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险多变与信心重塑——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2020 年互联网舆情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扰乱了正常

的社会生活秩序，也搅动着舆论场。公众高度聚焦公共卫生

领域舆情，湖北、北京、上海等省市舆论关注度较高。舆情

形势呈现出与疫情交织的特点，各方多措并举克服疫情影

响，推动各领域回到正轨并谋求创新发展。“互联网+”进

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多变中寻求整装重塑。下阶段，

全球局势波云诡谲，大国博弈向舆论场延伸，疫情不确定性

及新兴技术的发展将持续拨动舆论。

一、数读热点舆情：公共卫生牵动舆论神经

2020 年 1-8 月，全国舆情数据高位运行。人民网舆情数

据中心对全国热点事件分析计算，以 2020 年 1 月至 8 月的

500 个热点事件为样本，将每月热度 TOP5 的事件列表如下：

月份 事件 热度
①

1 月

武汉暂时关闭离汉通道 95.00

湖北省红十字会物资使用情况引发质疑 86.49

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86.26

武汉参照“小汤山模式”建立急救医院 80.44

31 个省市全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73.27

2 月 武汉建设方舱医院 92.87

① 数据来源：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热度指标由报刊、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客户端新闻

数据量，分别加权 0.2311、0.2348、0.0442、0.0455、0.1369、0.1716、0.1360，进行百分制换算后得出热

度值。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87.80

云南大理市“扣留”发往重庆市的口罩 76.27

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 76.10

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71.51

3 月

多部门出台政策支持复工复产 93.67

全国支援湖北医疗队陆续撤离 78.33

央视、淘宝联合发起“谢谢你为湖北下单”公益直播 75.69

四川西昌突发森林大火 75.39

福建泉州一指定隔离酒店倒塌 72.09

4 月

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 89.37

中国银行“原油宝”出现高额亏损 82.17

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 81.99

鲍毓明涉嫌性侵养女 79.83

国务院公告：2020 年 4 月 4 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78.58

5 月

2020 年全国两会召开 89.12

民法典 2021 年 1 月 1 日执行 81.34

武汉市全员核酸检测 81.19

5 月 7 日起中国所有县域均调整为低风险 79.90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70.00

6 月

多城市发布政策允许“地摊经济” 91.7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 85.42

北京再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关 84.96

山东多起冒名顶替上学事件 80.27

浙江温岭一油罐车爆炸 73.31



7 月

杭州“深夜离奇失踪”女子被害 83.84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78.41

新疆乌鲁木齐、辽宁大连再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7.28

贵州安顺一公交车坠入水库 76.91

鄱阳湖水位超历史极值 75.02

8 月

多地采取措施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85.82

“张玉环杀人案”再审改判无罪 85.32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获疫苗生产许可证 79.04

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征求意见 77.47

字节跳动被迫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 75.55

从月度热点事件看，舆情与疫情交织的特点明显。1 月，

全国疫情防控形式严峻，“武汉暂时关闭离汉通道”成为目

前舆情热度最高的事件。2 月，各地区、各部门携手“抗疫”，

多措并举获认可。3 月，疫情防控效果显现，舆论目光投向

复工复产情况。4 月，非疫情的社会热点事件开始升温，舆

论场再现丰富多元态势。5 月，全国两会相关消息获广泛关

注，政务法治类舆情走高。6 月，北京出现“新发地关联疫

情”，“地摊经济”话题，疫情防控常态化再受关注。7 月，

长江流域汛情令舆论担忧，病毒通过冷链传播的风险引发讨

论；8 月，舆论热议“餐饮浪费”问题，疫苗攻关捷报频传。



图：2020 年 1-8 月全国热点事件领域分布

（数据来自：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从领域看，公共卫生成为舆论最关心的内容，涉新冠肺

炎疫情的信息居于高位。教科文体领域紧随其后，5G、大数

据、云计算等内容备受关注，新兴科技日渐成为大众话题。

经济发展类居第三位，舆论聚焦克服疫情影响，做好“复工

复产”“六稳”“六保”等工作。社会民生、应急管理类内

容与公众生活关系密切，“后疫情”时代部分群体心理的创

伤不容忽视。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政务法治、脱贫攻坚领域工

作获舆论关注。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增多，涉外涉军类舆情升

温。



图：2020 年 1-8 月全国地域舆情信息总量排行 TOP10

（数据来自：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从地域看，北京、上海、湖北居全国舆情信息总量前三

