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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披露与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中国大城市的实证研究 ∗ 

 

马  亮 

 

[摘 要] 新闻媒体在塑造公众对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关

媒体披露与公众食品安全感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却不多见。利用中国 38 个大城市

的多源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新闻媒体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对公众食品安全感

的影响。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披露的食品安全事件越

多，公众感知的食品安全水平就越低，表明媒体披露是消费者食品风险认知的关键

影响因素。本文还发现了媒体披露的网络放大效应，即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显

著增强了新闻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负向影响。本文对上述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

和政策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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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由于政府监管体制缺陷和社会道德水准下滑，

食品安全日益成为中国人面临的重大问题。[1]食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

当其安全出现问题乃至危机时，将会导致人们的心理担忧和严重的社会恐慌，并

引发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的下跌。[2]相关机构的多次大型调查都显示公众对

食品安全缺乏信心，对食品安全危机充满忧虑感。中国社会科学院[3]在 2006 年

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公众在 7 类安全感指标中对食品安全最不放心，36.7％认为

“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 2011 年底《生命时报》[4]对北京等 7 个大城市居

民的调查显示，人们对食品最缺乏安全感，比例达 68.6%，远高于对医疗、物价、

交通和住房的安全感。《小康》[5]在 2012 年的调查显示，63.7%的受访者认为食

品安全形势严峻，80.4%的人对没有食品安全感。中国社会科学院[6]在 2012 年对

大城市的调查表明，53.52%的受众对食品安全“非常担心”或“担心”，“还好”

的占 34.28%，“放心”的只有 11.28%，非常放心的仅有 1.11%。当食品安全问题

成为人们的头等大事时，探讨公众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与上述公众担忧不同，经济学人咨询部开发了全球食品安全指数并对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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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排名，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在 2013 年的得分是 60.2（满分 100 分），排名第

42 位，整体表现较佳。[7]相对于其他欠发达国家，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食品

产业链较为健全[8]，但为什么公众仍对食品安全状况如此担忧？哪些因素在决定

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一般消费者很少接触食品安全事件，他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既来自其他人的经历和道听途说，也源于新闻媒体披露的信息。[9]当食品生产与

流通的专业性越来越强、环节越来越多时，消费者与食品的距离也越来越远，需

要依赖第三方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信息。[10]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

法》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

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11]对北京和上海的调查发现，

消费者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主要来自广播和电视、互联网以及报纸和杂志，总计

占 86.2%，很少来自亲戚、专家、商业广告和包装信息等。[12]新闻媒体对食品安

全事件的信息来源和报道方式将深刻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公

众的食品安全感。[13] 

目前针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围绕监管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而少有研究从

公众食品安全感的视角进行考察。[14-15]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公众食品安全

感的影响因素，为我们认识不同群体的食品安全感提供了证据。[16,17]总体来看，

在中国情境下实证分析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着眼

于从宏观层面考察不同地区公众食品安全感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探讨新

闻媒体报道的重要作用。由于食品安全感是一个依从于文化和情境因素较为突出

的变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需要在中国情境下予以重新检视。本文期望

通过该实证研究填补目前的研究空白，以期更好地理解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中扮

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将这样安排。首先，我们将回顾新闻媒体与食品安全感

的相关研究文献，并提出有待验证的研究假设。其次，我们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

和变量测量方法，并报告本文的主要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我们对本文的研究发

现及其理论和实践启示进行讨论，并指出本文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理论与假设 

（一）文献综述 

新闻媒体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建构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对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感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新闻媒体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对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对食品安全的媒体效应进行研

究。Tucker 等（2006）[18]对美国俄亥俄州 4014 名居民的调查发现，居民对媒体

的依赖性影响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水平。Vilella-Vila 等（2008）[19]比较了英国和

意大利的媒体报道对居民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的确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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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态度，但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则不受影响。De 

Jonge 等（2010）[20]对荷兰 4 年的纵贯调查发现，报纸对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报

