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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新闻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
报道的现场流行病学研究
张顺祥李雪梅
【摘要】

罗念慈梅树江蒋丽娟

目的分析《南方都市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特征，为公共卫生工作者与

媒体沟通提供依据。方法采取传播学案例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参照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由２名专业人员分别搜索和同一性比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刊发的
《南方都市报》，确定和分类所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并建立ＥｐｉＤａｔａ数据库；采用描述流
行病学方法，以篇次数作为分析指标，比较不同年份各类事件的数量变化。各类相关报道的特征
包括报道时间、消息来源、事件发生地点、新闻文体和篇幅、是否配发社论等，运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
分析相关特征。结果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共９９８篇次。其
中以传染病疫情（３５．３％）和食品安全（３４．１％）最多，疫苗或药物安全（８．９％）、环境污染事件（８．ｏ％）
次之，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生化恐怖及其他公众健康事件较少。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报道篇次数较
多，与三聚氰胺污染事件和甲型ＨＩＮｌ流感大流行相关；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各年份报道篇次数相
近。事件发生地除广东省（３４．３％）ｆｉｂ，还包括国内其他地区（５０．９％）和港澳台地区（９．５％），但国外

（５．２％）信息较少。大篇幅报道占１７．６％，配发社论等形式的深度报道占１１．５％；与传染病疫情和食
品安全事件报道多来源于官方发布不同，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药物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的报
道主要来源于记者主动采访，并多见以大篇幅形式报道。近５年来《南方都市报》持续关注的题材
为手足口病、流感、奶粉安全、艾滋病和铅污染。结论《南方都市报》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
道包括了卫生部规定的所有１０大类相关事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应汲取传播学相关理论和方法，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整个过程中均应该主动发布信息，并与大众媒体采取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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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１０余年来，在公共卫生界

统计单位，相同事件当日报道＞２篇次，视为ｌ篇次，
相同事件不同日期报道，作为不同篇次。各类相关

大力主导和积极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应对体

报道的特征包括报道时间、消息来源和事件发生地

系建设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将其作为重点内容进行

点、新闻文体和篇幅及是否配发社论等。

广泛传播，且国内多所大学新闻和传播学界针对如

３．统计学分析：将确定的《南都》刊发突发公共

何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展开了热点研究陋“］，最大
限度满足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需求，实

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建立ＥｐｉＤａｔａ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主要分析指标包括报道

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相比之下，公共卫生学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地点、数量和构成，相关报道

对新闻媒体刊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研究
却较少，这不利于公共卫生工作者与媒体的有效互

的篇幅、分析深度及其来源等，并进行分类分析。

动，也可能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理论的学科

结

果

交叉和扩展。鉴于现场流行病学主要以突发公共卫

１．相关报道概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突发

生事件为研究对象，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是其研

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共９９８篇次（表１），其中以传
染病疫情（３５．３％）和食品安全（３４．１％）类事件所占

究的主要内容之一［８１，因此本文以《南方都市报》
（《南都》）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刊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报道为素材，从现场流行病学角度探讨其特征，

比例最高；疫苗或药物安全（８．９％）、环境污染事件

从而为公共卫生工作者如何与媒体沟通提供依据。

及其他公众健康事件所占比例约为４．０％。２００８年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查阅《南都）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纸质版
或网络版，参照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８．０％）次之；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生物化学和核事故
和２００９年报道数较多，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各年度间报
道次数相近。提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已经
成为《南都》近５年较常见的选题，报道内容涵盖了
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旧１，由２名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

２．相关报道时间分布：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突

人员分别完成资料搜索，确定为突发公共卫生相关

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篇次数按月分布波动较

事件后，再进行同一性比对，最后由另一名专业人员

大（图１）。其中２００８年报道篇次数的高峰出现在

核查确定，收集和摘录所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

９—１０月，与“三聚氰胺事件”连续追踪报道有关；

报道，并进行分类。

２００９年８—９月报道篇次数增多，主要与甲型Ｈ１Ｎ１

２．分析方法：采用传播学的案例分析法和文本

流感大流行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２０１０年３—４月

分析法等定性分析，阐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

报道篇次数高峰，对应的是山西省疫苗安全事件；

道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其特点。采用描述流行病学
等定量分析方法，以篇次数作为量化指标，比较不同

２０１１年报道篇次数高峰在３—４月，与日本核泄漏事

年份各类事件报道篇次的数量变化。篇次数以日为

８—９月，是由“皮革毒胶囊事件”引发。由此可见，

故引发的相关事件有关；２０１２年报道篇次数高峰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２．１｜第３４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２

《南都》虽经常关注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还是

例为２８．２％。不同类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

聚焦重大事件。

的篇幅不同（）Ｃ２＝３４．０４３，Ｐ－－－－Ｏ．００３），食品安全、职业

３．相关事件发生地点：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报
道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生在国内合计占
９４．８％，其中深圳市和广东省其他地区分别占１５．２％

病和职业中毒、传染病疫情类事件均以多版面形式
报道（表３）。
５．相关报道深度：本文将配发社论、个论或公论

和１９．１％，其他地区占５０．９％，港澳台地区占９．５％，

或采用特刊，定义为深度报道。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

而报道国际相关事件较少（５．２％）（表２），但对港澳

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中深度报道占总篇

台地区传染病疫情和食品安全报道较多（分别为

数的１１．５％，以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药物安
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的报道多见，而传染病

