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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性行动：
邻避事件中社交媒体
动员的策略与结构
李佩菊
渊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袁江苏 常州 213001冤
摘 要院邻避事件作为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行动袁其酝酿尧动员和发展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袁
而社交媒体渊Social Media)在为民众提供话语表达空间的同时袁也对邻避事件的发生尧传播和演变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遥 以 G 市核循环事件为例袁 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袁 邻避事件一般遵循着连结性行动渊con鄄
nective action冤的逻辑袁即个人化的表达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为组织动员的两个核心要素院在动员过程中袁
基于共同诉求的个人化表达通过构建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话语策略体现出来袁而以微博尧微信为代表
的社交媒体成为促成相对统一的连结性行动的重要组织与动员力量袁新媒体平台成为连结性行动的线上
弱连结组织袁以上体现出邻避事件中社交媒体动员的策略与结构遥 通过对 G 市核循环事件的以参与度为
指标的动员效果的测量袁从行动的规模尧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二次参与度这三个指标来看袁显示出灵活
多元的个人化表达并没有损害组织性风险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作用袁这为规避邻避事件提供了
借鉴和参考遥
关键词院邻避事件曰连结性行动曰社交媒体曰动员策略曰动员结构
中图分类号院C 91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8冤04-0140-07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公共设施

暴力冲突尧集体上访尧交通阻塞等群体行为袁是影

的兴建袁 环境群体性事件也以高达 29%的增速倍

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遥 近年来的邻避事件如多

年袁欧海尔(O窑Hare)提出野邻避冶(Not in My Backyard袁

核循环事件等袁均引起广泛关注袁社会影响巨大遥

受关注 袁尤其是其中的邻避事件更为凸显遥 1977

起反垃圾焚烧厂事件尧系列 PX 项目事件以及 G 市

译为不要在我家后院袁缩略语为 NIMBY)概念 袁之

邻避事件本身作为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

[1]

[2]

后这个概念被学术界广泛使用遥 邻避设施是指一

织的行动袁其酝酿尧动员和发展与信息传播密切相

种运行效益为多数市民所共享袁 但负面效应由周

关袁而包括微信尧微博尧QQ尧论坛等在内的社交媒体

边居民来承担的设施袁如垃圾焚烧厂尧化工厂尧殡

渊Social Media)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袁爆发出惊人的

葬设施等遥 由邻避设施的选址尧兴建以及运营所造

能量袁为民众提供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的同时袁也

成的民众抗拒心态与反对行动称为邻避冲突或邻

为邻避事件的发生尧 传播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

避运动袁 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即邻避型群体性

动作用遥 G 市核循环事件在近两年的邻避事件中袁

事件袁简称邻避事件遥 该类事件通常表现为一系列

规模和影响力最大袁鉴于此袁本文试图以该事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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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案例袁 探析并总结邻避事件中社交媒体动员

渊一冤情感认同

的策略与结构遥

我国政治传播学者于建嵘在总结社会群体性

一尧个人化行动框架下的动员策略
组织化社会到个人化社会的转变导致了更为

事件的目的尧特征和行动指向的过程中提出野社会
泄愤冶和野悲情抗争冶这两个概念袁揭示出愤怒与悲情
在社会动员中起到的情感认同的作用[3]遥 词频分析
结果显示袁G 市核循环事件动员过程中表示情感