道显著影响消费者信心，因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回忆与之高度正相关。

Dillaway 等（2011）[21]采用实验法研究了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信息对消费者购买

行为的影响，发现正面和负面信息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而且这种影响在实

验的 7 周时间里都是持久存在的。 

新闻媒体报道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

的。Fleming 等（2006）[22]对美国密苏里州 524 人的电话调查发现，阅读当地报

纸的频率和对当地电视台食品安全事件报道的关注度都是影响食品安全感的关

键因素，而信息处理策略在新闻媒体与公众食品安全担忧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

应。Kinsey 等（2009）[23]对美国食品购物者的跟踪调查发现，新闻媒体对食品安

全的报道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续

性。Bharad 等（2010）[24]利用该数据的跟踪研究显示，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

报道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国家食品供应的信心。Hill 等（2011）[25]进一步考察

了特定食源性疾病事件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发现胡椒和花生酱的沙门氏菌事件

对消费者信心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面包大肠杆菌事件的影响是负向但不显著的。 

上述研究都从消费者的视角考察媒体报道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缺乏宏观层

面的地区间差异研究。目前仅有前述 Vilella-Vila 等（2008）比较了英国和意大

利的媒体报道及其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周洁红（2005）的研究发现，浙江省城

市和城关镇的消费者对蔬菜安全的认知存在地区差异，而且其购买行为的影响因

素也不同[26]。因此，有必要在目前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宏观层面上媒体

披露与食品安全感的相关关系。 

针对中国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信心和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

多项实证研究。[27]卢菲菲等（2010）[28]对消费者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液态奶安

全性的信任受到消费者对政府、企业和奶站的信任度的影响。崔彬等（2012）[29]

对江苏省的调查表明，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各有关主体的信任以及对政府机构监管

作用的感知都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信任感产生显著影响。Chen（2013）[30]对北京

市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零售商和制造商的信任影响其食品安全感。这些研究都

从消费者个体出发探析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都未将新闻媒体的影响纳入分

析框架。 

王丽等（2011）[31]对中国 4 家媒体有关 5 类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内

容分析，发现它们在信息来源、报道方式和议程设置等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但

并未考察这种差异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的影响。Zhou 等（2011）[32]对南京市的

调查表明，三聚氰胺事件后消费者对奶粉安全普遍担忧，且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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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了解有关。Li（2012）[33]对西安市五常大米“添香门”事件，对媒体的信

任影响居民是否认可专家对潜在健康风险的判断，但不影响居民的认知水平和风

险行为。综上所述，目前国内有关注新闻媒体与食品安全感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还较为少见，亟待加强该领域的研究推进。 

（二）新闻媒体披露与食品安全感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感指其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它会受到新闻媒体对食品

安全事件披露的影响。由于新闻媒体是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如

果食品安全报道较为频繁，那么消费者会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并进而降

低其食品安全感。[34]如果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的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食品安全事

件，那么消费者会认为其所食用的同类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并进而产生对食

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担忧，由此降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感。如果媒体对食品安全的

报道铺天盖地，特别是当所报道是事件就发生在消费者所在的地区，且是消费者

主要食用的食物，那么就可能会使消费者产生食品担忧。 

食品安全属于风险的一种类型，因此媒体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一般理论可以用

于解释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

会影响公众的忧虑感。[35]该理论认为，信息渠道会产生风险放大和风险减弱两种

作用，但前者的作用通常较强，因此信息的放大作用进一步凸显。与正面事件相

比，人们和媒体都对负面事件更为关注和重视，并认为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值

得信任。因此，新闻媒体更热衷于报道食品安全的负面信息。外部事件和风险信

息的可及性会放大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进而导致消费者丧失对食品安全的信

心。[36]综上所述，新闻媒体对食品相关风险的负面影响的报道对消费者的风险感

知产生强化作用，并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食品安全的信息传播与沟通对公众的感知会产生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新闻

