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0, 10(12), 1993-2000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2233

2019新冠疫情媒体导向的社会冲突对青年风险
感知的影响
佘皓君1*，金

珍1*，程

凌2

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2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17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28日

摘

要

本研究为探讨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的社会冲突类型及新冠疫情下媒体舆论对青年风
险感知的影响，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扎根理论，从党媒、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
共13家媒体平台，选取2020年1月15日至4月8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相关的168篇社会冲突报道进行编码整
理。采取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20年5月12至14日分别发放不同社会冲突类型对大学生风险感知影响的
问卷。研究一结果发现媒体报道对信息传播具有重要作用，疫情期间媒体导向下主要社会冲突类型有医
患关系冲突、群众之间利益冲突、基层政府与民众冲突(即医情、民情、政情)。研究二显示在疫情期间
社会冲突类媒体信息均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水平上升，但不同类型社会冲突对风险感知影响
差别不大。因此，在突发性事件中，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和导向性会影响社会冲突类型的关注程度。网络
舆情和风险感知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构建积极理性的网络平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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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social conflicts reported by the media during the COVID-19 disease
epidemic and the impact of media public opinion on the risk perception of young people during
the new crown epidemic, this study uses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is research adopts 13 media platforms from party media,
market-based media, and self-media, and selects 168 articles related to new coronary pneumonia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5 to April 8, 2020 Coding and collating reports on social conflict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o issue questionnaires 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onflicts on college students’ risk perceptions from 12-14 May 2020. Study 1 found
that media repor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main types of social
conflicts under the media guide have a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grassroots masses (i.e.
medical conditions, public conditions, political conditions). Study 2 shows that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social conflict media information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bu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onflict on risk perception is not very different. In emergencies, the timeliness and orientation of news media will affect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to social conflict typ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risk perception may have a mutual influence, and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a positive and rational onlin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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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COVID-19)。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
生命健康权与自由权、经济权、平等权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汪习根，王文静，2020)。同时，网络
平台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青年大学生为媒体网络高频率使用人群。有研究表明，每日上网时长 5~6
个小时和超过 6 个小时的学生高达 49.55%和 23.46% (李佳润，朱殿冰，2020)。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
闻媒体对于信息的产生、传播具有导向、催化作用。多项研究证明，网络媒体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会延展
到现实生活中。因此，新闻媒体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立场，做好舆情引导。

1.1. 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是社会互动的常见形式(邱泽奇，张茂(译)，2001，Jonathan H. Turner.,
1986)。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把冲突界定为“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
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Coser, 1956)。达伦多夫强调权利和
利益对冲突影响很大，冲突主要是由权利分配引起的，社会冲突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林荣远(译)，2003，
Ralf Dahrendorf, 1988)。在一项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调查中发现，有 80.9%的人认为利
益冲突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王银梅，李龙，2012)。我国学者张振华认为只要存在对抗关系和意愿而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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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表现为对抗行为，都应算作冲突(张振华，2016)。石方军认为社会冲突是在我国特殊文化价值引导的
社会情境中衍生出来的社会结构领域的冲突(石方军，2012)。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将社会冲突定义为在特
定情境影响因素下，群体或个体双方由于利益、权利、价值观等方面而产生的对抗意愿、行为或者矛盾
的社会现象。