灵活的野弱连接冶型人际网络的形成袁这种变化在

态度的高频词语以呈现负面情绪为主袁而这些负

社交媒体上以个人化表达 渊personalized communi-

面情绪表达出典型的愤怒尧悲情尧怀疑等情感袁其

包容性渊inclusiveness冤且意涵丰富的大规模个人化

号转发量较大的微博文本中院

cation冤为特征遥 与传统组织化社会不同的是袁具有

中尤以愤怒为最渊详见表 1冤遥 如在 2016 年 8 月 6

表达袁并不需要形态明确尧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或

野抗议开始了袁G 市啊 G 市袁现在来的领

组织认同遥 在邻避事件的动员过程中袁这样的个人

导是要把 G 市变成什么样钥 创卫钥 建立核废

化表达往往采取建构认同的方式作为动员策略遥

料处理站浴 人家不要的袁你为了 GDP 的全收

微博为网民的个人化表达提供了便捷有效的

着袁以前 G 市天是蓝的袁水是清的袁山是绿的袁

技术手段和传播平台袁主要通过建构情感认同尧身

现在噎噎雾霾一年比一年严重浴 发展 ** 地

份认同等话语策略袁在传播讯息尧讨论协商等过程

区袁抛弃我们得了袁核废料处理钥 等有钱了袁

中逐渐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最终的集体行

訛
就搬家吧遥 冶譹

动遥 网民通过对文字尧图片尧视频的发布尧转发尧评
表 1 微博词频分析之情感态度

论和点赞等行为来传播讯息尧表达情感袁网民间情

情感态度

绪的相互感染形成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袁 是连
接网民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纽带遥
借助新浪数据分析工具要要
要微指数袁 笔者将

高频词语

信息倾向

词频

01.不

负面渊愤怒冤

178523

02.希望

正面

04.怒

负面渊愤怒冤

06.救救

负面渊悲情冤

08.担心

负面渊怀疑冤

筛选和清理袁共获得 129376 条相关微博遥 利用词

10.喜欢

正面

析遥

12.可惜

负面渊悲情冤

14.不满

负面渊愤怒冤

搜索范围锁定在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遥
分别以野G 市冶尧野核废料冶为关键词袁并借助南京大

学计算传播实验室的全样本新浪微博数据袁 笔者
利用 Python尧Anaconda 编程软件袁以野G 市冶尧野核冶
为关键词袁抓取了 2016 年 8 月的所有微博袁经过
频分析软件袁 笔者对 129376 条微博进行词频分

03.支持
05.美丽

正面

正面

07.受伤

负面渊悲情冤

09.惧

负面渊悲情冤

11.无知

负面渊愤怒冤

13.可怜

负面渊悲情冤

12640
9596
4810
4585
3359
934
831
762
722
689
656
461
395

资料来源院 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实验室的全样本新浪
微博数据遥

邻避事件本身就是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互相
交织的过程袁群体非理性冲动表现得非常突出袁使
事态发展瞬息万变甚至极速恶化袁 破坏社会秩序
图 1 微博词频分析分布图
资料来源院 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实验室的全样本新浪
微博数据遥

的稳定遥 在本次事件中袁微博成为传播大量与事件
相关信息和情绪的平台袁虚假信息尧人身攻击等使
人们迷失在一片寻找野真相冶的热情中遥 一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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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博词频分析之身份认同

者利用公众普遍具有的野同情弱者冶尧支持野正义冶

身份认同

的心理袁通过设问尧反问尧强调尧对比尧反讽等修辞
渲染抗议情绪并反复转帖遥 情绪化的煽动性言论

地方共同体
高频
词语

信息
倾向

1.G 市

散的过程中引起更大范围和更为强烈的极端愤怒
情绪遥

国家公民
词频

高频
词语

信息
倾向

地域
连接

270199

1.我们

2.S 省

地域
连接

24775

3.法国

地域
隔离

4.G 城

地域
连接

和不稳定袁 但极端情绪的出现总会伴有相对理性

5.地方

地域
连接

的批评和质疑之声袁 这表明正面情绪仍是社会主

6.家乡

地域
连接

7.Z 省

地域
连接

8.日本

地域
隔离

9.周边

地域
连接

10.身边

在网上迅速扩散袁由点到面尧由小到大袁激发其他
网民的情感共鸣和从众转发袁 在进一步互动与扩

虽然邻避事件中的群体情感表现出负面能量

流遥 负面情感可被看作是基层群众对政府管理体
制更加完善尧维护切身利益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
愿望和呼声遥 如普通用户野@ 叶旭就是个宝宝冶就
对部分流传在社交网络的视频和图文的真实性提
出了自己的质疑之声院野朋友圈刷爆了各种小视频
图片钥 求真实 #G 市核处理问题 # @G 市新闻 @ 央
视新闻 G 市冶渊2016 年 8 月 6 号发布的新浪微博