１７．９％和７．１％）。

４．相关报道篇幅：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以大幅（版面１／４～１／２）为主

疫情的报道所占比例（４．１％）最低（？Ｃ２＝５１．９８９，Ｐ＜

（３５．５％），整版（版面１／２一１）和多版（版面≥１）所占

６．相关报道信息来源：来自各级行政部门和疾

比例分别为１８．７％和１７．６％，而版面≤１／４报道的比

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官方发布与记者主动采访各占
４４．０％（表５）；其中重大传染病疫情

表１

Ｏ．００１）。见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篇数和构成比

以官方发布为主（５３．７％），食品安

全由官方发布次数与记者采访相
近，丽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
药物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等以记者
主动采访为主（）［２＝４５．１８，Ｐ＜
０．００１）。

７．相关事件的持续报道：流感
类（包括流感、禽流感和甲型Ｈ１Ｎ１
合计

２７１（１００．ｏ）２３１（１００．ｏ）ｔ７３（１００，ｏ）１６３（１００．ｏ）１６０（１００，０）９９８（１００．ｏ）

注：括号外数据为篇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传染病疫情包括传染病、群体不明
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其他公众健康事件包括医院感染、黄金大米试验、集体心因性反
应等

流感大流行）、“三聚氰胺事件”、手
足口病、艾滋病和铅污染是《南都》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持续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但手足口病、流感类

８０
７０

和“三聚氰胺事件”近３年报道篇次

６０
５０

数逐年下降，而铅污染呈持续关

《４０

注，艾滋病每年报道篇次数较为稳

罐３０

缠 ＿厂 Ｔ Ｕ

２０
１０
０

ＨＨ

ｏ

，ｎｎＲ‘Ｅ

图ｌ

Ｍ ｉ帆舯嗍ｍ腑
Ｉ

目 Ｊ １ Ｈ｝ ４肖 ｌ Ｈ Ｈ Ｈ Ｈ出Ｈ Ｈ Ｈ Ｈ Ｈ目Ｈ Ｈ Ｈ Ｈ Ｈ目
２ｔｉｆｆ啦 －２

２ｎｌｎ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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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篇次数按月分布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发生地点的
篇次数和构成比（％）

定（图２）。另外分析发现，《南都》
对上述事件的发生、转归和处理还

注重深度挖掘事件发生的原因，直
至报道其责任追究。
讨

论

《南都》具有规模化的组织网
络和采编团队，是最贴近公众的媒
体之一，在２０１２年全国报纸、杂志、
电视和电台媒体微博综合影响力
调查中排名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我国社会之声，其重大报道也
曾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上述特
征，满足了现场流行病学对媒体研

注：其他事件包括生物化学和核事故、自然灾害及其他公众健康事件

究的基本要求。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第３４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表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以不同篇幅报道各突发

连续跟踪重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对流感、“三

公共卫生事件的篇次数和构成比（％）

聚氰胺事件”、手足口病、艾滋病和铅污染等突发公

事件＜。１／４版面ｌ／４一ｌ／２版面１／２—１版面／＞１版面

共卫生事件进行５年的报道，形成持久关注的焦
点。分析中还发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
不仅关注广东地区，且报道国内其他地区相关事件
也占较大比例，呈现出大篇幅和多版面报道为主，
对相当数量的事件（１１５篇次，占所有事件的
１１．５％）采取邀请各领域知名专家，并以社论、个论、
公论和特刊等形式，纵向厚度、横向广度的剖析，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表４

深度报道的篇次数

公众全面展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结局和影响
的全过程。
国外学者就呼吁公共卫生工作者注意突发事
件与社会媒体系统的整合，利用媒体传播信息，并
且双向性收集公众信息，激励公众采取公共卫生
行动ｎ０。，致力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中公
共卫生部门与医疗机构密切交流ｎ“，以及与社会
公众适时互动¨２｜。笔者曾尝试将传播学理论应用
于ＳＡＲＳ疫情防制中的公众互动和现场流行病学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表５

相关报道的信息来源

的问题¨３｜。本文进一步提示，即现场流行病学应
该汲取传播学的健康传播理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新闻价值性理论、政府卫生部门和媒体的博弈
性理论等瞳剖，充分认识媒体为什么关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问题；还应汲取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
论、二级传播理论等印·１４１，更好地理解媒体如何关
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本文分析还发现，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突发

注：其他来源指投诉举报及读者投稿等

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报道中，以食品安全和传染病
疫情最为常见；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药物安

１２０

全事件也多受关注，并以大篇幅报道和附加社论等
１００

形式作深度剖析，而该报道的信息来源多以记者主

８０

动采访为主。提示公共卫生专业工作者应注重主

薹６０

动的媒体信息发布。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注重突发

４０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以及危机发生后

２０

的有效传播不仅有很强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
实践指导意义Ｈ］。因此，国内近几年兴起的突发公

０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对主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报道篇次数的变化趋势

共卫生事件媒体报道热潮，不仅顺应了公众对该类
事件高度关注的实际需求，也与传播学工作者的兴
趣有关陋娟１。这一点值得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思考，

本文分析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都》突发公共

如果能够从自身专业角度，汲取传播学相关理论和

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不仅数量较多，且包括我国卫生

方法，不仅可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应对水

部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有１０大类相关事件，

平，也能促进现场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

并每月均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报道，表现为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长期关注，且对重大事件，如“三聚氰胺
事件”和甲型Ｈ１ＮＩ流感大流行等给予密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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