1.2.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指人们主要依赖自身的直觉对负面事件进行风险预估和判断(Slovic,
1983)。近年来，风险感知的概念反复出现在各大突发性事件研究中，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
域。伴随着很强的突变性和破坏性，突发性公共灾害事件很容易引起公众感知较高的风险性，具体表现
为产生恐慌、焦虑等心理状态和从众导致的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是指在某种社会因素的刺激下，许多人
脱离或违背社会制度和常规而共同做出的组织性、结构性和秩序性比较低的行为(杨心恒，宗力，1986)。
如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发生的“双黄连滞销”事件，以及很多群众将“抗疫”对等为“恐鄂”，出现了
歧视武汉地区居住人民、拦截湖北车辆往来等社会现象。Burns 和 Slovic 研究结果发现，灾害性事件程度
和风险感知水平成正相关，即灾害事件越严重，人们的感知风险越高。但随着灾害事件报道的增多，民
众适应性增强，风险感知水平又会快速下降(Burns & Slovic, 2012)。此外，距离灾害事件越近的人感知风
险水平越高。有研究指出，灾害风险可接受性和心理距离理论能够从更本质的层面上解释风险感知。灾
害风险可接受性评价指标指的是是对灾害客观事实的主观判断(尚志海，2018)。心理距离指的是个体以自
我为参照点，对所描述的事件或行为在时空上的远或近、以及发生可能性的感知(Trope & Liberman,
2010)。具体而言，当前研究中可接受风险从危险性(H)、暴露性(E)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危险性指“公众
所在城市的受疫情感染程度”，暴露性指“疫情对公众居住地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心理距离包括四
个维度：时间距离(t)，指“受疫情影响的时长”；空间距离(s)，指“疫情爆发时所在居住地”；人际距
离(r)，指“您身边与疫情最密切相关的人”；情绪距离(e)，指“疫情导致情绪上的恐惧程度”。灾害风
险感知数值越小，表示个体对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强烈。
风险感知与信息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王炼，贾建民，2014)。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 9.04 亿，普及率达 64.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新媒体
以势不可挡的劲头成为大众了解社会冲突、感知风险灾害的主要途径，同时网络舆情也成为现代社会民
意表达的一种新型途径。有研究表明，在突发性灾害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会随着风险感知程度提高
而增大(许鑫，邓璐芗，赵路平，2011)。社会冲突是群体意识自我发酵的结果，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利益诉
求和价值取向，而青年大学生作为媒体网络高频率使用人群，在网络舆情的表达和传递中起到不可或缺
的作用。因此，探究青年大学生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网络舆情对其感知风险的影响，有助于引导正确
的社会价值取向，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冲突与风险感知的新挑战。

2. 研究一
质性研究是一种常用于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献、访谈内容等进行筛选、清洗等以量化的
形式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加以表征。质性研究常见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一些特殊性问题、过程性问
题、意义类问题和情境性问题。同时，质性研究也涵盖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资料展示取向、
扎根理论、原始记录分析等。内容分析法与我们熟知的文献分析有相似之处，以各种文字资料为研究对
象的研究方法，常用于新闻学、政治学、图书馆学和社会学领域，通过传播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归纳
演绎推理。扎根理论是一种从数据中归纳处理论性概念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产生理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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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层，逐渐抽丝剥茧、解剖麻雀式发现理论(毕重增(译)，2010，
EvanthiaLyons & Adrian Coyle, 2007)。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新闻报道构建疫情下媒体导向的社会冲突框架，
故采用扎根理论。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从点击率和关注度角度入手，选取了共 13 家媒体平台，分别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
年报、中国新闻周刊、健康报、财新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第一财经、丁香
园和八点健闻。同时将日期限定为 2020 年 1 月 15 日(即武汉市卫生健康委重新发布疫情相关新闻日)至
2020 年 4 月 8 日(即武汉市正式解封日)。
通过官网、
app 等渠道搜索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负面报道，
筛选后得到 168 篇样本。取样原则为过滤掉简单直接转载且无明确信息标注的非原创性报道。

