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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大陆民众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重大时事信息，对这

些重大时事的认知态度如何，又是如何进行表达和参与的？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

调查中心（FMORC）就上海市民对全国“两会”（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认知、态度与表达等进行了连续六年的历史性调查研

究，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本文仅就其中的“知晓度和关注度”、“关注

议题”、“整体评价”、“信息接触渠道”、“表达和参与”等五个维度探析大陆民众

2007—2012 年对重大时事认知、态度与表达的变迁情况及其趋势。 

 

ABSTRACT 

How Chinese people get information, react and discuss the significant 

news event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Using CATI system,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Center at Fudan University (FMORC) has conducted a series 

of surveys about such events as annual National Congress Meeting. In this 

paper, with six-year tracking surveys, we will repor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about people’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evaluation towards these 

events since 2007 through f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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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等新媒介重塑着人们的信息接触与表达方式。在此背

景下，大陆受众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认知与态度、信息接触渠道、表达与参与等情

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全国“两会”每五年一届，每年三月份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是中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两会’作为国家一年一度的议政平台，执行立法和监督职能。”

○1在每年的“两会”上，代表选民利益的“两会”代表会把从人民中收集来的信

息和诉求以提案的形式提交给党和政府，这些提案往往是人民群众最关注、最希

望进行改善的问题。“两会”不但决定着中国的宏观发展方向，而且与民众的日

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但是每年各种媒体瞩目的重要议程，亦受到民众

的广泛关注。 

应当说，“两会”是民意汇集、碰撞的一个重要场域，把握了“两会”民意

的整体态势，对于理解特定时期中国的民意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在 2007

—2012 年，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FMORC）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运用 CATI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系统，连续六年对覆盖全上海

17 个区县的市民就“两会”议题进行了电话调查。本文将整合六年来的调查数

据，从“知晓度和关注度”、“关注议题”、“整体评价”、“信息接触渠道”、“表达

和参与”五个维度探析受众对重大新闻事件认知、态度与表达的变迁情况与趋势。 

 

二、研究发现 

 

1、上海民众对“两会”的知晓度和关注度变迁 

总体而言，上海民众对当年全国“两会”召开的知晓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呈

不断上升的趋势。2007 年，民众的知晓率最低，为 84.6%，之后连续三年，知晓

率都有所提升，直至 2010年突破了九成，达到 93.6%。虽然 2011年的知晓率低

于九成，但是 2012 年又达到了 93.3%。由近六年来上海民众对“两会”的知晓

率可以看出，首先，“两会”这一议题在民众心目中具有较重要的意义，总体知

晓率较高；第二，随着大众传媒不断发展，相关信息的到达率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民众接触到“两会”召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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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近六年上海民众对“两会”召开的知晓率 

 

 

在关注度方面，上海民众对 2008 年“两会”的关注度最高，表示“非常关

注”或“比较关注”的民众达到了 59.8%。2008 年的“两会”具有重要意义，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温家宝当选

为国务院总理。 

在 2009—2012 四年中，2009、2010、2012 三年对“两会”表示“非常关注”

或“比较关注”的民众比例较为接近。而 2011 年“两会”不但在近 4 年中知晓

率最低，关注度也是最低的。 

 

图 2：近六年上海民众对“两会”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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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六年“两会”最受关注民生议题的变迁 

在举国关注的重要参政议政盛会上，民众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呢？答案是

“民生”。民生问题关系到民众的基本生计，在历年的两会调查中，民众对民生

问题的关注度都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等问题。而在民生问题中，最受关注的议题则

是医疗问题。 

我们梳理了 2007—2012 每一年度“两会”中民众最关注的民生议题，医疗

问题连续六年排名关注度的前三甲。医疗问题是决定民众生存质量的基础性问

题，然而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纠纷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改善整体医疗环境是民众长期以来的最大诉求之一。 

关注度排在第二位的是住房问题。在 2007—2011 年，住房问题连续五年进

入关注度排行榜的前三名。经过政府的不断调控，在 2012 年，房价飞涨的趋势

得到一定遏制，民众对住房问题的关注度退出了前三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民众对物价问题的关注度大幅提升，CPI 指数的

不断升高使不少民众的生活感受到了较大压力，未来一段时间，调控物价将是政

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表 1：近六年“两会”民众最关注的民生议题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医疗 医疗 医疗 住房 物价 医疗 

就业 住房 就业 医疗 住房 物价 

住房 社保 住房 社保 医疗 食品安全 

 

3、上海民众对“两会”的态度与评价 

在 2007、2009、2010、2011、2012 五年，我们对上海民众之于“两会”的

整体评价进行了考察。对“两会”所取得的成果，民众的认同程度较高。在五年

中，表示“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的民众比例皆超过了五成，而表示“认同”

