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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健康传播中的互动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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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网络健康传播中袁由于健康信息以网络媒介为载体袁和传统媒介的健康传播相比袁网络

健康传播表现出了多元互动性尧渠道容量丰富性尧实时性尧隐匿性等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遥
其中互动性成为新一代网络健康传播的主要特点遥 但是由于我国网络健康传播的起步较晚袁其中
的互动性也存在诸多的问题遥 文章归纳了网络健康传播互动性的主要问题袁并提出了相应对策袁以
期建立更加完善的网络健康互动传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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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袁全球信息高速公路

台遥 同时互动性本身拥有人际传播一对一交流的优

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网络的应用被推广到社会的

点袁这不仅能让网络传播表现出传播的亲和力袁而且

各个领域袁健康传播自然位列其中遥 互联网由于其

有利于健康传播者对目标受众进行定位袁 从而可以

信息量大尧及时性尧匿名性尧互动性等特点袁为网络健

提供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传播服务遥

康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遥 在网络健康传播中袁互动

渊二冤渠道容量丰富性

性成为其主要的特点袁互动性也成为提高网络健康

互联网信息的发布不再局限于媒体袁 人人都有

传播效果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遥

一尧网络健康传播的特征

发布信息的权力袁所以相比传统媒体来说袁其信息的
丰富性是不可比拟的遥对于一个健康主题袁互联网可
以提供各种类型和各种水平的相关信息袁 它可以自

在网络健康传播中袁由于健康信息以网络媒介

由地发布健康主题的动态新闻尧 研究成果尧 信息图

为载体袁和传统媒介的健康传播相比袁网络健康传播

解尧特征的解释袁甚至是专业的期刊文章遥在论坛里袁

具有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袁主要表现在以下

我们可以快速地进入自己所指定的版块袁 了解健康

几个方面遥

主题的精华贴子袁 了解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患者的自

渊一冤多元互动性

救方法袁以及版主医生的建议遥 在博客圈中袁你还能

网络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袁集文字尧图

掌握某种疾病的最新医疗研究成果袁 各种药物的研

像尧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形式为一体遥 整合了报纸尧广

发尧价格尧治疗结果等信息遥网络健康传播时代袁患者

播尧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特点进行立体传播遥 其呈现

考虑的不是野怎样得到健康信息冶的问题袁而是野我要

方式的多元化和非线性的点击方式袁使受众在搜索

得到什么健康信息冶的问题了遥

健康信息的同时被所需要信息的丰富表达方式所吸

渊三冤实时性

引遥 网络时代的受众将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收健康

随着治疗理念和医疗技术的变化袁 健康信息也

信息袁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袁需要与健康

在不断地发布尧不断地刷新遥网络媒体由于传播速度

传播者进行沟通交流袁而互联网所提供的论坛尧健康

快尧信息发布的门槛低袁健康信息可以及时尧大量尧灵

信息搜索查询尧疾病网上自测尧在线咨询尧远程医疗

活地在互联网上传播遥 比如 圆园员员 年蜱虫的卷土而

等功能袁为健康传播中的这种需求提供了有力的平

来袁新浪健康频道对应当前的健康事件袁在其首页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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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位置的滚动图片中专门开辟关于蜱虫的健康知