媒体都是消费者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参与

者。[37]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认为，新闻媒体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将影

响公众的注意力，并进而影响公众对特定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新闻媒体对

议题的架构和形塑（Framing）可以成为特定地区的社会认识，进而会对置身其

中的公众产生影响。当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重点报道时，消费者会感知

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并自然而然将食品安全问题列入其考虑

的重要议程。[38]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披露会塑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

认识和态度，由于媒体在此类事件报道中有夸大乃至戏剧化的倾向，消费者常常

会因此而产生食品危机感[39]。 

上述理论探讨表明，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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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认知，并继而降低其食品安全感。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新闻媒体对某地区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量同该地区公众的食品安全

感负相关。 

（三）媒体披露的网络放大效应 

值得关注的是，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能否及如何影响消费者的食

品安全感并非一个理所当然的定论，而是需要满足特定的前提预设。如果消费者

不阅读报纸或收看电视节目，那么媒体披露的食品安全事件将不会对消费者产生

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够通过其亲友的人际关系网络获取相关信

息，而新闻媒体的影响是间接的且被削弱。Wahlberg 等（2000）[40]的综述显示，

新闻媒体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并非理所当然。媒体会通过信息的可及性对风险

感知产生影响，但其效应会被个人因素稀释。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及媒体披露对

食品安全感的影响会受到许多因素的调节，媒体扩散的信息量、不同主体对风险

的判断分歧、风险信息的戏剧化程度、风险信息的传播方式、生动图像的呈现以

及公众对监管者的信任等，都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37]。 

结合已有文献，我们认为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存在一个网络放大效

应。如果新闻媒体无法接触其读者群体，那么它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将很难产

生足够大的影响。此前研究多数采用报纸和电视新闻对特定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

篇数，但其局限在于它很难全面反映媒体披露的触及面。例如，有些媒体的受众

更大，有些读者更加依赖电视机而不是报纸去获取信息。即便是同样一篇报道，

媒体的影响也会因为报道类型和事件特征等而有所不同。因此，媒体对食品安全

事件的披露强度不只是媒体报道的数量，而且还涉及媒体的影响面。消费者对不

同媒体类型的关注度是不同的，对媒体披露强度的考察需要将消费者对特定媒体

类型的关注程度纳入分析，才能更为全面地考察媒体披露对消费者的影响[41]。 

当某地区居民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很低时，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

很难构成明显的影响。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消费者与新闻媒体是“绝缘”的，

即便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充耳不闻，媒体披露就很难

对其食品安全感产生显著影响。反之，在一个媒体主导性较强的地区，居民的态

度和行为受到媒体议程设置的极大影响，那么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披露就会对居民

的食品安全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越大，新闻媒体的披露对

公众态度的影响就越大。以食品安全为议题，当公众对媒体报道较为关注时，媒

体披露的食品安全事件越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感就会越低。据此，本文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假设 2：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增强新闻媒体披露对公众食品安全感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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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基于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考虑，我们采用中国 38 个大城市的数据

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这些城市包括 4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

上海和重庆）、27 个省会城市、5 个副省级城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

圳）和 2 个经济特区城市（珠海、汕头）。为了与城市层面的数据匹配，我们还

利用了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如下方面。因变量食品安全感的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的

大型公民问卷调查。自变量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量来自“掷出窗外”

网站的统计数据。其他控制变量来自相关统计年鉴和研究报告。上述数据均为公

开发布，可以确保本研究的可重复性，因此具有较强的信度。 

（二）因变量 

食品安全感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构念，许多学者从诸多方面尝试对其予以刻

画。目前的多数研究都是采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即询问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

忧或信心程度。[42]也有研究采用更为复杂的指标体系，例如有学者发现公众对食

品安全的信心包括乐观和悲观两个维度。[43]此外，还有研究从食品的种类或食品

安全的类型出发，考察消费者对不类型的食品安全的担忧或信心程度。[44] 