帖冤曰野黄 V@ 隐藏 de 天使冶 也分析了 G 市建核废
料厂的合理性院野在 G 市建厂袁 主要是考虑到海运
核废料的方便性袁 毕竟中国几家核电站都在海边

建厂的袁走海运不用交通管制袁也更容易控制运输
途中的不可预测的突发危机事件遥 但是浴浴浴 处理不

环保主义者
词频

高频
词语

信息
倾向

词频

身份
连接

52828

1.核废
料

负向

141076

2.政府

身份
隔离

51741

2.核电

负向

31752

11313

3.人民

身份
连接

36751

3.安全

正向

14255

10371

4.市民

身份
连接

18474

4.发展

正向

13534

8847

5.国家

身份
隔离

14455

5.建设

正向

13482

8378

6.市长

身份
隔离

8284

6.生活

正向

11692

负向

9731

7355

7.法国
人

身份
隔离

2024

4379

8.警方

身份
隔离

1397

7.地震
渊带冤

负向

9196

4344

9.子孙
后代

正向

4074

地域
连接

4268

10.生命

正向

4003

11.全球

地域
连接

3546

11.化工

负向

3362

12.D 省

地域
连接

3202

地域
隔离

2918

14.附近

地域
连接

2683

15.居民

地域
连接

2625

13.发达
国家

8援污染

资料来源院 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实验室的全样本新浪
微博数据遥

好核废料有泄露的风险和难以控制的核辐射遥 曾
经在核电干过的路过而已遥 //@ 徐州同城会: @G

首先袁 身份认同以建构地方共同体为主要方

市同城会冶渊2016 年 8 月 6 号发布的新浪微博帖冤

式袁这也体现出了邻避事件的地域性特征遥 结合表

合理性的分析尧 政府如何改进应对措施的论述以

的微博文本中院

诸如此类针对网络言论真实性的质疑尧 选址 G 市

2 和具体的文本袁 如 2016 年 8 月 6 日转发量较大

及对核知识的科普等的话语表达袁 都在一定程度

野#G 市核废料抗议 # 坚决抵制在 G 市建

上缓解和疏导了公众情绪袁 也避免了网络舆论走

核废料处理厂袁希望作为 G 市人的你站出来袁

向群体极化遥

更希望 G 市周边的人们也站出来袁 因为这不
仅仅只是 G 市人民的事遥 G 市是一个没有地

渊二冤身份认同

震袁没有雪灾袁没有洪涝袁没有干旱袁没有龙卷

对 129376 条相关新浪微博进行词频分析的

风的好地方遥 我爱 G 市袁 抵制是好样的 [拳

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院地方共同体尧国家公

本条微博通过对野G 市人冶身份尧野G 市周边冶尧

结果显示袁在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社交网络建构的
訛
民以及环保主义者譺
渊详见表 2冤遥

头]遥 冶
野好地方冶等地域的强调袁构建认同感遥

其次袁国家公民中的野我们冶通过指向明确的

利益诉求得到了阐明并被赋予了意义袁 且明显地
体现出了身份连接的特质遥 环保主义者中以野核废
料冶尧野核电冶等负面倾向的信息为主袁但其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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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野安全冶尧野发展冶等正面内容遥
邻避事件中对于身份认同的强调袁 是和它自
身的特质有关的袁 因为邻避事件的参与者和别的

窑143窑

高袁成为 G 市核循环事件重要的动员平台遥 它的内

嵌机制如微博话题功能渊符号 #冤尧超链接尧符号 @
等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手段袁 超越了微博平台上已

事件不同袁 他们并不按照他们在阶级或民族群体

经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袁 将四面八方的信息流量

中的共同社会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 遥

引向野G 市反核废料冶的话题遥

一性并存的特征袁即话语的中心很多袁但在某一范

符号 # 主要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院其一袁为不同

[4]

在此次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 微博话题功能即

社交媒体中个人化的表达表现出多中心和统

围内保持统一性袁 这种统一性通过身份认同的动

支流的议题提供了一个通往相同方向渊主流冤的巨

员策略体现出来遥 而个人化表达框架的传播又借

大流量通道曰其二袁使流通中信息的较小支流寻找

助于开放的传播技术渊technological openness冤被分

到并通向特定的议题和组织曰其三袁使不同议题间

享开来遥

想法尧行动和交流的互动成为可能 [7] 渊P71-72冤遥 在

129376 条相关新浪微博中袁 标识出的话题有院野#G

二尧以新媒体为弱连接
组织的动员结构

市核废料 #尧#G 市身边事 #尧# 核废料 #尧#G 市核废
料抗议 #尧# 中法核循环项目 #尧#G 市核 #尧# 微博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 不同形态的媒介在整个

