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蓝皮书全称为《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
媒体发展报告 No.6(2015)》，这是中国社科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连续第 6 年发布的《中国新媒
体发展报告》。

近六成假新闻首发于微博
这份蓝皮书分为总报告、热点篇、调查篇、

传播篇和产业篇五个部分， 深入探讨了中国网
络空间安全、微信微博发展、社交媒体舆情、传
统媒体转型、网络谣言治理、产业融合发展、数
字媒体版权、政务微博观察、传播效果研究、移
动终端分析、数据新闻现状等重要问题。

报告指出，就全球来看，新媒体发展重心正
在向亚洲转移。截至 2014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
为 6.49亿，占全球总数的 21.6%。

互联网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由
于海量信息的庞杂纷乱，虚假信息传播，特别是
网络谣言等互联网的负面效应也渐渐开始影响
社会安定。 这份报告就特别针对当前备受关注
的微博、微信上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做了专门
分析。

蓝皮书的分报告《新媒体时代的“假新闻”
现象与治理对策研究》，对 2014 年传播较广、比
较典型的 92 条假新闻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
有 59%的虚假新闻首发于微博。

研究者认为，微博平台开放性高，像一个公
开的信息交流广场， 人人都可以在上面发布信
息， 因而成为众多新媒体假新闻的信息源。 如
2014 年 8 月网传“上海地铁出现老外晕倒车厢
无一人相助，反而仓皇逃跑”的视频，不少媒体
未核实信息即在微博上发布，引发网民热议，此
后上海地铁方面证实消息并不属实，“列车进站
后站务员及时上车对外籍乘客进行救助”。

蓝皮书的调查显示， 首发于网络媒体的假
新闻占比 32%，位列第二。 报告称，此类媒体基
数大，但多为传统媒体转型而成的新媒体形态，
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假新闻有《中国“落榜”世界
空气最差 20城》、《最新中国癌症地图出炉》等。

报告分析， 微信平台用户基数大且具备较
高的社交媒体属性，其平台内信息封闭性高，倾
向于熟人间传播。 首发于微信的假新闻只有
7%。 此外，2014年也有少数假新闻出现于豆瓣
平台，如“95 后女网友征集各地‘临时男友’陪

游”为一起商业策划性假新闻，还引发全社会关
注，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周二是微信“谣言”传播最
高峰

针对近年来愈发严重的微信谣言， 该蓝皮
书的分报告《微信公号“谣言”传播研究报告》对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微信中
被多人举报为“诈骗和虚假信息”的 625 篇文章
共 17周数据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七类主题的“谣言”数量最多：食
品安全 (284 篇 )、人身安全 (278 篇 )、疾病相关
(259 篇)、健康养生(179 篇)、防骗(133 篇)、金钱
(60篇)、亲子(52篇)。 其中，食品安全类、人身安
全类、疾病相关类主题的“谣言”文章占了“谣
言”文章总数的大部分。

将这 625 条“谣言”文章按照周一到周日分
类分析后发现，周一到周三是“谣言”文章出现
的峰值阶段，周二达到顶峰。临近周末“谣言”文
章数量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 随后在周六又
出现另一个小高峰。

从 7 大“谣言”主题典型文章数据库中挑选
出 35 个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 (如食品类谣言：
转基因、辣条、假鸡蛋、寄生虫、瘦肉精)进行分
析，从“谣言”热点话题讨论热度分布可以看出，
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一带对
于“谣言”热点话题的讨论热度最高。

防骗类“谣言”关键词讨论热度高的省份主
要有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和广东。

而对食品安全类“谣言”关键词讨论的比较
多的省份主要是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
浙江和广东。

报告分析称，总的来说，相对中部和西部，
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各类“谣言”的关注度
更高， 这或许与该地区人群对生活质量更为关
注、 上网比例高、 网络表达能力更强等因素有
关。

报告称，虽然微信首发的假新闻数量不多，
仅占新媒体假新闻的 7%。但因其封闭式传播环
境，自我纠错能力弱，不像微博“广场”易形成不
同信息之间的对冲，且“强关系链”之间存在“人
情”“面子”等纠错障碍，辟谣难度大。 （阚枫）

微博微信
如何成谣言高发区？

为治理网络谣言，国家相关部门多次亮剑，但网
络谣言依旧在“野蛮生长”。 据公安部今年 8 月的通
报，针对一段时间内互联网和微博、微信大肆编造传
播谣言的情况，公安部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截至 8 月底， 依法查处编造传播谣言的违法犯罪人
员 197人，责成相关网站关停网络账号 165个。 这也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网络谣言不断滋生的严峻
性。