本文对食品安全感的衡量非常直接，其题项为：“您对您平时所吃食物的质

量担心吗？”受众对食品安全的评价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从非常担心、担心、

还好、放心到非常放心分别赋分 1-5 分，加总作为各城市食品安全指数。[45]中国

社会科学院 2012 年对 38 座大城市的常住居民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5115 份，平均每座城市达 661 份。在对主要人口统计特征进行比较后发现，样

本居民同所在城市人口总体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的结构分布基本一致，仅有教育

程度偏高，但也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该调查数据可以作为推断各城市居

民的食品安全感的指标。 

（三）自变量 

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披露可以采用主观和客观两种测量方法。目前研

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的个体层面，通常依赖于消费者对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

的回忆和主观判断，在测量精确度方面存在缺陷。对实际发生的媒体披露进行测

量，将有利于精确估计媒体的影响并考察哪些食品安全事件的披露对消费者的食

品安全感产生了影响。[46]已有西方国家的研究都是以全国和地方性媒体的报道为

依据的，并未区分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地区。由于这些国家的食品流通具有全国

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也具有全局性，因此这种研究策略是可行的。[47]尽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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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型食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不断崛起，但中国食品体系还存在明显的分散式和小

作坊式的经营模式，使食品安全事件呈现散点式的多发性。[48]在这种情况下，区

分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地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新疆某地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

能不会对江苏某地的消费者产生明显的威胁。 

吴恒开发的“掷出窗外”网站及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

（2004-2011）》对 2004-2011 年中国正规媒体在主流网站以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为

主题的 2107 篇新闻报道进行了统计分析。有关该数据库的技术说明可以参见《掷

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和《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

调查（2004-2011）》两份研究报告[49]。由于该研究以食品安全事件的事发地作为

统计依据，因此可以作为衡量特定地区食品安全状况的客观指标。 

本文采用“掷出窗外”的统计数据对新闻媒体的食品安全事件报道量进行测

量。由于其调查截止于 2011 年 5 月，我们为了弥补该数据而在“掷出窗外”网

站对其资料库进行重新整理和统计分析，补充和计算各地区 2011 年和 2012 年的

食品安全状况数据。通过其“在线查询”的“地区查询”功能，我们对各地区的

食品安全新闻报道情况进行搜索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 2013 年 6 月底网站资

料库已有 3367 篇新闻报道。本文将各地区新闻曝光数量占该年全国总数的比例

作为反映该年度各地区食品安全危机严重程度的测量指标。该值取值 0 到 1，其

值越大表明特定地区的食品安全新闻报道量越多。 

考虑到对公众安全感的调查是在 2012 年执行的，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在此之

前的新闻报道，采用滞后期的自变量加以估计。由于公众的“健忘”，一般选取

1-2 年作为时间抽样框，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进行跟踪。为此我们分别尝试了 2012

年单年值、2011-2012 年两年均值和 2011-2012 年两年移动平均值共三种测量策

略，以估计新闻媒体报道对公众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受各年度新闻报道的策略影

响，将当年媒体报道的实际值作为指标会存在一定的波动性。简单算术平均法将

两年的新闻报道量等权重加总，但现实情况未必如此。公众对最近的新闻媒体更

关注，而移动平均法则考虑了这种情况，其算法使越近年份的指标赋权越大。相

关分析显示，我们采用的三个测量指标之间高度正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大于

0.95 且在 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主要的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

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较强。我们在后文的回归模型中仅报告采用单年值作为测量指

标的估计结果，其他结果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四）调节变量 

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是一个较难衡量的变量，特别是在地区层面加以考

察时更是如此。“掷出窗外”监测的新闻媒体主要是提供网络新闻的媒体来源，

因此网民比例将是一个衡量新闻媒体报道的覆盖面和渗透率的关键指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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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出窗外”所使用的媒体报道主要来自网络新闻，因此我们利用互联网渗透率