（“非常认同”、“比较认同”或“一般”）的比例则在九成左右。 

具体而言，对“两会”成果表示较强烈认同（“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

的比例大体呈递减的趋势。2007 年对“两会成果”表示“非常认同”或“比较

认同”的民众比例最高，达到了 67.6%。而 2012 年表示“非常认同”或“比较

认同”的民众比例最低，为 51.6%。 

与此同时，对“两会”成果表示认同（“非常认同”、“比较认同”或“一般”）

的比例则基本呈上升趋势。2007 年对“两会”成果表示认同的民众比例最低，

为 87.8%；2011 年的认同比例最高，为 96.4%；2012 年的认同度稍有回落，但在

五年中仍为第二高，为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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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上海民众对“两会”成果的认同程度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由民众选出。“两会”代表应是民众的代

表，“两会”代表的提案应体现出民众整体的意见、建议。“两会”代表、委员们

的提案是否反映了民众最关注的问题，是否体现了民众最迫切的诉求，是评价不

同年度“两会”的重要指标。 

总体而言，上海民众对提案反映民意程度的评价较高，在对该问题进行考察

的 2007、2009、2010、2011、2012 五年度，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

的民众比例皆超过了五成。但是相较于对“两会”成果的整体评价，表示“充分”

的（“非常充分”、“比较充分”、“一般”）的民众比例较对“两会”成果表示“认

同”（“非常认同”、“比较认同”、“一般”）的比例略低。 

与对“两会”成果的整体评价相似，认为“两会”提案反映民意程度“非常

充分”或“比较充分”的民众比例大体呈递减的趋势。2007 年认为“两会”提

案反映民意程度“非常充分”或“比较充分”的民众比例最高，为 60.0%。而 2012

年的比例最低，为 50.0% 

同时，认为“两会”提案反映民意程度充分（“非常充分”、“比较充分”、“一

般”）的民众比例基本呈递增趋势。2007 年的比例最低，为 84.1%；2011 年的比

例最高，为 90.8%；2012 年的比例第二高，为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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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上海民众对“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反映民意程度的评价 

 

 

4、上海民众接触“两会”信息的渠道 

在当下，媒介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不同介质媒介对时间、空间的争夺已达

到白热化的程度。“两会”是各类媒体每年进行新闻生产的重要议题资源，当民

众有限的注意力遭遇各类信息渠道的海量信息时，哪个渠道是其首选，各种信息

渠道的排序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近六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一些比较显著的趋势。首先，在上海民众接触“两

会”信息的各类渠道中，电视稳坐头把交椅。相较其他媒介，电视信息的获取对

民众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技能等的要求不高，几乎适合所有人群，普及率最高。

同时，电视可对重大事件进行现场直播，声音、图像可即时传递给民众。这些优

势使其一直稳居上海民众接触“两会”信息渠道的首位。 

第二，报纸的影响力逐渐被网络取代。一直以来，报纸都是人们接触各类信

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对“两会”这类重大的政治事件，党报等传统媒体一直是

极具权威性的信源。在 2007 年，上海民众将报纸作为接触“两会”信息最主要

渠道的比例（17.9%）是网络（9.7%）的近两倍。然而在 2008、2010、2011、2012

四年，报纸逐渐被网络超越。至 2012 年，二者位置互换，民众首选网络（19.6%）

的比例为报纸（10.5%）的近两倍。 

第三、广播和人际传播渠道的传播效果有限。对“两会”这类政治事件，广

播和人际传播的影响力较小，是电视、网络、报纸等强势媒介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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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上海民众接触“两会”信息的渠道 

  电视 报纸 网络 广播 人际 

2007 66.1% 17.9% 9.7% 3.7% 0.6% 

2008 65.2% 13.0% 14.1% 4.4% 0.7% 

2009 65.0% 12.8% 11.1% 2.9% 1.3% 

2010 68.2% 10.7% 14.5% 2.8% 1.0% 

2011 49.8% 17.8% 18.9% 7.3% 1.8% 

2012 63.2% 10.5% 19.6% 2.1% 2.5% 

 

图 5：上海民众接触“两会”信息的渠道 

 

 

5、上海民众对“两会”议题的意见表达和参与 

“传媒的充分报道有利于激发公众的表达和参与”。○2如今，媒体对“两会”

的报道日趋多元化。除了会议议程、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答记者问等常规内容，

明星代表们的言行、热点、焦点提案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点。这些新闻点无

疑也增加了人们讨论的话题，激发了人们表达和参与的欲望。调查结果显示，2009

—2012 年，上海民众对“两会”话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呈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

2009 年表示“讨论很多”、“讨论较多”、“讨论一般”的民众比例为 27.0%，而

2012 年，这一比例超过五成，达到了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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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近四年上海民众与他人就“两会”话题开展讨论的情况 

 

 

