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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主流媒体纷纷采取了传播对策。本论文以人
民日报为例，选取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9月31日的视频，分析其内容的传播策略，以探究主流媒体
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策略和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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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COVID-19 broke out. In the fa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hina’s mainstream
media have taken communication countermeasures. Taking the People’s Dail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videos from January 20, 2020 to September 31, 2020 to analyze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its content, so as to explore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coping sty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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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media in the fa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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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 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并快速蔓延全球。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入全民抗疫阻击
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对疫情对现有公共话语体系的冲击，抖音短视频平台契合了信息传播的需要，
因此，众多政务号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在疫情期间生产
有关疫情的短视频新闻，获得了大量关注。直至今天的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治时期，我们看到了以人民日
报为首的我国各大主流媒体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采取的不同传播行动。

2. 人民日报的传播策略分析
2.1. 人民日报的成功经验
2.1.1. 注重平民故事，触发大众共情
来源于民间和生活的信息，是短视频内容的最核心组成。民间化视角、民间化表达、民间化立场是
民间化叙事的基本内涵。[1]在传播学的劝服效果理论中，诉诸感情比诉诸理性可能更有效果。[2]在疫情
爆发和蔓延时期，人民日报报道了很多基层工作人员和一线医护人员的故事，通过传递抗疫故事共情。
让大众感受到在疫情肆虐下社会的温情，激发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经统计，2020 年 1 月 20 日到 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共发布了 288 条抖音，其中和疫情有关的有 262 条。在 262 条中，有 100 条与普通人的抗疫
生活有关。2020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共发布了 322 条抖音，和疫情有关的抖音 166 条，其中有 92 条
抖音与普通人抗疫生活有关。2020 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共有 532 条抖音发布，和疫情有关的抖音 87
条，其中有 25 条与普通人抗疫生活有关。与疫情有关的抖音数量的减少是因为国内疫情趋势总体向好，
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和消极心理减少，因此数量总体在减小。总体而言，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到 9 月 30
日发布的抖音中，有 42.1%的视频是关于普通人在疫情期间的抗疫生活。在 1 月 28 日，一条视频为“妻
子驰援武汉，丈夫送别时一句话让人瞬间泪目”火遍全网。视频中，丈夫用四川话对即将去往武汉的医
护妻子喊话，在她回家之后，自己包一年的家务活。这种平凡又不凡的情感，令人动容。这条抖音获得
了 127.7 w 的点赞量，5.6 w 的评论量和 2.8 w 的转发量。人民日报聚焦普通人的常态化生活，虽然没有
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但是能够使大众在酸甜苦辣中感同身受。
2.1.2. 巧用素材和音乐，沉浸式传播信息
人民日报主要采用的视频制作方式为“同期声 + 视频画面 + 音乐”。同期声的使用增强了现场感，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视频内容，身临其境。据统计，在全部和疫情有关的 515 条抖音中，来自抗疫现场，
由现场的人拍摄的视频有 181 条。素材来源为监控的有 8 条。2020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一对母女在火
车站悄悄放下十多瓶消毒液”；“火神山医院病区初具雏形”；2 月 10 日发布的“武汉方舱医院医生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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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起打太极”等视频，都用适合该素材的音乐进行气氛渲染和情绪引导。让受众感受到疫情期间医护
人员在一线奋战的大无畏精神，配合视频画面，增强报道内容的可信度[3]。
2.1.3. 使用科技手段，借图表直观展示疫情
疫情期间，在人民日报抖音号采取图表的形式，报道每日疫情变动的信息。如在 2020 年 2 月 9 日发
布的“湖北以外新增确诊病例连续 5 天下降！小黄线，请一路向下别回头！小紫线和小橙线也请跟上！
加油！”的视频，采用了折线图，可视化展示疫情的最新动向。将疫情情况利用折线图展示，不止能够
让观众直观地看到一段时间内的疫情变化情况，还能够告诉大众目前的疫情环境和当下防疫措施的实施
成果。此外，对于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来说，看到折线图的变化也给了他们正能量，让他们
看到了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效的，是他们在让一切变好。因此可见，图表化疫情信息一举多得。

2.2. 需要调整和改正的问题
2.2.1. 同质化现象较严重
人民日报所发布的一部分视频，其原素材已被多个政务号二创转载，但人民日报仍选择发布。这些
政务号有像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一样的全国性官媒，也有地区性的地方媒体和消防公安政务号，还有一
些抖音博主为博关注而发布。这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
2.2.2. 很少回复大众评论
在人民日报的评论区，很少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回应。很多视频的第一条热评来源于各地区的消防
公安政务号，普通大众的评论大部分都在每条视频的第二条评论之后。评论区很难见到人民日报的评论
回复。
2.2.3. 发布数据图的次数较少，且形式较单一
纵观 500 条抖音，只有 2 条抖音发布了数据图，且都在疫情爆发时期的 2020 年 2 月初。后续如北京
新发地，大连等地的疫情也没有使用数据图表。

3. 基于人民日报传播策略的启发
3.1. 应多发掘故事，进行多元化报道
疫情期间，政务号视频同质化严重。作为媒体，真实性是生命，时效性是视频是否能够受到关注的
关键所在，但是不能够盲目跟从爆火视频，忘记了自身的使命。主流媒体可以派遣记者在生活中寻找选
题，也可以在微博等平台按照关键词搜索信息，以避免同质化选题。如果这个同质化的选题是非常棒的
选题，不想更换的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减少大众视觉疲劳。

3.2. 应借用科技手段，将数据可视化呈现
当代社会，有着众多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软件。不仅是前文提到的折线图，“词云”、柱状图、饼
图，都可以直观地展示数据变化。此外，甚至可以结合地理行政图，人口分布图等地理层面的地图，分
地区进行数据标记。这样大众不仅可以知道疫情数据信息，还可以了解到疫情和自己所出地区和自己生
活圈的距离。

3.3. 应重视与观众的评论互动
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人民日报很少在评论区和观众互动。在新媒体时代，观众很希望自己的评论可
以获得视频作者的认可。如果评论被官方媒体回应，称之为“被翻牌子”，会更加活跃地表达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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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让人民日报更直观看到自己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加强评论区的互动，可以更好的引导舆论。

4. 结语
由上可见，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视频剪辑技术的简单化和普及化催生了各类短视频 APP，从而影响
了整个新闻媒体发展的大方向，媒体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抗击，是对媒体信
息传播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在媒体的舆论引领下，全球人民共同抗疫的信心。道阻且
长，行则将至。在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主流媒体仍需努力学习，积极汲取经验和教训，以达到其
预期的舆论引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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