位，其余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北京话题度较高，各项政策

措施颇受媒体与网民关注，信息总量遥遥领先。上海经济复

苏发展、创新探索等情况获较多关注。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舆情信息量较高。

二、把脉舆情特点：经济社会民生焦点多变

（一）主流舆论聚心“战疫”，民生焦点形成阶段性舆情热

点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

牵动国人心弦。“钟南山肯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武

汉封城”“中国 31 省份全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武汉、安徽、广西多地防护物资短缺”“党中央成立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新冠肺炎国家科研攻关专家组成

立”均引发舆论关注。在“抗疫”过程中，权威部门及主流



媒体以密集、详实的信息发布，回应社会关心的内容，逐步

满足群众对病毒传播途径、防控举措、治疗手段等方面的信

息需求。新浪网数据显示，1 月下旬到 2 月初的关键阶段，

上百个部委官微和 2.6 万多个各级政府官微已发布超过 55

万条疫情相关微博，阅读量超过 115 亿。围绕各类新冠肺炎

疫情新闻发布会，媒体机构发起了 1400 余场微博直播，累

计观看次数超过 11 亿人次②。随着疫情防控的推进，及媒

体宣传报道的引导，疫情初期舆论强烈的焦虑、恐慌、怀疑

情绪，也向中性及正面情绪转变。

疫情“大考”中，民生问题一直以来在舆论“聚光灯”

下，成为媒体、公众关心关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多起

事件出现“霸榜”“刷屏”等现象级传播。如口罩、消毒液

等个人防护用品成为舆论场内长时期的关注热点，双黄连口

服液、瑞德西韦等“特效药”话题，粮食供应短缺、物价上

涨等忧虑声间断性冒头，以及多方聚焦剖析复工复产有序恢

复面临的阻碍和风险等。与此同时，“社区”也成为疫情期

间的高频热词，“网传武汉一社区人员穿着防护服摆拍”“武

汉社区漏报疑似病例患者自缢身亡”等事件热度居高不下。

每一个焦点问题，都关系着公众生命财产的切身利益，是形

成阶段性舆情热点的原因所在。疫情对民生的影响深刻而长

远，复杂的“毛细血管”畅通与否，是常态化防控中不容忽

② 新浪科技，《微博助力全民抗疫 话题阅读量已超 4000亿》，2020-02-04。



视的环节。

（二）直面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多措并举提振舆论信心

受疫情影响，舆论对经济压力的感知更为明显。“今年

一季度 GDP 下降 6.8%”，引发广泛讨论。有舆论认为，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不仅是短期挑战，可能更深远持久，复工复

产面临产业链、劳动力、市场需求等方面问题，困难不容低

估。在 2018 年 7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政

策基础上，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

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

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六方面“保”的

工作，“六稳六保”成为政策热点。舆论认为这反映了中央

对当前复杂严峻形势的认识，也释放了政策支持力度将加强

的信号，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重点工作。

“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减税降

费”“降准降息”“量化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扶

持中小微企业”“发放消费券”等“组合拳”相继打出，舆

论预期随之好转。二季度 GDP 回升至 3.2%、工业生产率先恢

复、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逆势增长等消息频传，增加了舆

论信心。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风险增加、消费端需求不足、第

三产业恢复缓慢、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较大等问题令舆论担



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表示，关注数量

庞大的低收入群体、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等问题。因疫情推

迟举办的“315 晚会”曝出汉堡王等餐饮企业问题，食品安

全再受关注；“地摊经济”“烟火气”成为高频词语；“瑞

幸咖啡财务造假影响中概股”“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中国

银行原油宝爆雷”等事件，促使新兴商业模式、金融投资安

全等议题进入大众视野。

（三）政策法规吸引舆论聚焦，热点案件处置获得好评

今年通过的多项政策法规吸引舆论聚焦。“外国人永居

条例”“香港国安法”“民法典”等内容获高度关注。“香

港国安法”通过后，舆论充分肯定其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与历史意义，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及香港繁荣稳定发挥

积极影响。针对民法典，舆论在点赞支持未成年人性保护问

题的同时，亦对“设立离婚冷静期”等举措表示担忧，反对

意见认为其可能增加家暴问题。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发布后，舆论观点出现分层。舆论肯定该条例是应

对全球人才大变局的有力方案；但也提出“永久居留资格获

取门槛过低”“超国民待遇”等质疑之声。

人民法院分批次发布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

案例，从严从快审判一批危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如北京“孙

文斌故意杀人案”。舆论称赞，相关案件的陆续宣判传递了

“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措施、暴力伤医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的信号。此外，部分热点案件细节

