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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网络舆情监测的重要性探讨
赵阳，李宗友*，胡艳敏，姜威，段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本文通过概述历史上和当代发生的中医药领域舆情危机及网络环境发展新态势，阐述中医药
舆情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说明认真看待中医药网络舆情安全、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重要性。以中医药
立法相关网络舆情监测为例，显示出民众具有利用网络建言献策、参与中医药事业公共决策的热情，其
专业性和切合实际的诉求是值得中医药管理者认真审度和研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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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Monitor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line Public Opinion
ZHAO Yang, LI Zong-you*, HU Yan-min, JIANG Wei, DUAN Wei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By summar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an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effects of TCM public opinions on
TCM development, and illu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of TCM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nd resolving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crisis. It also sets TCM legislation related monitoring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example,
and showed public enthusiasm in offering advice and suggestions through network and participating in TCM public
policy-making. The expertise and practical appeal deserve careful estimation and judgment of TCM administ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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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处于发展阶段，城乡及区域
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存在
着一些管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民众对医疗健康问

相关，且呈现逐年上涨态势。
1

中医药网络舆情的内涵
中医药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题越来越关注。网络技术与媒体环境的不断变化发

中医药领域的公共舆情事件既与其他医疗卫生领域

展，使民众自由表达的需求得到满足，参与的意识

一样存在医患矛盾、药品安全性等敏感事件，又具有

和热情得到提高。一方面基于理性的言论对政策的

中西医之争这个由来已久的公众焦点议题。由于中医

客观评价、评判使得政府公共决策更公开透明与顺

药事业目前在全国医疗体系中所占百分比较小、中医

应民意，促进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促进社会转型；

药诊疗手段副作用较小等原因，非常规的突发公共事

另一方面基于传播者的个人立场或商业意图，以及

件比例相对较小，而中西医之争并不直接导致激烈的

信息来源限制等多方面影响，网络舆情并不能完全

舆情安全事件。但这种由于观点立场不同而引发的纯

真实地反映事实真相，网络舆情安全问题越来越突

学术争论经由网络传播持续扩大，造成社会对中医药

[1]

出。《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 统计结果

认可度降低，进而影响中医药行业形象，导致中医药

显示，3%以上的社会公共舆情热点事件与医疗卫生

发展受挫也是一种舆情危机。如今互联网舆情监控已
经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把握舆情动向、对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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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药发展应重视舆情危机

阵地。其高调的网络宣传运作和高学历的身份背景引

2.1 历史上的中医药舆情危机

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这一年，反中医

[5]

民间批判中医的声音发端于清朝末期。清末著名

人士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

学者俞樾是最早批判中医的人士，早在 1879 年他发

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已经过万。根

表了《废医论》
，认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章太

据公布的签名名单，其中多为医学工作者或是医学博

炎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中否定五行学说，主张

士。此后，网络上分化为“挺中医”和“反中医”两

完全废弃。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

个派别，双方相持不下，反中医话题愈演愈烈。到

其中的代表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

2014 年初，反中医人士甚至将愈加壮大的网络阵地

云岫，他对中医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1917 年，余

转移到了现实，在上海大张旗鼓举办“第一届反中医

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其中

大会”
。2014 年底，西医发起“脉诊验孕”挑战，引

写到“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

起了媒体关注和网民热议。在此次事件中，应战中医

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
。随后出版《灵素

师对挑战的高成功率结果却被刻意报道成了挑战失

商兑》
，系统批判《黄帝内经》及其理论基础；后来

败等负面结果。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的差距是事件传

又发表《与恽铁樵书》
《六气论》
《与中医学会论脉书》

播中的突出特点，也是当今商业媒体寻求新闻爆点而

等文，对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藏象、经络经脉、诊疗、

忽视真相的典型案例，成就了新闻的娱乐效应，却背

中药等都展开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

离了传播事实真相、服务社会的初衷。

同时期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严复、孙中山、

如今，互联网上很多“活跃分子”主动充当“意

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郭沫若、巴金等人都表达过对

见领袖”角色，在网络人际传播中不断地给大众提供

中医的不信任或歧视态度。多位文化界“重量级”人士

个人主观筛选过的信息，对他人施加影响从而吸引聚

[2]