在通过网络媒介对“两会”议题进行表达和参与方面，上海民众的参与度不

高。相较而言，微博的转帖或发言比例最高，达到了 8.8%。以微博为代表的新

媒体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时空的距离，还打破了传统的传受结构，政府、“两

会”代表、媒体、民众的关系得以重构。一方面，借助微博的传播新特性，民众

可自设议程，意见领袖的观点能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扩散，这大大激发了民众的参

与行为。同时，民众通过微博参与两会的形式也不断更新，如媒体对“两会”代

表的“微访谈”、“两会”代表对民众的“微问策”，各类主体发起的“微调查”

等。这些新的形式切合“两会”汇集民意的特质，也大大增强了民众的主体意识，

促进了民众的媒介表达和参与。 

图 7：2012年上海民众通过不同网络媒介浏览“两会”信息或就“两会”发表意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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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与讨论 

 

1.上海民众对“两会”的知晓率较高，特殊事件会引起关注度突变。随着

大众传媒的发展，媒体宣传报道的到达率不断提升。对“两会”这一重要新闻事

件来说，上海民众的知晓率较高，并基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在考察民众对重大事件的关注度时，必须考虑到事件的独特性质和其他关

联因素对其的影响。“两会”每五年一届，2008 年“两会”是人大、政协换届选

举，产生新一届领导人的会议。当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十

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选，对未来五年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北京奥运会在 2008 年下半年召开。这些重大事件使当年的“两会”吸引

了民众更多的关注，在六年当中，2008年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他五年。 

 

2.“两会”是汇集民意的一个重要场域，在此场域中，民众更关注与自己

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两会”是选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通过“两会”

代表的提案，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在“两会”的意见场域中汇集、碰撞。这些意见

和建议会对政府的工作重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进程。“两会”中民

众最关注的议题集中体现了民众在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自身的主要诉

求。 

调查显示，民众对眼前的、涉及自身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度要超过长远宏大的、

个人难以施加显著影响力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的关注度。而在民生

问题中，民众对基础性的、具有刚性需求的医疗、住房等问题的关注度超过对教

育、交通等问题的关注度。 

由历年“两会”最受关注的民生议题，我们可以管窥当时民众生活所面临的

最主要问题，以及民众的最迫切诉求。通过对“两会”最受关注民生议题变迁情

况的梳理，亦可凸显出些许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线索。 

 

3.上海民众对“两会”的评价较高，但对“两会”提案代表民意程度的评

价低于对“两会”的总体评价。整体而言，上海民众对历年“两会”的评价都较

高。六年来，无论是对“两会”成果的表示“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以及

认为“两会”提案代表民意程度“非常充分”或“比较充分”的民众比例都超过

了五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来看，上海民众历年对“两会”提案代表民意程度

的评价低于对“两会”的总体评价。对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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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形式而言，“代表能否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意见至关重要，在这方面，

民众显然有更多的期待。 

 

4.电视仍是民众获取重大事件信息的首要渠道，网络取代报纸，影响力逐

步上升。在当下，媒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媒介信息极度丰富的情况下，受众

的注意力已成了稀缺资源。“然而注意力的获得是一种‘零和’的过程。一个人

如将时间花在某一个媒介上,便无法再花在其他媒介上。概言之,受众的时间是有

限的,注意力的分配是排他的,注意力之于不同的媒介是互斥的。”○3从调查结果

来看，电视连续六年位居信息渠道的首位。相较于网络和报纸，电视的信息接触

门槛更低，基本覆盖所有群体的民众，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电

视仍将是民众获取重大事件信息的首要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自 2010年以来，影响力连续三年超过报纸，已经取代

了报纸的作为第二信息渠道的位置。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今后网络对报纸的

优势会越来越大。长期以来，报纸都是人们获取信息，尤其是类似“两会”类重

大政治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面对网络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报纸逐渐式微，

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增强自身竞争力是报纸等传统媒体需要

解决的问题。 

 

5.微博成为民众对重大事件进行表达和参与的首要网络渠道。2010 年是中

国的“微博元年”，短短两年时间，微博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介之

一。微博即时、便捷、互动、开放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受众，对重大事件信息传播

和受众参与的传统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微博的开放性特征，“把即时

通讯、博客、SNS等的特点加以综合，通过便捷的回帖、转发等功能，形成了以

个人为中心的辐射状传播模式。这样既保证了话题的中心性，又能随时随地将外

界信息吸纳进来，不断刺激话题的持续性延展。“两会”的诸多议题需要发散式

讨论，微博形成的多个以用户个体为圆心、以该用户社会关系网为半径的讨论组，

利于多元化观点的碰撞”。○4  微博为受众构建了一个新的网络公共领域。“微博

对社会的渗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扩大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范

畴 ，将其延伸到虚拟世界，这为批判精神和公共舆论的产生提供了新的空间和

环境。”○5在未来，民众通过网络，尤其是通过微博对重大事件进行的参与行为将

对中国的媒介生态和政治生态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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