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袁 其角色可以互换袁 互为传播主

识袁 以图解的方式让网站浏览者瞬间了解到关于蜱

体袁共同享有发布信息尧意见和观点的权利咱源暂遥

虫的特点尧危害尧分布袁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袁中国卫生

利用网络进行健康信息的传播已经成为健康传

部关于蜱虫的处理建议等遥 猿怨 健康网则在夏至当天

播中的热点研究方向之一袁 之所以选择网络作为健

以野夏至养生牢记三字经院养阳气调情致补水分冶尧

康传播的新媒介是因为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网络媒

野夏至养生营养摄入要均衡多进食碱性食物冶尧野夏至

介具备了 野多元互动性冶尧野渠道容量丰富性冶尧野实时

的头条位置遥 新闻的价值在于其实时性袁同样袁健康

理的角度来考虑袁 网络媒体所设置的互动性其实是

新闻的价值也在于其实时性袁报纸可以更新至前一

迎合了受众的两种心理遥一是参与心理袁比如当受众

天的健康信息袁而网络可以更新至前一秒的健康信

自己所参与的野信息关注冶可以决定一个信息排行袁

息袁在实时性上袁网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遥

或者自己所发的健康贴被设置为精华袁 这赋予受众

前后身边需常备防暑药冶等当前热门专题置于网站

性冶尧野隐匿性冶等传统媒介所没有的特性遥 从受众心

渊四冤隐匿性

诸多的成就感袁 从而能够提高受众接受健康信息的

疾病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偏离正常行为模式或社

积极性曰二是野被尊重冶的心理袁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

会标准的行为袁或是某种身体功能的丧失袁因此被认

斯洛所提出的野需要层次理论冶袁野尊重的需要冶是人

为是不符合社会对个人的期望袁是个人完成社会任

类基本需要中比较高级的一种 咱缘暂袁当网络媒体将受

务和角色能力的阻碍 咱员暂遥 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种野不

众的意见和行为纳入到自己信息的决定系统中袁很

体面身份冶袁令人感到尴尬而羞耻遥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容易让受众感觉到被尊重袁从而增加其认可度遥此外

人们是不愿意被公开病情的袁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病

网络互动还带来多种心理效用袁 如内在化尧野爽体验

情袁如性病尧精神病尧乙肝尧艾滋病等袁对于患者来讲

渊枣造燥憎冤冶尧审美尧娱乐尧归属感尧逃避等遥 爽体验表示一

他们更可能压抑这些症状来避免寻求专业医生或被

个人完全沉浸于某项活动袁 而忽视周边其他事物的

公开而带来的耻辱感 遥 在现实中缺乏尊重隐私的

一种心理状态袁心无旁骛袁愉悦享受咱远暂遥 杂皂蚤贼澡 等 咱苑暂认

对涉及到敏感疾病的健康信息的需求提供了很好的

动行为遥 月葬早燥扎扎蚤 和 阅澡燥造葬噪蚤葬

咱圆暂

情况下袁互联网健康传播环境的隐匿性为满足人们
场所遥 在网络中袁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要不要公开
自己的信息袁可以使用虚拟身份和医生交流袁也可以
以昵称的方式救助于全球网民遥 在这点上袁互联网
极大地保护了患者的隐私权遥

二尧互动性要要
要网络健康传播成功的关键

为袁 爽体验理论框架很适合解释人类与互联网的互
咱愿暂

的研究表明袁在网络

互动中袁人的认同感的认知尧情感和评价这三个维度
都极大影响欲望和共同意向的产生遥
所以网络健康传播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网络媒体对其与受众互动性的良好设置遥 网络互
动健康传播将借助网络工具袁 建立传播信息与网络
用户的接触点袁 使受众在网络参与和体验中形成心

传统媒体中的健康传播袁传者和受者分别处于

理认知袁 进而通过网络工具来扩散实现互动性体验

传播的两端遥 新的网络媒体使健康传播两端的传者

的分享交流遥 当前主要的网络健康传播的互动工具

和受者有了相交融的可能性袁两者的界限不再那么

主要有微博尧博客尧杂晕杂渊社会网络服务冤尧砸杂杂 渊聚合

泾渭分明了遥 在 宰藻遭圆援园 时代袁博客尧微博尧虚拟社区
等元素使网络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表达袁这
就为健康信息的传播主体与网络用户提供了沟通的
渠道遥 比如微博网络互动行为袁微博用户一方面通

内 容 冤尧网 摘 渊网 页 书 签 冤尧宰蚤噪蚤渊 维 基 冤尧陨酝渊 即 时 通
讯冤等遥

三尧网络健康传播中互动性的问题与对策

过不断地发布简短日志尧岳 其他用户尧图片尧流媒体

目前很多大众保健网站也都在有意识地与受众

链接等方式为其他微博用户提供信息曰另一方面微

互动袁增设各种互动形式遥但是由于我国网络健康传

博用户们又不断从网络获取信息来整合自己的微博

播的起步较晚袁其中的互动性也存在诸多的问题遥

内容遥 在这里微博网络用户同时具有野传者冶和野受
者冶的双重身份袁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信息采集和编辑
的野把关冶作用已经大大降低 遥 网络传播由于具有
咱猿暂