考察媒体报道的影响面。我们假设媒体报道篇数与互联网渗透率相乘的交互项将

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产生最显著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的调节变量是互联网渗透率，即城市人口中具有互联网接入功

能的比例。我们的自变量是省级层面的食品安全报道量，我们的调节变量也采用

了分省的互联网普及率指标，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 2013 年 1 月发

布的《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变量取值 0 到 1，其值越大

表明地区互联网用户比例越高。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互联网接入用户数量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媒体关注度的代理指标，但与分省

抽样调查数据相比，该指标的测量误差较大。 

（五）控制变量 

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考察人

口统计特征和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本文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媒体覆盖面对食品

安全感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主要控制地区层面的因素，而无法对个人特征予以考

察。综合已有文献，我们主要对以下可能影响公众食品安全感的因素进行了控制。 

首先，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

因此需要对其予以控制。我们以取对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该变量

的衡量指标。 

其次，人口规模和食品安全感的关系也需要加以考察。对于人口基数大、居

住密集的地区来说，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将会因为群聚效应而被放大。我们以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各城市常住人口总数（取对数）作为衡量人口规模的

指标。 

本文使用的城市样本在行政级别和地理分布上都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变异都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了上述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例如，行政级别越高，

人口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将地理位置和行政级别的虚拟变量代入模型可能

导致多重共线性威胁，而且没有成熟的理论解释它们对公众食品安全感的影响。

因此，我们并没有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六）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为截面数据，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可以使用普通最小

二乘法（OLS）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本文的城市层面变量是内嵌于各省份的，因

此我们使用对模型估计的标准误进行省份层面的群聚调整。考虑到异方差问题，

我们对模型估计的标准误进行稳健性调整。通过上述努力，我们期望可以提升模

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为了考察本文的假设 2 提出的调节效应，我们对自变量和

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即变量的实际值减其均值），以使调节效应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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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易解释。 

四、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样本城市之间

在公众食品安全感上的差异较大。厦门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最高（0.618），郑州的

最低（0.409）。各地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量存在较大差异，占比最大

的是广东（22.7%），占比最小的是西藏和青海（0%）。与此同时，各地的互联网

渗透率也差异明显，最高的地区是北京（72.2%），最低的是江西和云南（28.5%）。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食品安全感 0.486 0.050 0.409 0.618 
媒体报道量 0.050 0.068 0 0.227 
互联网渗透率 0.454 0.128 0.285 0.722 
人均 GDP 53486.260 20824.250 23600 106880 
人口总数 802.435 581.109 55.94 2884.62 

注：N=38。为方便解读，人均 GDP和人口总数为未取对数的原始数值。 

基于“掷出窗外”网站的数据，笔者根据各省份各年度的媒体报道篇数加总

获得图 1 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某些食品安全事件涉及多个省份或未标注

发生地，因此存在一定的重复统计或缺漏现象。检索显示，该数据库标注“多地

区”的食品安全报道为 548 篇，标记为“很多”的为 1 条。如图 1 所示，中国新

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量在过去 10 年稳步上升，平均每年报道约 256 篇。

虽然 2008-2010 年的报道量有明显下降，但最近两年则再次攀升。笔者截止 2013

年 6 月底的统计显示，仅半年就已有 218 篇新闻报道，可以预计该年的新闻报道

量仍将继续升高。 

 
图 1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的媒体报道量（20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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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掷出窗外”网站；作者自制。 

图 2 显示了本文关注的两个核心变量的散点图。我们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感与

媒体披露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37，但未通

过 0.1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报道量与公众的食品

安全感构成的线性拟合曲线也显示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斜率较大，初步验证了本

文的研究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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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食品安全感与媒体报道量的二维散点图 

（二）回归分析 

在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进行回归分析时，我们首先将所有控制变量带入回归

模型（模型 1），然后引入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媒体披露（模型 2），并在最后引入