事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遥 有学者将环境传播议

辟谣 #噎噎冶遥 在微博 140 字零碎杂乱的个人化表

达中袁 符号 # 通过抓取和标示事件关键词把微博
内容分类和引流袁 以使表述相同议题的微博内容

题事件中的 野三元主体冶 分为 野职业新闻传播主

能够汇聚在一起袁 起到一种线上的弱连接组织作

体冶尧野脱媒传播主体冶尧野在线个体传播主体冶 袁在

用遥

此次事件中袁 前两者主要起了提供相关事实的作

另一个内嵌机制即超链接遥 超链接在本质上

用袁而以微信尧微博等在内的野在线个体传播主体冶

属于一个网页的一部分袁 它是一种允许用户同其

不仅仅起到了传播观点的作用袁 还在号召和动员

他网页或站点之间进行连接的元素遥 它可以把微

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遥 孙祎妮将新媒体视作场

博用户指向超出文本本身的材料袁如另一个网页尧

域袁 并在此脉络之下体察微观层面的社会运动动

一张图片尧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尧一份文件甚至是一

员结构袁即组织形态及人际网络袁并将组织形态分

个应用程序遥 这样的内嵌机制能够通过数字化或

为两类 渊P6冤渊见图 2冤遥

者非数字化的方式允许微博网站与其他公共的或

[5]

[6]

者个人的网站相关联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许多超链接
可以关联至新闻网站尧活跃的组织尧个人或者社区
的博客袁或者其他能够交换资源的对象遥 如此次 G
市核循环事件中的微博院

a.#** 核循环项目 # 我发起了一个投票
揖 你 支 持 在 G 市 建 造 ** 核 循 环 项 目 吗 钥 铱
渊2016 年 8 月 7 号冤
b.揖G 市政府院野核循环项目已在 ** 新区
图 2 新媒体场域下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图

开工冶严重不符事实铱一段野** 合作核循环项
目已在 ** 新区开工冶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大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 各种技术手段和使用模

量传播袁经核实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遥 该

式逐渐发展成为组织性机制袁 传播过程本身就成

项目为 ** 新区固危废处理处置中心袁 由 **

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袁 新媒体平台即连结性

建设有限公司承建袁与野** 合作核循环项目冶

行动的组织遥 其中袁微博由于其公开度尧透明度最

无任何联系遥 渊2016 年 8 月 10 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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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 a 中袁超链接指向一个投票网址袁微博

台成为激活潜在人际网络的主要通道袁一方面袁微

b 中超链接指向官方网站袁超链接便是通过关联和

信群往往由熟悉的人共同组成袁 具有一定的信任

融合各种资源的方式袁 起到一种线上的弱连接组

基础袁群成员以超链接尧@ 等形式发布事件的相关

织作用遥

资讯袁并在群内形成讨论袁群成员在动员过程中不

第三种内嵌机制即符号 @遥 @ 是微博里常见

断壮大曰另一方面袁在微信朋友圈的分享尧点赞尧评

符号袁它用来呼叫某个用户以引起关注袁这一功能

论行为袁 成为微信平台中更大范围内建构认同的

加强了微博发布的针对性遥 @ 在微博里主要实现

一种方式袁使得动员效果不断放大遥

的信息并能够回复袁以实现一对一的沟通曰其二袁

连接组织袁承担了传统的组织的功能袁这类行动网

通过野@ 昵称冶这个字眼袁可以直接点击到被 @ 对

络没有野中心冶袁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来野领导冶袁而

环事件中袁用户多以 @ 较有影响力的单位尧组织尧

也即在个人化表达和传播分享的过程中袁 各种技

以下两个功能院其一袁提示被 @ 的对象看到所发布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 社交媒体作为线上的弱