渊一冤健康话语权下放袁但健康话语的命运仍在
网络健康媒体的掌控之中
我国网民规模现已达到 源援缘苑 亿袁理论上这 源援缘苑

双向尧互动的特点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者与受传者

亿网民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信息袁在网络世界里袁

之间的关系袁形成了对以往野以传播者为中心冶的传

他们都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话语权袁 或多或少都扮演

播模式的解构遥 在网络信息平台上袁传播者和受传

了野把关人冶这一角色遥下放健康信息的话语权袁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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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网络健康媒体相比报纸尧杂志尧电视等传统健康传
播媒体的优越之处遥 许多健康网站开始胸襟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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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咱怨暂遥 这一现象严重制约了健康网站的发展遥 其根
本原因在于网络资讯的可信度偏低遥

允许受众参与健康话题的设置袁目前其采取的最常

这一问题的解决袁关键在于整顿资讯的来源袁提

见的方式有野网友关注内容排行榜冶遥 如新浪健康频

高资讯的真实性袁 要求各网站提供判断健康资讯真

道的野健康热榜冶尧 搜狐健康频道的野健康 栽燥责冶尧猿怨

实性的有效依据遥对于专业健康网站来说袁其编辑人

健康网站的野一周排行榜冶等就是下放话语权的典型

员在拥有网络编辑资格证的同时袁其医学尧心理学等

例子遥 但是健康话语权下放的同时袁我们也发现其

专业野门槛冶应该更高袁这些网络健康传播的野把关

中的不足之处院这些由网友决定的野排行榜冶往往设

人冶还需体现出医学尧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背景袁或取

置于网站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袁而版面的黄金位置袁如

得相应的执业医药师尧心理咨询师等资格认证遥并且

野今日头条冶袁野图片解说冶等内容完全还是由健康网

在发布健康资讯时应当实行实名制袁 提供资讯的身

络媒体自行设定遥 又如在众多的健康话语当中袁最

份证明袁包括健康专家尧野网医冶尧生产厂家等的身份

为火热的当属野性冶议题袁其次便是野肥胖冶尧野美容冶袁

证明遥此外还应当发布健康资讯的真实性证明袁包括

还有野睡眠冶尧野疲劳冶袁而这些话语都是网络媒体编辑

资料来源尧认证机构的证明材料尧有关政府健康机构

人员根据野眼球吸引冶法则来设定的袁所以最终这些

的证明材料等等遥 资讯可信度提高的同时还要增强

健康话语的命运仍在网络媒体的掌控之中遥

各大网站的权威性袁 健康网站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专

要解决这一问题袁首先要明确网络健康媒体的

业水平袁更重要的是中国医疗机构尧中国健康机构的

内容定位和受众定位袁建立网络调查搜集用户对健

全员参与遥 只有网络健康传播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

康媒体的评价和建议袁征求用户对网站的内容满意

持袁网站与健康权威机构的有效配合袁网络健康传播

度尧信任度尧用户使用的目的尧用户建议以及改版征

的权威性才有可能大幅度地提升遥

求等问题的看法遥 根据这些调查结果分析用户的群
体特点和整体需求以强化或改变传播策略袁而不是

渊三冤受众参与性活动逐渐增多袁但互动的形式
非常有限

盲目地去追求内容的丰富袁内容的吸引程度遥 其次

随着互联网传播形式的日益丰富袁网络健康传播

在设置网络热点健康议题时袁应该站在受众的立场袁

中受众参与性的活动逐渐增多遥 目前网络健康传播的

针对当前的健康热点如看病难问题尧医疗改革问题尧

互动性主要体现在受众调查尧受众与专家医生之间的

敏感性疾病等问题进行受众调查袁使其与用户自身

问答尧远程在线咨询尧论坛交流尧文章后跟帖评论等遥

利益联系起来袁调动用户参与调查的积极性遥 同时

这些互动形式的跟进大大改进了以往健康传播单方