2.2. 数据分析
编码是对数据进行定义和分析的过程，扎根理论分为三个编码步骤：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
选择性编码(毕重增(译)，2010，EvanthiaLyons & Adrian Coyle, 2007)。同时，邀请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
究生分别独立进行编码过程，得到本研究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0.72，具有统计学意义(刘燕南，和轶红，
2000)。
2.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打好根基的过程，即从研究对象的定义入手，将收集到的资料逐字逐句阅读，并对其
进行抽象式归纳，从而获取初级编码的过程(赵杨，时勘，王林，2015)。这要求编码者保持开放包容的研
究态度，不添加任何情感、思维的内容，也不受自身的局限对研究资料进行编码，因其是编码的第一步，
所以最能代表原始资料的内涵。本文一共获得 30 个原始范畴，每一个原始范畴都尽量避免加入个人主观
因素，例如一则关于“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在微信群疯传，快来看看你身边都有谁”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初
步编码时被编码为“信息泄露”。
2.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开放式编码进行二次合并归纳的过程，其合并关系有相关关
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结构关系等(陈向明，2000)。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在此过程中选择相关关系进
行二次编码，例如将“信息泄露”、“散播谣言”和“病毒来源”可合并为“信息病毒”这一主轴编码；
“物资供应”和“滞留困境”合并为“应急管理”；“物资运输”和“产业困境”二次编码为“行业困
境”；“高价低劣医疗物资”和“高价食品”合并为“国难财”；“教育乱象”、“医患矛盾”、“隐
瞒病情”、“恐慌从众”、“家庭冲突”、“歧视心理”、“吹哨人”和“防护意识”被归纳为“社会
互动”；“失职行为”和“数据抗疫”进一步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医疗救助”和“动物保护”被
归纳为“卫生健康”；“医疗短板”和“中西医纷争”被归纳为“卫生体系”；“基础建设”、“超前
消费”和“薪酬发放难”被归纳为“基本生活”；“复工困境”和“实习困境”被归纳为“工作困境”；
“民众心理”和“价值冲突”被归纳为“心理健康”，最终一共得到 11 个类别范畴。
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的关键，是根据主轴式编码的类属关系，形成更高级别、更具有典型
性的核心编码的过程。通过对原始资料和三次编码过程的回顾分析及审查、反复比较分析，最终得到“新
冠疫情下医情冲突”、“新冠疫情下政情冲突”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三个核心编码(彭宗超，黄昊，
吴洪涛，谢起慧，2020)。研究者发现各大媒体平台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时将视角落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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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较为关心的医疗、政策和民生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的框架图
(见表 1)。这说明在突发危机事件发生时各媒体平台对信息传播起到了引导宣传作用。
Table 1.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social conflict reported by media
表 1. 媒体报道的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的扎根理论分析
核心编码

类别范畴

“信息”病毒

行业困境

国难财

新冠疫情下民情
冲突
社会互动

基本生活

工作困境

形式主义
新冠疫情下政情
冲突
应急管理

卫生健康
新冠疫情下医情
冲突

卫生体系

心理健康

原始范畴

举例

病毒来源

对于“武汉病毒所”争执不下

散播谣言

新冠肺炎导致粮食减产，粮价上涨

信息泄露

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在微信群疯传

物资运输

“最后一公里的难”

产业困境

养殖业供需矛盾

高价低劣医疗物资

假口罩

高价食品

一颗天价白菜

教育乱象

学生请人代刷网课

医患关系

医生被新冠患者家属打伤

隐瞒病情

拒绝隔离

恐慌从众

网传粮荒，民众疯狂囤货

家庭关系

解封之后离婚增多

歧视心理

新冠康复患者受歧视

李文亮

吹哨人做法倍受争议

防护意识

妖魔化同胞回国

基础建设

寒门学子网课需求与基础设施落后

超前消费

停发薪酬与消费需求的矛盾

薪酬

合同期内线上办公薪酬低

实习困境

封锁防备，我该如何实习

复工困境

外来租户难以进入小区

失职行为

患病数据不透明

数据抗疫

真假病患“排查”

物资供应

武汉协和医院医疗物资告急

滞留困境

“运输完医疗物资回不了家了”一位运输司机的陈述

医疗救治

“我到底得的是不是新冠肺炎”

动物保护

新闻一出，流浪猫何去何从？

医疗短板

感控科后备力量不足，但重要性强

中西医纷争

中西医哪个有效？

民众心理

疫情期间自杀案例增多

价值冲突

如何劝说家中长辈戴好口罩

3. 研究二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媒体引导的社会冲突负面信息的类型是否对民众产生灾害风
险感知的影响及不同类型信息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进行了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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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收集
研究二从研究一编码样本中按照冲突类型分别抽取出现频率最多的冲突类报道各四例，参考启动
效应范式，设置“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及对照组。本研究
采用随机区组方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
息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无需阅读新闻报道，只接受后续问卷调查；其他启动组需阅读相应新闻报道。
阅读完成后，填写“请写下看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心情”。最后，基于尚志海(2018)于 2018 年编制的
“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评价指标”问卷进行部分修订，探究两种类型的冲突类信息对民众灾害风险感
知的影响。
本研究共收得数据 215 份，将问题“请写下看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心情”的回答作为检验“负面新
闻报道诱发被试回忆起疫情高发期间经历”的依据，保留谈及“痛苦、悲伤、难过”等消极词汇的数据，
剔除数据 10 份，共收集有效数据 205 份，其中“民情”冲突信息组 55 份，“医情”冲突信息组 89 份。
对照组 61 份性别分布为男性被试 71 名，女性被试 144 名，年龄分布在 18 到 30 岁之间。