象的微博主页袁以连接起更多的节点遥 在 G 市核循

是以技术为最重要的中介手段来实现自我组织 [8]袁

媒体或者大 V 来扩大声音袁引起更多的关注遥 如此

术手段和使用模式发展成为组织性机制袁 并成为

次 G 市核循环事件中的微博院

c.#G 市核废料 # 我们不在乎这个项目

能拉动多少 GDP浴 也不在乎这个核废料处理
场能带动多少就业浴 也不在乎西方各国把核
废料运来袁能增加港口多少吞吐量浴 我们要安
宁的家园袁健康的身体遥 你们有 99%的安全保
障袁但是我们根本承受不起那 1%的意外遥 坚

将线上空间及线下的延伸活动连结起来的一种高
度灵活的传播系统遥

三尧动员效果的测量要要
要
以参与度为指标
迥异于传统集体性行动渊collective action冤袁具

决反对建核废料处理场 @ 头条新闻 @ 凤凰

有高度灵活性的连结性行动在最终形成统一性行

卫视 @ 央视新闻渊2016 年 8 月 6 号冤

动的过程中袁 其大规模的个人化表达是否存在组

d.#G 市核废料 # 核废料是世界难题袁没
有人能保证他的安全稳定性遥 作为一个 G 市
姑娘我强烈抵制核废料处理场落户 G 市遥 我
只希望每次回家袁 家乡都是山清水秀的模样
@J 省环保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渊2016 年 8 月 7 日冤

织性风险渊organizational risks冤钥 兰斯窑班尼特提出
从 参 与 度 渊engagement strength冤尧 网 络 连 结 力

渊network strength冤和议程设置力渊agenda strength冤
这三个层面测量个人化表达与组织性风险之间的
正负关系遥
参与度是此次 G 市核循环事件动员效果最重

班尼特认为这种内嵌机制在 野守门冶渊gatek-

要尧最直接的测量指标遥 班尼特从以下三个层面测

嵌机制的运行袁与邻避议题不相关的野噪音冶被迅

其一袁行动的规模大小渊size冤袁这也是衡量参

eeping冤 渊P66冤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遥通过内

量参与度院

速消解与排除袁配合已经存在的社交网络袁核心信

与度的最直接尧最清晰的指标曰

[7]

息高效流通的同时 袁行动网络逐渐形成 尧扩大并稳
定遥 这些数字化内嵌机制的存在袁就是为何碎片化
的个人化表达最终得以形成一致行动的内在原因遥
动员结构中另一个重要概念即人际网络遥 传
统的社会运动的人际关系多为滚雪球方式下形成
的强关系的人际网络袁 而从新媒体场域获益的社
[6]

会运动袁更倾向于一种弱关系型的人际网络 渊P78冤遥

在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平

其二袁呈现形式的多样性渊diversity冤曰
其三袁野二次参与度冶渊secondary engagement冤遥

野二次参与度冶这一指标关注行动组织能否使公众

参与到超越即刻的行动以外的能力袁 如将来的活

动等遥 这一指标涉及到行动的持续性尧 连贯 性
渊coherence冤和稳定性渊stability冤袁这是对行动效果
的长期测量[7]渊P46-48冤遥

G 市核循环事件中袁 前后发生多次规模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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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行活动袁 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中参与人数达