尖锐地批判中医，直接波及到政府当局对中医的政策 。

集起一批追随者，共同向大众施加影响。万人签名抵

随着西医进入中国展现其急性病救治及诊断明

制中医活动、反中医大会等事例就是少数“网络意见

确的显著优势，中医的地位越来越被弱化，中医在经

领袖”缺乏自律，放言立论偏激，导致公共舆论中极

久不息的中西医论战中屡屡显得弱势甚至告负。在众

端化的言论占上风而造成的舆论动荡，产生舆情传播

多学者公开地批判中医、引领废除中医思潮的情况下， 负面效应。如何利用好网络舆情这把双刃剑，在一些
1912 年，在当时的北洋政府统治下，把中医挡在了

突发事件真相难明、流言满天飞的情况下，能够树立

教育系统门外，造成近代史上著名的“漏列中医案”
。

起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意见领袖，起到辨明事实真相、

1929 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差点彻底废除

遏止社会流言、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是当今新

中医，后来在全国中医界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此废除

的网络舆论环境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3]

中医的议案终于胎死腹中 。

3

中医药事业发展应听取网络舆情民意

从名人激烈反对中医导致当时政府轻视中医教

信息高度传播和开放的网络将话语权归属于大

育的政策，到中医合法存在垂危的情势下民间强大舆

众，网络日益成为一个基于现实社会投射下的公共领

论攻势将其挽狂澜于既倒，可见民间舆情的力量不容

域，也为公众介入公共决策提供了一条参与之道。中

小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到 2013

史走向。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18 亿 ，网络普及率正

2.2 当代中医药舆情危机

在不断扩大。网民的学历分布表现为高学历人群日益

[6]

[7]

中西医之争转变为网络舆情危机起始于 2006 年， 增多，年龄构成日益趋向成熟化 。网民来自各行各
高涨于 2007 年。有几个“万能院士”加“反伪斗士”
，

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单个行业的知晓能力来

他们虽然不具备任何医疗工作者的资质，并且也没有

说覆盖面更广。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于新闻事件的综

任何临床医学知识，却向着几千年的古老中医发动进

合把握可以更具体、更清楚、更切合实际 。很多中医

[8]

[4]

药从业人员或中医药专家学者建立了个人微博或博

2006 年，取消中医话题随着某方姓名人在网上

客，即使不能将建议直接上达管理者，却仍可以通过

攻，宣称“中医是伪科学” 。
对中医的频繁发难而热炒。几乎同一时间，其他几位
名人也纷纷在网络博客论坛等社交平台建立反中医

博文来发表对中医药发展的深入思考及切实诉求。
2014 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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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
》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征

立法话题的新闻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平面媒

求意见期为 2014 年 7 月 23 日－8 月 22 日。从监测结

体网络版每日的舆情量呈现明显高涨态势（见图 1）
，

果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月的监测统计时段内，围绕中医

可以看出网友对中医药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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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期相关网络舆情传播走势

从舆情来源覆盖看，在 1 个月内官方舆论场报道

如果通过大数据的挖掘方法将这些海量的意见观点

数量共 840 次，占 35%；其中新闻门户网站占 34%，

汇总并统计分析，了解民间对中医的现实需求和态度

平面媒体网络版占 1%。网民舆论场发布博文数达到

倾向，可以作为制定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1529 次，占 65%；其中微博、博客、论坛分别占 50%、

4

7%、8%。

小结
认真看待中医药网络舆情安全，化解网络舆情危

在实际舆情研读中发现，虽然支持立法和反对立

机，对于净化中医药发展的舆论环境，争取人民群众

法各成一派，但是社会各界立场鲜明地表示支持中医

的信任与支持意义重大。对于网络媒体刻意制造“注

药立法的比例为 72.9%，表明全社会对中医药立法的

意力”，或在网络媒体寻租的现实状况下，刻意歪曲

出台总体上是支持与拥护的。

事实、抹黑中医药，管理者就应该及时通过正确途径

在舆情监测中发现，各类媒体对于网友表达意见、 与媒体和大众沟通、辟谣，消除质疑，以正视听。网
表明态度的作用和效果各有特点。每一条微博的言论

民中有大量的关心中医药事业的专业人士，监测公众

较零散、情绪化、信息量小，但立场鲜明，网友覆盖

对中医药的社情民意，对民众的诉求与建议认真审度

面广泛，更易得到倾向性的分布；博客和论坛的意见

与研判，可以确保中医药管理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

与建议不受字数限制，更能充分完整地表达作者对中

决问题，做出有利于中医药发展和人民健康的决策。

医药立法的看法，论据更加详实，不少网友还逐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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