本文的调节变量及其与媒体披露的交互项（模型 3）。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媒体报道量  -0.269** (0.118) -0.187 (0.129) 
互联网渗透率   0.121 (0.0824) 
交互项   -1.226** (0.570) 
人均 GDP 0.0310 (0.0200) 0.0567** (0.0222) 0.0391 (0.0300) 
人口总数 -0.00915 (0.0115) -0.0105 (0.0110) -0.0156 (0.0119) 
常数项 0.210 (0.199) -0.0586 (0.211) 0.167 (0.315) 
R2 0.062 0.157 0.250 

注：N=38。括号内为在省份层面上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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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 p<0.1。 

模型 1 显示，本文的控制变量都未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产生显著的影响，模

型的拟合程度较低（R2=0.062），表明控制变量的解释力有限（见表 2）。 

在模型 2 中我们引入媒体报道量作为核心自变量，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程度

明显提升（R2=0.157），说明媒体报道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产生重要影响。媒体

报道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这一点，其效应通过了 0.05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且其符号为负（β=-0.269，p<0.05），因此假设 1 得到充分支持。 

在模型 3 中，我们进一步代入互联网渗透率及其同媒体报道量的交互项，模

型的拟合程度得到明显提升（R2=0.250）。媒体报道量的影响仍然是负向的，但

其回归系数亦略有下降，且未通过 0.1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β=-0.187，

p>0.10）。互联网渗透率的影响是正向但不显著的（β=0.121，p>0.10），而其同媒

体报道量的交互项则是正向且显著的（β=1.226，p>0.10）。结果显示，在互联网

渗透率较高的地区，媒体报道量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较强，因此假设 2 获得支持。 

在图 3 中，我们绘制了互联网渗透率与媒体报道量的交互效应。可以明显地

看到，互联网渗透率位于其第 75 百分位数（59%）时，媒体报道量和食品安全

感的负向关系最强（斜率最大）；而当互联网渗透率位于其第 25 百分位数（34.2%）

时，二者的斜率最小，负向关系最弱。 

图3 互联网渗透率对媒体效应的调节作用 

五、讨论 

.4
4

.4
6

.4
8

.5
.5

2
公
众
食
品
安
全
感
的
线
性
预
测
值

0 .05 .1 .15 .2 .25
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量

互联网渗透率=第25百分位数 互联网渗透率=均值

互联网渗透率=第75百分位数

预测的边界效应



12 

（一）研究贡献 

本研究对新闻媒体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感之间的

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显著负向影响。作为

首次在地区层面对媒体披露与食品安全感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本文对

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公众食品安全感的解释主要有技术和社会过程两种路径，技术路径认为食

品安全感是技术层面的客观事实，依靠技术专家的专业判断即可；社会过程路径

认为社会、传播和文化因素对解释公众的主观食品安全感具有重要价值。[50]本文

的研究说明，食品安全虽然是一个客观技术问题，但离不开其消费主体的主观感

知，社会因素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的分析显示，媒体披露的食品

安全状况同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公众的主观感知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用于评鉴各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高低。 

本研究证实公众对媒体的关注度在媒体披露与食品安全感之间的关系中发

挥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渗透率越高的地区，媒体报道对食品安全感的负

向影响越强。由此可见，媒体报道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受其披露强度的左右，表

明新闻媒体的放大效应的确存在。 

已有针对食品安全的媒体效应研究都是从消费者的个体层面予以考察的，且

对媒体报道量的衡量都是基于全国性媒体的无地区差异估计。本研究首次从地区

层面实证分析了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厘清了针对各地区食品安全事件

的媒体报道对相应地区居民的食品安全感的差异性影响，从而为理解风险的社会

放大框架及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目前有关中国媒体

披露的食品安全研究还不多见，本文的实证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不足，为更

加清晰地认识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二）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如下方面。本文发现媒体披露的食品安全状况同社会

公众的主观感知相互验证，表明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在推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对食品