经舆论放大炒作，衍生出一定娱乐化倾向，值得关注。如杭

州“深夜离奇失踪”女子被害一案，网民关注案件侦破动态，

掀起“脑洞探案”热潮。案件侦破后，舆论关注的焦点由案

情向外延伸，或以调侃段子，或炒作“恐婚”“离婚”情绪，

贩卖婚姻焦虑等，削弱了极端暴力犯罪案件的严肃性。

（四）脱贫攻坚战舆论氛围浓厚，自媒体贴贫困标签引流量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扶贫

工作，各地通过多种报道形式展示脱贫成果，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的舆论宣传氛围浓厚。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鼓舞决胜信心引发热烈反响。全国各

地持续推进扶贫工作，脱贫摘帽喜讯频传，已有十余个省

（区、市）的贫困县实现全部摘帽。同时，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对未摘帽的 52 个贫困县挂牌督战、线上线下推动

消费扶贫升级、促进贫困人口就业等系列举措实施。

值得关注的是，脱贫攻坚话题热度升高的同时出现贴扶

贫、贫困标签，激发泛贫讨论的现象增多。少数自媒体账号

聚焦贫困地区生活，博取同情，吸引流量。“湘西 8 岁男孩

体重只有 40 斤”“90 后夫妻生 9 个孩子”等内容，因发布

者放大突显当事人的贫困、悲惨、离奇遭遇，挑动了公众敏

感神经，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另外，扶贫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作风仍是舆论监督重点。如贵州独山县负债 400 亿

建多个烂尾工程、陕西镇安 7.1 亿建“豪华中学”，脱贫县

与“大修大建”形成反差，引发舆论追问。

（五）突发事件增加焦虑情绪，公共安全成为舆论热点

自然灾害、生产事故与疫情反弹等突发情况叠加，增加

了舆论焦虑情绪。“长江流域汛情严峻”“鄱阳湖水位超历

史极值”“安徽歙县洪涝灾害影响高考”“四川西昌突发森

林大火”“唐山 5.1 级地震”“内蒙古一度假村遭龙卷风袭

击”等灾害牵动舆论心绪，“多灾多难”“天灾人祸”等成

为网民评论高频词，自然灾害话题延展性较高，社会焦虑情

绪不容忽视。

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强共情”属性，常被关联

讨论。“福建泉州一疫情隔离观察酒店坍塌”“浙江温岭油

罐车爆炸”“沈阳一门市发生爆炸”“天津汉沽居民楼发生

爆炸”“湖北仙桃市一化工企业发生闪爆”“哈尔滨一四层

仓库坍塌致 9 人遇难”等突发事件，受到全国广泛关注。舆

论期待各地应急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树立“防、减、救”

相结合的新治理理念，信息发布更加公开透明。“后疫情”

时代，再塑“安全感”尤为重要。

（六）科技创新作用更加凸显，教育文化发展备受关注

目前，舆论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度居高。一方面，疫情期

间科技应用的空间和潜力显现。“在线办公”“云上教育”



“远程问诊”“直播带货”“无接触配送”快速推广，切实

为公众生活带来便利。“新基建”概念走热，“信息网络”

“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成

为高热词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等事

件，体现了中国科技实力。另一方面，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

方面还存在短板。“台积电断供华为芯片”“半导体工业光

刻机制造核心技术未突破”等情况令舆论担忧。科技能力在

大国博弈中占据重要地位，“科技反围剿”等呼声出现。“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90 余名科研人员集体离职”受热

议，国务院成立专项工作组赴当地深入调查。

另一方面，教育领域话题热度颇高。保障高校毕业生就

业、低风险地区复学复课、启动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专项整

治等工作，受到舆论认可。“山东 200 多人冒名顶替取得学

历”“仝卓高考伪造身份”“小学生发表肿瘤研究论文”“16

岁女孩日均作诗千首”“浙江高考评卷作文组组长存在违规

行为”“教师因未收到鲜花辱骂学生”等事件引发争议，教

育招考监管问题刺痛舆论神经，师德师风仍受公众关注。

（七）短视频发展催生新格局，女性话题敏感度升高

2020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大报告显示，疫情期间，24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用户的线上活跃度增加，网络舆论生态