健康媒体也要结合相关领域的专家见解与网民的意

面接受信息的状态遥 但就目前的各大网络健康媒体的

见进行比照袁这样做不仅表达了民意袁也适当地引导

互动形式来看袁大部分网络健康媒体只局限于上述的

了舆论袁同时利用对热点问题的引导也扩大了网络

几种形式袁而少有去扩展新的互动形式遥

媒体的影响力遥
渊二冤各健康网站互动意识增强袁但资讯可信度
低降低了自身的权威性

这一问题的解决袁 要求网络健康媒体结合自己
的特色选择最适当的新型媒体工具袁并将其完善遥没
有开设网络论坛尧社区的网站要尽快开设袁己经开设

由于互动性对增强网络健康传播的效果是明显

论坛的网站则要想办法提高论坛人气袁 加强交流引

的袁除了上面所述的健康排行榜外袁网络健康传播互

导袁设置一些大家乐于讨论的话题袁论坛中精华贴可

动性还表现在 月月杂 论坛中的健康话题袁博客尧微博中

以 考 虑 在 首 页 呈 现 遥 也 可 以 借 鉴 像 野则藻增燥造怎贼蚤燥灶

健康网站与这些网络传播工具都有着野姻联冶关系遥 如

相同保健需求的人将会聚集在一起袁 对健康话题展

的健康分类袁还有播客中关于健康的视频遥 目前各大

澡藻葬造贼澡冶等成熟的社区网站的模式袁在网络社区中袁有

猿怨 健康网专门开发的 月月杂 论坛袁 其中包括 野病友论

开充分讨论袁在玩游戏的同时接受健康信息袁用户还

坛冶尧野育儿论坛冶尧野两性健康冶尧野生活健康冶等版块遥 新

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健康网页遥 还有健康博客尧播

浪则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袁把业已成熟的互动工

客尧微博的建设袁由于这些新型传播工具有极强的互

具袁如新浪论坛尧新浪博客尧新浪微博中的健康主题与

动性袁 用户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手机或电脑访问健

新浪健康频道直接相联遥 其他门户网站如搜狐尧中华

康话题袁并对感兴趣的话题发贴尧投票袁在健康传播

网尧人民网等中的健康频道与新浪健康频道的做法相

中引入这些工具将会大大提升其互动性遥 博客或微

似遥 但是据卫生部有关数据统计袁由于网络健康资讯

博目前已经演变成博主与访客交流的一种重要形

来源的不明确性袁 使得占 源怨援猿缘豫的病员对其持怀疑

式袁名医博客尧名医微博的开设则可以吸引特定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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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息需求者袁如新浪博客的野骆抗先的乙肝频道冶

功夫袁杜绝完全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交流遥网络健康

访问量目前已达四百多万袁其博客内容已经成为中

媒体可以组织资深的专家坐阵把关袁 联系更多的医

国乙肝病患者的自救活字典遥

院和医生甚至是医学领域的权威人士袁 成立医疗专

渊四冤医患关系单向传播格局开始解构袁但互动
停留于浅层

家团队袁 并且能在网络上义务贡献出自己的学科知
识遥同时袁网络健康媒体应该强调实名制的在线医生

耘原健康渊耘鄄澡藻葬造贼澡冤是近年来在国际医学界逐渐

注册袁网上医生应该提供个人资料尧执业资格证尧联

兴起的概念袁耘原健康几乎包括了所有和互联网有关

系方式等袁并声明对自己的发言负责遥 这样袁专业医

的医学应用袁其中与健康传播相关的主要内容涉及院

疗团队将赢得网络用户对网络健康媒体的信任袁从

遥 随

而促进医患充分互动遥就患者的咨询来说袁对于在线

互联网健康教育尧网络医疗咨询尧远程医疗等

咱员园暂

着 耘原健康内涵不断地扩充袁网络健康传播不仅仅指

医生的回复也要履行责任袁不能简单尧应付地回答遥

传播健康知识袁它更重视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

通过这样的医患沟通来帮助患者加强对自己身体和

实时地向网络健康媒体获寻所需要的健康知识遥 随

健康的了解袁 有针对性地指导患者进行日常的健康

着远程咨询尧远程医疗等形式的应用袁传统健康传播

保健和缓解心理紧张袁 这样的医患互动才具有实际

存在的医患野信息不对称冶的尴尬局面也得以缓解袁

的意义遥

在这里患者不是单纯的受传者袁他们更有权力要求
传播者传播符合自己要求的医疗信息遥
目前大部分的网络健康媒体都采用在线咨询来
增进健康知识的互动性传播袁通过在线咨询可以无
地域限制地联系到大型医院的医生袁了解与自己病