3.2. 结果
通过将启动组和对照组进行虚拟编码，同时将“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评价指标”结果标准化，然后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nflict informa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M ± SD)
表 2. 是否呈现冲突信息影响公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比较(M ± SD)

公众灾害风险感知

启动组

对照组

p

0.05 ± 0.07

0.08 ± 0.22

0.01**

注：**p <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p <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结果显示，启动组数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p < 0.05 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因此，说明媒体在疫情期
间报道社会冲突类信息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下降，其风险感知水平上升。
将“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再次进行虚拟编码，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 informa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M ± SD)
表 3. 呈现不同类型冲突信息影响公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比较(M ± SD)

公众灾害风险感知

“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

“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

p

0.05 ± 0.12

0.05 ± 0.08

0.11

注：**p <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p <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在“公众灾害风险感
知”方面差异不显著。因此，说明媒体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信息的类型不会影响民众的公众灾害
风险感知水平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 Covid-19 新冠肺炎爆发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从互联网媒体报道中探究疫情下的社
会冲突类信息的类型，以及公众风险感知如何受网络舆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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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会冲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多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疫情期间网络呈现的主要社会冲突集中在“医情”和“政情”以及
“民情”三方面。其中，“医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包括“非新冠患者求医困境”、“医用物资短缺”、
“医务人员生存困境”等。“民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包括“产业困境”、“国难财”、“教育乱象”和
“信息病毒”等。“政情”相关的社会冲突主要集中于疫情突发期间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处理不当导致的，
但是由于进行此项调查期间全球疫情爆发，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救治能力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故本研究中“政情”相关方面未做讨论。
研究一显示疫情突现时期新闻媒体报道“医情”和“政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占比高于“民情”，但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关注重点转移到“民情”相关的社会冲突上来。这体现了新闻媒体的时效
性和导向性，同时也得出以下启示。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尤其是在爆发期，恐慌的人民
面对陌生而又危险的新冠病毒，首先关注的是政府的有效管控及防控措施，其次是依赖医生护士群体的
专业救助和职业奉献。疫情得到有效解决与防控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国家开始逐步
复工复产，此时灾后民生问题也开始出现。

4.2. 风险感知与启示
基于研究一得出的社会冲突类型，研究二进一步探讨媒体引导的社会冲突对民众产生灾害风险感知
的影响。基于心理距离理论，通过启动实验分析得到：
a) 疫情期间不同社会冲突类信息均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下降，感知水平上升。
b) 不同类型社会冲突对风险感知影响无显著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催生了道德风险，疫情期间各类新冠谣言虚假信息增加了公
众对社会冲突辨别的难度，风险感知水平也随之过度提高，而过度的风险感知又会对社会稳定性产生影
响，很可能激发出新的社会冲突。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治理社会冲突的关键点在于关注网络舆情，
在对待网络舆情的问题上看得更为长远，而不仅仅是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新闻媒体作为网络宣
传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桥梁，在面对社会冲突事件时，要搭建一个理性中立、积极引导的网络生态环境。
青年群体对社会冲突的风险感知应基于客观信息和主观经验对网络舆情进行研判，同时要理智地发表言
论，塑造正确的信息价值观。

4.3. 展望与不足
当前研究分析得到媒体导向下社会冲突对青年大学生风险感知产生较大影响，但仍存在需要改进之
处。受疫情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线上方式面向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是否能推广到其他群体还有待考
量。其次，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利用公式表示“心理距离”来解释舆情信息与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的关系，
是一种主观赋值的方法，因此还需要在实证中加以检验公众风险接受性评价方法。本研究探究了通过媒
体网络获取的负性舆情对青年大学生风险感知的影响，但不具备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考虑
风险感知是否对网络负性舆情有促进或抑制作用，通过设置对照组，进一步探究网络负性舆情与风险感
知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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