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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卫生政策类信息在传播中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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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文章以媒体和受众对于卫生政策类信息野先诊疗后结算冶的误读事件为例袁并分析了其

背后蕴含的原因袁即网民不良情绪宣泄尧政府与受众传播地位不对称和媒介野热岛效应冶等袁并结合
实践探索性地提出了信息传播中政策类信息的传播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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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野先诊疗后结算冶新闻事件回顾
圆园员猿 年 圆 月袁国内某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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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解读政策性信息被误读的全过程
在信息发布的一个月内袁野先诊疗后结算冶尧野先

先后报道了两则新闻袁叶山东公立医院改革院打破老

看病后付钱冶尧野先住院后付费冶等概念先后被不同媒

规矩 先看病后付费曳和叶卫生部院今年我国全面推行

体多次报道袁在网络媒体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遥

先看病后付费曳遥 后者称袁野来自中国卫生部的消息袁

综合各类媒体报道袁 发现以下几类对该政策的

今年中国将全面推行先看病后付费的制度冶遥 这两

解读院一是看病可以先不必交钱了袁等到看完病再付

则报道引发广泛关注遥 几天后袁该电视台的官方微

钱曰 二是住院可以先不必交钱了袁 等到出院后再付

博以叶卫生部院先看病后付费难给出时间表曳发表博

钱曰三是无论看病和住院袁可以先不交钱袁医院和医

文袁称野先看病后付费冶已被列入卫生部今年工作要

生都必须无条件地予以诊疗和安排住院袁 费用可以

点中遥 但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袁由于诸多问

以后再补遥 这些误读通过相互的碰撞尧传播袁再通过

题的存在袁目前还无法给出全国的推行时间表遥 当

网络舆论尧媒体报道进行放大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天下午袁该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又发表叶野先看病后付

的反响遥甚至有媒体曾撰文称野先看病后付费一场空

费冶二十多省先试点曳的博文袁内容如下院圆园员圆 年起袁

欢喜冶渊叶华商报曳冤袁而网络舆论也再一次将矛头指向

山东尧青海尧河南等 圆园 多个省份试点野先看病袁后付

了医疗卫生行业袁 拷问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良

费冶袁深受百姓欢迎遥 山东省金乡县农民患者刘炳艳

心袁不少网民更指出先看病后付钱天经地义袁也是医

得了急性阑尾炎袁野来得急没交钱袁他们也没说要交

生的职责所在遥

钱袁就给动手术了遥 冶而以前这种情况要交五六千元
的住院押金遥

卫生部已在 圆园员猿 年发布的工作要点中对该政

策进行了正确解读院要推行野先诊疗后结算冶袁一是通

较 短 时 间 内 袁野先 看 病 后付 费 冶尧 野先 诊 疗 后 结

过就诊卡绑定银行卡的方式袁缩短患者等待时间袁减

算冶等成为网络中的热点搜索词汇遥 以百度搜索引

少患者往返排队的次数袁 患者可以直接进行看病的

擎为 例袁时 间范 围限 定为 野一 个 月 内 冶袁搜 索 野先看

流程袁最后统一结算付费曰二是参加新农合等医保的

后结算冶的相关结果为 猿怨源 园园园 条袁远低于野先看病

费用中由个人承担的相应部分袁 而归医保报销的费

病后付费冶的相关结果为 源 猿苑园 园园园 条袁而野先诊疗

患者住院可暂缓缴纳押金袁 待出院时交纳全部医疗

后付费冶遥

用则由医院与相关管理机构结算 咱员暂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员员原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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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误读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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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趋近于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袁 并不能视为真正意
义上的公共领域袁只能体现虚拟的民意与政治遥传播