微博、微信等朋友圈、群组中的谣言“看上去很
真”，常常让网民防不胜防，不经意间成为传谣的“帮
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君超分析说，
当前凭空捏造的谣言已经不多， 通常具备一定事实
依据后再加工，欺骗性和传播力都更强。 甚至一些新
型网络谣言打着“辟谣”旗号出现，成为“谣中谣”。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表
示， 网络谣言肆掠轻则损害个人、 企业的名誉和利
益，重则影响社会诚信、行业秩序乃至国家形象，必
须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网络谣言肆掠背后， 折射出一些个人和企业为
搏出位等“一己之私”，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严重
缺失。“一些网站为节约成本，未认真审核，导致网络
实名制形同虚设，让造谣者抱侥幸心理，以身试法，
也是谣言满天飞的重要原因。 ”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陆峰说。

而“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这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尤其表现明显。 浙江万里学
院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志强认为， 我国信息公开
制度尚不健全，是谣言频发的另一原因。 在许多热点
事件上，一些部门主动公开意识依然欠缺，信息公开
方法也不尽如人意，不能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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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二姨夫”

2010 年 12 月 12 日，18 名复旦大学驴友被
困黄山未开发区域，一位施姓队员向其 “二姨
夫 ”求助 ，姓罗的 “二姨夫 ”立即向上海 110
报警， 并将外甥的短信转发到 110 短信报警平
台。

后来，媒体上称，这位罗姓“二姨夫”是一位
有影响力的神秘人物，正是由于他施加影响，安
徽警方才上山搜救。而后来证实，罗姓“二姨夫”
只是一名普通下岗工人， 说其是具有影响力的
神秘人物只是一个猜想。

谎称父亲在爆炸中身亡
女子“求打赏”骗捐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港“8·12”火灾爆炸
事故发生后，全国上下心系天津。

此时， 一名自称父亲在天津港爆炸中身亡
的女孩，连发三条“悲怆”微博“求打赏”引起众
多网友关注，随后更是得到 3700 余名网友“打

赏”，网友猜测，她获得了爱心网友资助的 10 万
余元善款。

未料 ，女孩随后被细心的网友 “扒皮 ”，
竟发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 而博主
本人甚至都不是天津人 ，而且身在广西 。 广
西防港城公安网警支队的官方微博 通 告

称 ：已基本确定该女子的诈骗事实 ，其家人
也均健在 。

案例回放

日前， 中国社科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北京

发布《新媒体蓝皮书》。 蓝皮书的
调查显示 ，当前 ，近六成假新闻首
发于微博， 每周二是一周微信 “谣
言”传播的最高峰。 此外，由于封闭
式传播环境，自我纠错能力弱，
相较于微博， 微信谣言的

辟谣难度较大。

微信微博造谣手法

移花接木型

即找来一些无关的、带有冲击力的图片等作为“铁
证”。今年 6月 2日晚，湖北咸宁崇阳县遭遇特大暴雨；
网民“玲玲 172770815”在微博上称，洪水导致众多群
众死亡， 并附有多具尸体的图片。 这些图片均来源于
2014年 8月 27日贵州福泉山体滑坡事故。

细节取胜型

此类谣言往往将事件时间、地点、人物及经过等描
述细致，让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今年端午节，江西 3
人在网上散布“余干县端午节期间因划龙舟发生群体
性事件”的谣言，并描写“70 多人受伤”等细节，十分逼
真。

绑架“官方”型
今年 6 月，湖北网民“高压锅 zZ”发微博称：“竹条

兴隆今天抢小孩没抢走，把孩子母亲捅了一刀。车牌号
鄂 F＊＊＊＊＊银白色皮卡，赶紧散播！ ”博主还加上
了“110 已经证实，全市通缉”的字句，这些编造的权威
表态让人更易相信。

情绪渲染型

发布者以内心独白的方式突出恐惧、 焦虑情绪，
多涉及公共安全或弱势群体走失信息。有如此编造
的微博： 广西南宁友爱民生路口浙商大厦二楼雨石
阁被一名男子抱走！ 警方证实，这其实是一起“家庭
闹剧”，带走小女孩的是她父亲。

“内幕”、“真相”型
一些健康养生、食品安全、演艺娱乐、股市等领域

都是谣言的高发区，常以“真相”“内幕”等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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