渊五冤受众热心参与袁但其自身健商又限制了互
动发展
加拿大籍华裔谢华真教授撰写的叶健商 匀匝曳一

书提出了健商渊澡藻葬造贼澡 择怎燥贼蚤藻灶贼冤的概念袁它代表着一
个人的健康智力和对健康的全新态度遥 健商分为五

情有关的一手的尧针对性的健康信息遥 笔者也尝试

大要素院自我保健尧健康生活尧生活方式尧精神健康尧

在一些健康网站上进行咨询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袁但

生活技能 咱员员暂遥 同智商渊陨匝冤尧情商渊耘匝冤一样袁健商是人

发现这种互动形式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遥 如下是笔

类自身基本素质的标志袁 高质量的健商是完成人类

者和通过 猿怨 健康网所连接到黎明医院陈医生的对

活动的保证遥 但是不可否认袁在中国袁人们对于如何

野陈医生袁您好袁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眼

上的健康互动来说袁 参与最多的是在线咨询和远程

跳遥 冶野年龄袁性别袁患病多长时间钥 冶野猿源 岁袁男袁患病

医疗指导袁其次是 月月杂 论坛遥 而参与博客尧微博讨论

话院

有 圆 个月了遥 冶野平时有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袁比如

实现健康的生活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遥 就目前网络

健康话题的并不多袁更不用说健康网络社区了遥这也

眼红尧眼角发炎钥 冶野眼睛有涩的感觉遥 冶野平时用眼情

是一些大型健康网站无法整合博客尧微博尧网络社区

况怎样钥 冶野我电脑用得比较多遥 冶野可能是用眼过度袁

的原因遥 有时在线医生对于用户问题的回答模棱两

或被感染引起的遥冶野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钥用消炎眼

可袁 难以进行明确诊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用户对自

液行吗钥 冶野这样吧袁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袁我给

己症状描述的模糊而纷乱所致遥因此袁发展网络健康

你预约一下我的导师袁看他对你的病情有没有什么

互动袁用户自身的素质也要提高遥

好的建议袁你看行吗钥 冶

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提高大众的健商袁这

笔者再尝试性地和新浪等健康频道的远程咨询

样才能正确地尧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健康状况袁而不是

进行连接袁 结果也同样地被引导到各个不同医院遥

生病了才参与在线咨询遥要提高健商袁首先各大综合

远程咨询的设置本身是为患者答疑解惑的袁但从上

媒体尧卫生部有关宣传部门应该把野健商冶这一概念

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其互动形式是流于浅层的袁

渗透到日常的综合报道中袁 循序渐进地让受众意识

并且设置远程咨询的目的性很强袁在赢利目的的推

到健商的重要性袁就像前几年野情商渊耘匝冤冶的重要性

动下袁很多野专家冶提供的有用信息量偏少袁而以野到

逐渐为人所重视一样遥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渐增

医院检查冶尧野为您预约挂号冶为终点遥

强袁野健商冶这一概念的普及应该比较容易实现遥同时

这一问题的解决袁主要的是优化网络健康传播

还应强调野生态健康观冶袁社会在进步袁健康观念也不

的医患互动遥 医患互动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断地在修正遥 总的来说袁健康观已经从野生物医学的

专家的身份和素质袁但目前网络健康媒体中的在线

传统健康观冶发展到了野生理要心理要社会医学的生

医生大部分来自私立医院遥 因此袁网站在完善同步

态健康观冶遥 世界卫生组织渊宰匀韵冤对健康的定义为院

异步交流形式的同时袁也要在受询专家的选择上下

野健康是指人在生理尧心理和社会关系各方面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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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状态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遥 冶除一个人身强体

壮之外袁健康还包括个体的健全的心理素质尧积极向
上的心态尧良好的社会协调能力袁并且随个体的发
展袁个人健康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袁健康已经是一个
生态的尧综合的尧全面的全新概念了遥 健康的决定因
素主要包括遗传尧营养尧收入尧教育尧生活方式尧医疗尧
环境等 咱员圆暂遥 因此袁在当今社会袁健康不仅是个人的医
疗问题袁它更是个人的社会参与问题遥 唯有大众有

全面尧正确的健康观时袁才有可能全面地参与到网络
健康媒体的互动当中袁网络健康传播才能快速尧健全
地发展遥

四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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