渊一冤网民的社会怨恨

地位的不平衡将导致政策性信息发生曲解的几率增

通过对野先诊疗后付费冶舆情分析袁不难发现袁政

大袁 受众特别是网民对于政策的理解只是公用领域

策性误读的传播尧扩散与发展是基于网络并通过网

的一个野虚拟投射冶袁与现实的政策客观环境会有差

络不断放大其效应的遥在这种网络集群现象的背后袁

别袁此外袁这个野虚拟投射冶还受到政策沉淀滞后效应

其深刻原因是网民的野社会怨恨冶袁而这将直接导致

的影响 咱源暂袁以往的政策会形成野噪声冶袁干预现实政策

对国家政策性信息的误读遥
社会怨恨袁是一种基于生存比较而产生的社会
性情绪袁这种情绪体现出社会生存的无能感袁并产生

的传播过程遥

圆援 信息不对称

在政府发布政策性信息时袁 由于政府和受众存

极具想像力的报复冲动 咱圆暂遥 当前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

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袁 易造成一定程度的政策误

型阶段的关键时期袁医疗保障体制尚不健全袁城乡地

读遥 政府在研究尧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袁尤其是在推行

区间医疗水平差距大袁看病难尧看病贵等难题一时难

专业领域的政策措施时袁是在大量调研尧论证的基础

以解决袁主要反映在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需求的高

上袁 针对较大人群尧 较广区域和较长时间制定实施

涨和有限的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和由于医疗技术日

的遥 卫生领域的政策制定还存在较强的专业性与行

新月异带来的医疗费用的刚性增长和有限的支付能

业特点袁属于专业领域内的信息传播遥 与此相对袁广

力之间的矛盾遥

大受众在理解政策时袁往往结合个人体验袁对于特定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袁中国网民
数量在近几年间激增遥 数据显示袁圆园园愿 年 远 月中国网
民数量为 圆怨 愿园园 万袁而 圆园员圆 年 远 月网民数量增长至

领域的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袁往
往局限于表象遥
网络舆论信息量大袁 普通的网民通常不具备驾

缘猿 苑远园 万遥 在庞大的网民人群中袁 数量最多的是野愿园

驭和处理信息风暴的能力袁或是时间和精力有限袁往

后冶和野怨园 后冶人群袁分别达到 圆愿援员豫和 猿员援园豫遥 而这部

往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袁 只能借助网络信息平台

分人群尚未或刚刚涉足社会袁正处于成家尧就业的起

抒发个人体验或是情绪发泄遥

步阶段袁 在社会阶层中往往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遥

传播的过程中袁 尤其是被网络媒介放大后袁野信息天

这类网民代表的人群特点是情绪冲动袁具有强烈的

平冶不平衡袁少数受众往往只能通过猜测与印象来解

利益诉求袁政治成熟度较低袁个人价值观尚未形成或

读政策袁从而导致误读的产生遥

因此袁在政策性信息

容易集聚袁因此在网络舆论或媒体言论的推波助澜

渊三冤媒介失范与媒介 野热岛冶效应

下袁基于现实社会的生存压力会在野先诊疗后结算冶

员援 媒体选择失范

这一议题上得到集中释放遥
渊二冤受众与政府传播地位不对称
员援 传播地位不平衡

从传播地位来看袁政府决定传播的议题尧进程尧

作为承载信息的重要载体和传播讯息的工具袁
大众媒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随着媒介发展的日新
月异袁作为野自媒体冶的代表要要
要野微博冶更是因其发

布迅捷尧讨论自由尧互动便捷而在大众媒介中迅速占

节奏和结果袁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交织的舆论

据重要地位遥 然而袁微博在快捷地传播信息的同时袁

空间袁受众虽然可以自由选择传播媒介袁但是从传播

也常常受到自身特点的制约遥 微博由于本身字数限

要素来看袁受众群体仍然受媒介的议程设置的控制

制以及发布主体非官方性等特点袁 与政策的标准理

和影响袁他们即使发表看法袁也是在依赖媒介提供的

解解读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袁容易造成误差遥

议题尧新闻和背景资料的前提下进行袁而政府则是这
些议题的发布者与把关人遥

此次野诊疗后结算冶的新闻虽是先经电视媒体报
道的袁但随后在其官方微博上分别于上午尧下午各发

传播 学 者 马 歇尔窑麦 克 卢 汉 曾 预 言 院野 随 着 信

了一条相关主题的博客并被大量转发遥 值得注意的

息运动的增加袁 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

是袁卫生部一直使用的野先诊疗后结算冶尧野先诊疗后

代表政治袁 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

付费冶和野先住院后付费冶等词汇袁被微博写成野先看

治遥 冶 根据这一观点来看袁网民的政策参与有助于
打破精英政治或专家政治的垄断袁 是社会进步和
包容的体现 咱猿暂遥 然而较多专家认为网络论坛仍然是
现实舆情的一种哈哈镜式反映袁有放大某些现实特

病后付费冶遥 而纵观微博内容袁并没有围绕政策本身
进行解读袁更多则是表示了期望或担心遥电视台将政
策性信息尤其是健康传播范畴内的政策性信息通过
微博渠道进行发布的行为是发生误读的重要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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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袁微博的篇幅较为短小袁而政策的解读需要结合
理论与案例详细说明袁微博不足以承担政策解读的
重任曰其次袁政策性信息面对的人群与受众都较为广
泛袁而微博的受众多为网民或年轻群体袁传播对象较
为局限曰再次袁微博快速转发尧互动尧评论袁易于在网

窑缘苑缘窑

情绪宣泄与夸张想像袁从而造成政策误读遥
以美国社会学家 耘 窑卡茨为 代表 的学 者在 圆园

世纪 远园 年代提出了野使用与满足冶理论袁他将媒介接
触行为概括为一个 野社会因素垣心理因素要媒介期

待要媒介接触要需求满足冶的因果连锁过程袁其中的

络舆论掀起热烈讨论与频繁互动袁但同时带来了政

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接触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

