反差序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两类无差

代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道德是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序政府信任，分析得出，不同的政治信任结构对于

[7]

——“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构建的关键。 梁莹

政治参与选择有着一定的解释力。[12]

从行政生态学视角解读政府信任，她认为政府信任

3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的综述

则主要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从

3.1 政府信任的内涵

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来深入解读和研究政府信任问

政府信任是基于信任而产生的一种政府作为主

题，将使“重塑政府信任”这一全球性的改革运动

体之一与其他主体间的相关关系，通常用程度高低

[8]

有了新的诠释。 张成福、边晓惠认为把握政府信

来评判政府信任的良莠。因此，我国政府信任的研

任的现代内涵，真正凸显政府信任作为公民与政府

究要从信任的概念着手，探讨政府信任的发展。

交往关系的本质及其互动建构的过程，需要基于互

（1）古代中国信任概念

动特征、公民导向与行动过程的视角，分析政府信

信任在中国古籍中通常以“诚”而代之，在《尔

任的结构与功能，即“制度信任和个体信任、感性

雅》《说文解字》等古典著作中皆有将“诚”比作

信任和理性信任、绩效信任和过程信任”三类结构

“信”的思想观念，除此之外，根据朱熹编著的《四

以及“合法性功能、秩序建构功能、治理简化功能

书章句集注》中，对《大学》《中庸》《孟子》《论

和民主发展功能”四种功能。

[9]

语》内容出现“信”的统计分别是 2 次、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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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4--2019 年 CSSCI 来源国内政府信任文献关键词频次分布图
关键词

频次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年份

政府信任

153

2006

基层政府信任

7

2009

差序政府信任

13

2012

农民工

6

2012

社会资本

8

2011

社会信任

5

2007

政治信任

8

2010

公民参与

5

2015

政府绩效

8

2011

信息公开

4

2012

政府信任关系

7

2005

信任

4

2006

图 5 2004--2019 年 CSSCI 来源国内政府信任研究的关键词分布知识进图谱

图 6 2004--2019 年 CSSCI 来源国内政府信任研究的演进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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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次以及 38 次，[13]《论语·为政》言：“人而无

为政府信任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对政府信任走高或

信，不知其可也。”《孟子·离娄上》曰：“是故

走低的关键所在。政府信任内在的体现了双向互动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是将“诚”

的关系，从宏观角度看，政府信任包含公民和社会

与“信”分开进行运用。至战国时期，荀子提出“诚

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信任，政府

信生神”，则开始将“诚”“信”二字联用，代表

内部的信任（包括政府人员间信任、政府组织间信

信任，表明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信任一直占据

任、政府人员与政府组织间信任）；从中观角度看，

着重要思想地位。檀秀侠将中国古代先哲谈论的

政府信任包括公众对政府的制度、组织、绩效、政

“信”总结为两种：一是个人的修身之信，二是为

策、人员、文化等的信任，这些因素决定政府运作

[14]

在古代，这二者存在着递进关联性。在

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从微观角度看，政府信任体现

儒家思想占据古代思想制高点的各个朝代，遵循“修

在公民与政府公职人员的直接接触上，可分为计算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逻辑，强调“修

型信任、认知型信任、情感型信任、认同型信任等。

身”为基点，逐步向官僚系统延伸关系。在这一拓

[22]

政之信。

展关系的进程中，信是君子由“修身”至“平天下”

3.2 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实现成功的条件，也是为之后的为政之信奠定基础。

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15]

“君子

大体分为外部因素和相关主体内部因素，即现代社

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

会的属性、服务对象的变化以及政府所处的行政生

为政之信乃立国之本，“民无信而不立”
[16]

信则以为谤己也”

君臣、君民、臣民之间良好关

态环境等外部因素与公民对政府制度架构、组织结
构、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等主体内部因素。[23]

系的建立都始于双方的信任关系。在道家思想中，
老子曰：“轻诺必寡信。”[17]强调诚信践行自己的

从社会背景因素考量，进入新时代，信任在现

许诺对于获得信任的重要性。法家思想中也坚持“政

代社会的背景下变得日益复杂。传统的文化视角的

令必行”的信任理念，认为治国，若民无信则不立；

信任解读已无法适应当前迅速变化的社会构建，以

获得民众的信任才能政令通达，稳固政权。

致政府信任在当下的多元社会背景前提下需要更加

（2）我国的政府信任概念

持续关注其动态的、持续的、微观的变化，不仅重

如果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解读，政府对民众信

视政府信任关系的稳固，也要加强政府信任在新时

任的需求是公权力机构及其人员权力膨胀的自然反

代所呈现出的“衰减”与“倒退”。从参与主体因

应，是维持并增强其合法性、提升其公信力的重要

素考量，信任与公众参与关系层面，高勇辨析了吸

[18]

张康之认为政府信任关系包括政府及其行

纳式参与的高信任度和关切式参与的信任度不确定

政人员在对社会和公众要求作出回应基础上的合作

性之间的关系，后者甚至可能对于政府运行中的问

互动期待。政府信任关系包含着双向期待：一是社

题存在更多洞察和关切。[24]张成福和边晓惠通过分

会和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执政能力的期待；二

析政府信任下降的表现，总结出公民对政府的理性

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依法执政过程中对社会和公众

怀疑和感性不满。理性怀疑体现在“政府在回应促

手段。

[19]