安全事件的报道有助于提升食品安全议题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地位，并为政

府和公众监督食品企业提供依据。[51]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新闻媒体能够有

效破解食品安全企业披露信息动力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加强对食品安全信息

的披露与监测，减少乃至杜绝瞒报和误报，可能也是提升信息传导效应的重要手

段。 

新闻媒体在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和引导消费者饮食取向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但

过度、失实和夸张的披露可能不利于消费者建立合理的食品安全信心。“好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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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恶事行千里。”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具有网络放大和社会传染效应，食品

安全事件的发生可能导致民众恐慌和社会不稳定。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而

恶意炒作食品安全话题，可能会使消费者误读、误信、误传食品风险并产生社会

恐慌和不稳定等负面影响。[52]当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

主要来源时，如何强化新闻媒体的正面监督作用并减轻其负面恐慌效应，是未来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我们的数据来自大城市，研究结果是否适

用于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考察。由于缺乏各城市的食品

安全媒体披露数据，我们采用了分省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构造

分城市的食品安全媒体披露数据，更为细致地考察二者的关系。 

由于不同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规模和严重程度差异较大，等权重加总的简单

算法可能忽略了不同食品安全事件的不同影响。例如，某些食品安全事件（如三

聚氰胺事件）较为严重，影响范围较广，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可能一次性就完成

了对消费者信心的摧毁。而另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在小范围且严重程度不大，

公众的关注度较低，其影响也会较小。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这些因素，探索

测量各地食品安全状况的更为精细的指标，并将事件导致的伤亡人数、危害程度

和媒体报道频次等加以综合考察。更为重要的是，未来研究可以借助先进的分层

线性模型或多层模型，进一步考察地区层面的媒体报道与个人层面的食品安全感

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揭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过程提供更为精确的证据[53]。 

互联网渗透率可能并非是衡量媒体披露对公众的影响范围的理想指标。“掷

出窗外”采集的数据来源都是互联网新闻，但这些新闻则来自各类正式官方媒体

的信息披露，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等。因此，我们的测量指标只能反映公众对

互联网新闻的关注度，而无法考察公众对其他媒体来源的关注度。未来研究可以

进一步对各类媒体的披露强度进行研究，并综合考察公众对不同媒体类型的关注

度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无法揭示媒体披露与食品安全感的因果关系。未

来研究可以针对特定食品安全事件进行纵贯研究，以期发现媒体披露对食品安全

感的作用机制。许多因素都会对媒体披露是否及如何影响食品安全感产生调节效

应，本文考察了公众对媒体的关注度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其他因

素予以分析。新闻媒体的披露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

接的。消费者在处理媒体披露信息的过程中会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它们将会影响

媒体信息的实际效应。未来研究可以对媒体披露与食品安全感之间的中介变量及

其作用机理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期揭示媒体效应的发生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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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 38 个大城市的多源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新闻媒体披露的食

品安全事件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并考察了公众对媒体的关注度在二者之

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新闻媒体对特定地区的食品安全事件报道

越多，当地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就越强，表明媒体在放大社会风险方面具

有重要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公众对媒体的关注度在媒体披露与食品安全感

之间的相关关系中产生调节效应。 

本研究说明，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报道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影响，而如何维护新闻媒体的独立监督权并同时避免其过度曝光导致的社会

恐慌，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也显示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并非没有根据，而是同特定地区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多寡

息息相关的。当《舌尖上的中国》日益成为人们遥远的回忆时，如何振兴民众对

食品安全的信心，是考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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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verage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Municipalities 

Ma Liang 
[Abstract] News media plays a key role in framing public cognition of food safety, 
but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ir correlation are rare. Using multisource data on 38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s of media 
coverage of food safety incidents 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dia coverage on food safety issues is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suggesting media exposure is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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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antecedents of consumers’ concerns of food-related risk. We also reve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effect of media coverage, in that public attention to media 
disclosur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verage and food safety 
percep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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