系属性使得社会运动跨越更大的距离连结社会袁

万人且跨越社会各阶层袁牵涉层面众多遥 游行现场

匿名性使得公民不接触实际组织袁依旧能通过社交

以口号渊野反对核废料袁还我大 G 城冶等冤尧海报等参

媒体维持对运动的参与和支持袁连结性行动的逻辑

等多样化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 渊微信尧微

以 G 市核循环事件为代表的邻避议题中袁基

与形式为主袁野在场冶的参与者以文字尧图片尧视频

直接影响和反应在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上[6]渊P5-6冤遥

博尧论坛等冤即时发布现场的动态袁而野不在场冶的

于共同诉求的个人化表达袁 借助开放性的传播技

民众又在第一时间以转发尧评论等形式与之互动袁

术被分享开来袁 而以微博尧 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

营造出一种全民参与的氛围袁 也即班尼特所说的

体袁 在动员过程中借助构建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

野共同生产袁 共同分享冶遥 在此次 G 市核循环事件

的话语策略袁 成为促成相对统一的连结性行动的

中袁由于项目的暂停和政府的管控尧疏导袁野二次参

重要组织与动员力量袁 新媒体平台成为连结性行

与度冶这一指标表现得并不明显遥

动的线上弱连结组织遥 经过对行动参与度的测量袁

野热点过去大家不讨论了袁但是或许还是

我们得出灵活多元的个人化表达并没有损害组织

会 在这个地 方袁 核废 料处理 肯定是要 靠 海

性风险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作用遥 对历史

噎噎城市也就那么几个袁 轮着来的话概率还

事件尧环境问题尧核问题的持久关注在很大程度上

是差不 多的袁 因 此以后还 是会面 临这 个 问

决定了野一次参与冶是否可能袁而从效果层面来看袁

题遥 冶渊访谈资料冤

G 市核循环事件促成了当地政府暂停该项目袁行

从行动的规模尧 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二次
参与度这三个指标来看袁 此次 G 市核循环事件的

参与度并没有对组织性形成所谓的风险袁 从一定

动取得初步成果袁 但由于连结性行动缺乏核心组

织成员袁属于松散的连结袁是否有超出即时行动的
其他后续行动袁则有待观察和考证遥
G 市核循环事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在应对公

程度上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遥
网络连结力主要指利用 野共链分析冶渊co-link

共危机事件中存在的问题院事件前期袁政府信息缺

analysis冤 的方式测量不同的抗议组织之间的线上

乏足够的透明度曰后期袁政府网络监管方式不当且

关系遥 此事件受自身规模和性质所限袁没有表现出

应对谣言的能力不足曰在整个过程中袁不擅长运作

不同组织建立的网站上的链接模式遥

社交媒体来完成对舆情的实时监控并及时疏导公

议程设置力是指向抗议活动的目标受众和公

众被积压的情绪袁 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和

众传达清晰具体的议题的能力袁 衡量议程设置力

质疑遥 那么社交媒体环境下袁政府如何应对此类危

的重要指标是主流媒体的报道与传播内容遥 而在

机传播事件呢钥 首先袁在事关此类公众利益的重大

此次事件中袁主流媒体发声较少袁在 G 市当地政府

项目前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袁充分利用社

最终决定暂停该项目之前袁基本没有相关报道袁在

交网络平台完善信息公开和必要的环境知识科

此之后袁主流媒体也只是通过援引当地政府的野脱

普曰其次袁在舆情发生时袁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公

媒主体冶渊如官网及政府微博冤的形式发布消息袁没

共危机事件的信息采集和分析袁 及时对公众情绪

有过多的解释也没有评论袁 因而在议程设置力这

进行合理疏导袁防止事件走向群体极化袁避免二次

个指标上袁个人化表达也谈不上损害组织性风险遥

参与的发生 曰 最后 袁 重视网络的线上组织力量 袁 健

效果显示袁 此次事件中的个人化表达并没有对组

必要保障遥

通过这三类指标尤其是参与度测量出的动员

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公共危机时期的信息传播提供

织性形成所谓的风险遥
注院

四尧结 语
新媒体的出现节约了社会运动的成本袁 弱关

淤 本文中所涉及的微博信息全部来自于新浪微博袁由于
可以理解的原因袁这些信息目前已经部分丢失遥

于 表中的野连接冶特指与该事件中参与者身份特征相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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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隔离冶是指与该事件中参与者身份特征相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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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e Actions: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Social Media in NIMBY Movements
LI Pei-j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袁213001)
Abstract: The NIMBY movement is an organized action with a certain scale. Its preparation, mo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part from providing space for people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social media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ccurrenc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IMBY movements. Taking the nuclear cycle of city G as an example,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the NIMBY
movement generally follows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s, namely, the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n
social media become the two core elements for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bilization, the personal
expression based on common appeal is conveyed by the discours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ense of identity, while the social media represented by Weibo and WeChat become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force that promotes relatively united connective actions. The new media platform has become an online weak
link organization for connective actions. The above reflects th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social media mobilization in
NIMBY events.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the mobilization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nuclear cycle event of city G,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the scale of the event, diversity of actions and second-time engagement show that flexible and
diverse personal expressions do not increase organizational risks, but help resolve the crisis to a certain extent. Thu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avoiding the NIMBY events.
Key words: NIMBY movements; connective action; social media;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mobilization stru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