策类信息报道出现失误时很难纠正的后果袁造成误

满足自己的需要袁这种需求和社会因素尧个人的心理

读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无形放大遥

因素有关 咱怨暂遥

圆援 媒介野把关人冶职责失当

当前媒介环境已经成 为了社会环境的重要组

野把关人冶渊早葬贼藻噪藻藻责藻则冤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

成部分遥近年来袁有关卫生行业负面形象的新闻报

出袁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窑施拉姆则从广义上定义了

玩忽职守等袁 使得受众对于医疗行业产生了极大

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窑勒温提

道层出不穷袁如医务人员收取红包尧人情淡漠甚至

野把关人冶的概念袁即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如渊采集﹑

的不信任感袁进而也影响其对于政策的认知态度遥

制作冤各环节起到决策的渠道中有大影响的人或组

由于此次媒介在报道野先诊疗后结算冶的议题时过

织 遥 媒体在发布新闻之前应该对内容审核把关袁作

分 强 调 了 医 生 的 职 业 道德 和 居 民 的 医 疗 保 障 袁转

样应该在传播前进行把关遥

略冶和野政策误读冶遥 很多网民更是以此作为题材袁

咱缘暂

为其网络官方微博袁尽管形势灵活袁发布迅捷袁也同
在此次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袁信息主要是通过网
络发布与传递的袁伴随着网络传播的自由性尧高效性

移了政策性报道原本的焦点袁从而产生了野政策忽
竞 相野吐 槽冶袁将政 策信 息加 工 尧渲 染 袁从 而 形成 新
的舆论态度遥

和互动性袁人们传播大众信息的途径就得到了拓展袁

四尧医疗卫生信息传播中

传统媒体不再是大众传播的把关人 咱远暂遥 值得注意的

政策类信息的发布方式

是袁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在此次传播过程中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遥 自媒体在兼具网络传播特性的

渊一冤畅通政策制定尧实施者与受众的沟通机制

同时袁变异性也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袁而出现变异性

作为政策的制定尧发布机构 袁政府相关部门在

的原因从表面来看是缺乏媒体把关人袁其深层原因

政策制定之初应在相关平台与受众进行透明的沟

是袁在野个人社会责任感暴涨冶的背景下出现的责任

通交流袁 使更多的受众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主体缺失 遥 责任主体缺失直接导致了自媒体在传

来袁使原本野虚拟冶的公用领域真正发挥作用袁同时

播信息的过程中不需要对信息本身负责袁也鲜有机

还可以在媒体的报道下开展市民讨论尧 建言献策

制对此进行约束与监管袁导致变异性这一个特点在

等活动袁 使原本单一的单向沟通模式转变成为双

自媒体传播时不断放大遥

向沟通模式袁 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尽最大可能消除

咱苑暂

猿援 媒介热岛效应及文本话语其背后的社会意

识形态

野误读冶的可能性遥

渊二冤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发布信息

媒介的热岛效应主要是指两种现象袁一是指某

政策类信息与传统的 新闻事实不同袁 它更强

一段时间内媒体集中于报道某一新闻袁舆论焦点聚

调理论根源于实践基础袁 焦点在于政策本身的解

集的现象曰二是指媒体在报道某一新闻时过度注重

读与挖掘而非事实本身的报道遥 因此在进行政策

轰动效应而忽略其他要素袁使受众的关注点停留在

性信息发布尧 传播时并不适宜将以微博为主的自

野热岛效应冶的政策事件上遥

媒体作为首选袁 而较适宜在报纸等平面媒体上大

微博抛出了野不准确冶政策类信息报道袁网络媒体与

例等方法袁使原本枯燥的政策变得通俗易懂遥而网

在本次政策性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袁电视台通过

篇 幅尧多 角度 对政 策 进 行 深 入 报 道 袁通 过 比较 尧举

论坛在第一时间野积极跟进冶袁传统媒体如报纸尧电视

络媒体和电视媒体则可以作为政策信息传播后期

等为了吸引受众进而忽略甚至放弃了政策事件本身

的有益补充袁为传播行为开拓空间袁加入互动讨论

的准确性与事实深度进行报道袁影响了受众的客观

环节遥

判断遥 在政策的表述上袁一些媒体多偏重于夸大某

渊三冤合理使用并引导媒介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

些次要方面袁而省略主要方面 袁使受众无法判断真

政策类信息的发布属于较为严肃的官方新闻袁

咱愿暂

伪袁只能依据事实野模糊影像冶构建的虚拟空间袁进行

一般需要政府部门或行业的组织并召开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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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袁由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对政策进行分析尧解读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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