格局正发生变动。其中，短视频发展尤为凸显。报告显示，

短视频的用户最多使用时长，比 2019 年 3 月增量 131.37 亿



小时。随着使用量增加，短视频中的社会景观受到更多关注，

甚至影响社会思潮。哔哩哔哩（B 站）在“五四”青年节发

布宣传片《后浪》，快手平台在 6 月推出的 9 周年宣传片《看

见》，选取真实的生活场景，辅以鼓舞人心的热血话语，收

获青年群体的共鸣。央视痛批大胃王吃播“误导消费、浪费

严重”，抖音、快手等平台公开回应对于浪费粮食行为严肃

处理，短视频的舆论引导能力显现。短视频对舆论格局的影

响，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梳理热点舆情事件发现，舆论对涉及女性议题的

社会事件敏感度较高，观点交织易出现极端化表达。如鲍毓

明性侵养女、杭州“深夜离奇失踪”女子被害、黑龙江女童

遭继母殴打重伤等事件曝光后，衍生出家庭、伦理等多元思

考。另外，“饭圈文化”屡屡出圈，引发舆论担忧。如疫情

期间粉丝聚众接机，造成机场一度失序。个别教师公然在课

堂上追星，并把学生当成“应援”的道具，引发舆论质疑。

三、研判舆情趋势：积极应对挑战与机遇

（一）全球局势风云变幻，舆论交锋中见大国博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这种变化正在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

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

整。有舆论指出，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发展的外



部环境将更加严峻复杂。面对挑战，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多

城市发布政策有条件地允许“地摊经济”，激发国内末梢经

济活力。国民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安全问题受到高度关注，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

双循环”成为共识。

部分国家政客裹挟民意，将经济贸易、公共卫生、科技

学术等问题泛政治化解读，抛出“脱钩论”“新冷战论”“病

毒起源论”“甩锅论”“清洁国家联盟论”“对华接触政策

失败论”等说辞，挑起“口水战”，制造舆论争端。如华为

等企业舆情，字节跳动被迫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等国际商

贸事件受舆论关注。此外，“逆全球化”、民粹思潮、麦卡

锡主义抬头，小范围军事冲突、边境摩擦、少数族裔等问题

频现，对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国际秩序造成影响。下一阶

段，大国博弈中的舆论交锋仍不可避免；“深刻认识错综复

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

识”尤为重要；坚持开放创新，在变局中寻求新发展机遇依

然可期。

（二）新业态、新科技增长强劲，在发展变革中走向规范

疫情期间，各界对“线上”与“实体”的认识有所变化，

两者并非单纯的替代关系，更可以互相促进。外卖骑手、线

上主播等行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平台经济”联结了



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央视、淘宝联合发起“谢谢你为湖北下

单”公益直播等事件舆情热度颇高。科技赋能业态发展，商

业布局分化显现，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备受

期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可比价格计算，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可以看出，我国复工

复产成效显现，经济发展韧性强，回旋空间大。但同时，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前，舆论聚焦“产业升级”问题，

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工业互联

网等话题升温。今后，自主核心技术、科技成果、产业链水

平等话题，将受到舆论持续性、常态化的关注。

技术快速发展、应用场景多元，也给网络综合治理带来

了挑战。智能化技术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但若使用失当，

将带来侵损隐私权、强化圈层壁垒、加剧“数字鸿沟”等问

题；视频化内容“在场感”较强，更有助于情感联结，但易

滑入“泛娱乐化”乃至“低俗化”陷阱。因此，做到“及时

应变”，调整规制范式，提升治理能力尤为重要。《网络信

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网

信办决定自 2020 年 7月 24 日起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商业网

站平台和“自媒体”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突出问题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集中整治。下一阶段，广泛应用前沿科技、全面测量

社情民意、充分凝聚舆论共识的机制，将进一步发展和规范，



如何扬长避短，充分造福经济社会发展是持续聚焦的话题。

（三）疫情不确定性考验各领域，积极处置弥补安全感缺失

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犹如一场大考，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在这次检验中，全国各地、各部门果断出击、妥善应对，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积极抗疫赢得民众

认可。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波及政务、金融、医疗、教育、

旅游、餐饮、交通、国际关系等各行业，多领域谋求重新布

局。此外，境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疫情反复，

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山东接连被曝光多起

冒名顶替事件、贵州安顺坠湖公交司机蓄意报复社会、杭州

“深夜离奇失踪”女子被害等社会热点案件，激发舆论焦虑

情绪，引发教育、贫富、家庭等多元讨论。多重不稳定因素

共同作用下，局部出现的社会心理安全感缺失受到重视。

世卫组织专家预判，疫情至少将持续 1-2 年，各方需着

眼长远进行布局，面对疫情带来的改变，把握机遇，迎接挑

战。具备敏锐风险感知能力的同时，还需紧抓舆论导向，重

视提升社会安全感。因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下阶

段更应加强舆论引导，针对舆论焦点议题予以积极回应，依

法依规处置，使消极情绪回归理性轨道。与此同时，还需关

注“显舆论”与“潜舆论”背后的网络民意，对网络舆论传



播的环节、质量、流向、流量和导向等各环节监管调节，培

养积极向上的舆论风向，勾画新阶段的发展蓝图，凝心聚力

应对疫情不确定性及复杂环境带来的变化。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王佳 李扬 张谢君 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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