刘召认为“政府信任

进经济结构转型，缩小贫富差距，提供公共服务，

反映了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与信用义务水平的期望

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等问题上

要求能够给予合作的期待。

[20]

以及政府对此期望的回应。”

的态度、能力和效果与公民期待的落差”，[25]造成

李连江从央地政府

信任差序的角度入手，将政府信任分为四类：（1）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对中央和地方均信任（2）对中央和地方均不信（3）

3.3 政府信任的提升路径

对中央的信任高于地方(差序政府信任)（4）对地方

政府信任关系的提升路径探析，关键点是政府

的信任高于中央(反差序政府信任)。

[21]

学术界认为

执政，落脚点是公民参与，重点是公共服务，难点

政府信任有两个路径来源，一个是理性选择路径，

是长效机制的完善。

一个是社会文化路径，前者是以民众对政府绩效评

（1）从政府执政角度看

价高低作为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评判依据，后者认

张成福教授依据上述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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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认为应该从公共价值、治理结构、政府行

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述。但对于政府信任存在的

为以及政府透明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政府绩效、信

共识是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信任需要

任重塑几个方面进行政府信任关系的提升。郭少华

政府作为主导力量来持续、长效地稳定并逐步加强

则完全从构建政府信任机制的观点入手，认为通过

与公民的良好信任关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

建构信息公开透明机制、建立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持续增强政府信任作为一项强而有力的策略发挥社

完善基层政府信任监督、培育公民现代公共精神、

区治理、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的有效价值。
4.1 深入基层，塑造公民自主意识

营造基层信任文化等方面是实现政府信任机制长效
[26]

于文轩通过对政府透明度与政治

政府信任中存在差序政府信任，大部分的差序

信任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得出二者存在正相关关

体现在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信

系，政府的能力、政府清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任度，如此，极易造成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

的态度和诚意都是影响政府信任提升的关键内容。

执政为民的过程中由于公民的信任度低造成的参与

毛寿龙教授以政府“放管服”改革及其秩序的角度

力度低和配合度低的情况比比皆是。随着网络技术

来探讨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对其治理的影响，从而实

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在不断

现公民对政府治理的自愿参与的过程，包含从权力

提高，获取信息的途径逐渐丰富，新时代下，培育

治理到权利治理，从强制性、等级性、条块分割、

和塑造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这不仅符合

心理失衡的治理转向自愿的、平等的、整体的、网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内容阐述，也有利于

格状、心理协调的治理的转变。而这恰恰是提升政

我国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另外，基层的稳定与发展

府信任的重点内容。

对整个现代化的建设影响重大，关键部分在一定条

化的重要举措。

（2）从公民参与角度看

件下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深入基层，了解民众的

作为政府信任关系中的另一个主体——公民，

真实需求，做好地方和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从而有

其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公

序有效率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步伐。

民参与的程度高低是对政府信任高低的一个直接反

4.2 拓展渠道，实现长效机制

映。李路路、钟智锋认为“较为一致的政治价值观，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高度的政府信任，青年一代对能人政治或强力权威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认同，会为整个社会克服障碍和阻力、顺利通过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了健全为人民

[27]

。边晓惠指出，“我国推

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以及健全提高党的执政

动政府信任研究应当强化政府信任概念的共识性理

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如何通过制度来实现政府治

解与把握，注重从政府与公民双方主体的互动本质，

理的长效性，进而构建和完善政府信任的长效机制

从多元面向和不同范畴增进对政府信任的解释，推

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笔者认为拓宽政府与民

转型关键期提供支持”

[28]

。王莹认为

众的互动渠道是最简单直接的有效方法，现如今依

通过公民参与制度化的建设必然会推动公民对政府

附于互联网而产生的各种新媒介的传播种类可谓是

信任的程度，同时，他还指出政治文化素质的落后

纷繁杂多，例如微博问政等，但线下面对面的互动

和公民参与的不完善都间接地影响了政府信任度的

是主要方式，在此情景下，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与公

提升。

民的沟通渠道拓宽的研究是对未来政府信任提升路

动政府信任的规范化、科学化研究”

4 未来展望

径的一项重要内容。
4.3 构建评价体系，形成模型框架研究

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因着社会转型而产生的
信任危机越来越凸显，同时西方学术界对于信任研

依据前文所述，我国学者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更

究的风靡，使得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信任问题。在

多是理论层面的概念、成因、影响因素、路径等分

有关信任理论研究当中，学术界并未形成针对信任

析，意识形态层面产生的价值选择和行为选择。也

的统一的定义，学者们通常把信任作为一个一般性

有部分学者机遇实际案例的定量分析得出政府信任

的概念而不去做专门的解释。也有一些学者会对信

与某一项或者几项的影响因素成相关关系，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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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际操作而构建出的政府信任如何评价则鲜有

径[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 年版，p17.

人研究，尤其是当下我国政府信任问题越来越具体

[15] 论语，颜渊第十二

化，更多呈现在公共治理层面现实问题，而运用评

[16] 论语，子张第十九

价标准而形成模型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因此，对于
政府信任关系在政府具体执政过程中的评价与反馈

[17] 老子，六十三章

的研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18] 谢治菊.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J].行
政论坛，2015（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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