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毒肆虐時，黨媒在忙什麼？                                      

 

在對新冠肺炎傳播之初的同期新聞報道作回溯性研究

時，我讀到這樣的句子： 

 

「有些動物身上可能攜帶病毒，如果隨意寄遞會產生疫

情擴散」（《人民日報》，2019.12.16，7 版）。 

「將圍繞重大傳染病疫情防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

置……修訂一批急需的國家標準」（《人民日報》，2019.12.25，

17 版）。 

「人類正洋洋得意於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

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準備」（《長江日報》，2019.12.19，

13 版） 

 

是在說武漢？不。上述第一條批評「快遞活物」，第二條

報道全國衛生檢疫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成立，第三條出自一篇

書評。這些使用了關鍵詞「病毒」、「疫情」、「公共衛生事件」

的報道，和新冠肺炎無關。 

 

我的語料庫是中共黨報，重點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

日報》、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中共武漢市委機

關報《長江日報》以及《湖北日報》旗下的《楚天都市報》。

觀測時段，從 2020 年 1 月 1 日（媒體報道武漢政府發佈疫

情通報）到 2020年 1月 26日（媒體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會召開會議研究疫情防控）。 

 

傳媒語境：政治的新年 



 

 

中國領導人沒有凡人的元旦和春節，新年是他們的政治

舞台。我們無法得知中宣部歲末年初的部署，但可從近三個

月媒體語象看到清晰的輿論導向。 

 

 

 

觀測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人民日報》加全國

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機關報，我發現一個現象：有四

個原本已屬「燙」級的關鍵詞語，2020年 1 月比 2019 年 12

月，使用篇數又同步騰高。「兩個維護」（即「維護習近平總



書記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和「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實況，可以證實當

局發動了對領袖宣傳的新攻勢。「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

康」的升高，蓋因 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勝之年」，全面建

成小康「收官之年」，這是領袖豐功偉績，衝鋒號已吹響。新

年太重要了。無論是營造「歡樂祥和」的氣氛，還是報道領

袖在新年的頻繁亮相，這四個關鍵詞語都是聚焦點。 

 

不幸，肺炎來襲。 

 

 

 

20 個《人民日報》頭版 

 

2020 年 1 月 1 日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整整 20 天，《人

民日報》對武漢疫情只字未提。下面是 20 天的 20個《人民

日報》頭版： 



 

這 20 個《人民日報》頭版，的確是執行「兩個維護」

的典範。20 天，有 19 個頭版頭條和習近平有關。其中有他

的三次講話、他主持的三次高層會議、他的兩篇外訪報道、

一次表彰、一篇文章、一個書訊、一次座談、一次命令、一

封信；還有 4篇冠以「總書記來過我們家」欄題的脫貧報道。

20 個頭版上，有 66 篇的標題有「習近平」三字。 

 

1月 21日，《人民日報》上終於出現了他對疫情的指示： 

 

 

指示未置於頭條，頭條是他在雲南視察軍隊。 

 



地方黨報在幹什麼？ 

 

自 1 月 1 日武漢衛健委發佈疫情通報，到 1 月 21 日，

時間已流逝 20 天。中共的體制，黨管一切。黨報的讀者——

各級公費訂閱黨報的黨組織和黨員，是執政的骨幹。這 20天，

湖北省境內的黨報對迅速蔓延的疫情有何反應？ 

 
1月 2 日，《楚天都市報》報道，有 8 人在網上散布「病

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警方處理。 

 

《楚天都市報》是《湖北日報》的「子報」，如同《南方

日報》的「子報」《南方都市報》。這類市場化報紙，在 2003

年非典和 2008 年汶川地震時曾勇敢披露真相，大膽發表意

見。但 2008 年後，特別是 2013 年後，市場化報紙已在嚴苛

管控下與黨報大同小異。 

 

1月 6日，《楚天都市報》

報道了有上萬人次到場的高

校藝術招生咨詢會。同時報

道武漢兩會開幕，以及武漢

衛健委對於疫情的第二次通

報： 

 

   通報稱，「59例患者均已

排除 SARS 等呼吸道病原」。

衛健委向社會釋放的樂觀信

息，呼應了「武漢進入兩會時間」的喜慶氣氛： 



 

 

 

武漢兩會沒有提及疫情，市長周先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僅泛泛要求「加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提高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應急處置和醫療救治能力」。兩會於 1 月 10 日閉幕。

對於疫情，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1 月 10 日見報的這一消息，和兩天後武漢衛健委發佈

的肺炎確診通報，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視若無

睹，無一字披露。繼武漢市後，省進入「兩會時間」。 

 



 

    1 月 11 日、12 日，湖北省政協、人大會議相繼開幕。

在 12 日省長王曉東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 384 字的一節談

存在問題，未談疫情；有 267 字一節專論公共衛生，提到「沒

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也未涉及新冠肺炎。他高

談「把老百姓的‘急愁盼’問題當大事做、往實處做、盡全

力做，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卻

對病毒肆虐時湖北人民的所急、所愁、所盼無動於衷。 

 

諷刺的是，王曉東的報告 1 月 21 日在湖北日報發表，

同日習近平對疫情的指示見報。報告文字無法與領袖指示對

表，留下政府施政嚴重失誤的鐵證。 

 

事實上，《湖北日報》關於省兩會的報道，在該報頭版

頭條里還算少見的原創。縱觀 1 月 1 日至 20 日該報頭版，

20 個頭版頭條，有 14 個和《人民日報》完全一樣，幾可將

此報看作《人民日報》湖北版。這正是 2013 年以來省級黨媒

的典型樣式：服從，緊跟。它是辦給中央領導看的，不是辦

給普通黨員幹部看的。 

 

有必要指出另一個重要事實。1 月 7 日，湖北省委書記

蔣超良主持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集中學習，內容包括習近平

關於應急管理工作的論述和中共宣傳工作條例。蔣要求「堅

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加強應急管理工作和應急能力

建設，堅決扛起防範化解重大安全風險的政治責任。要以對

人民極端負責的態度，做好公共衛生防疫工作，加強公開透

明的信息披露」。純屬空話——其後兩周的事實證實了這點。 

 

2020年 1 月 20 日，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刊登

8 個版的「媒體責任報告」： 

 



 

 

 

 

  其前言稱：「我們隨人流湧動，人在哪裡，我們就奔

向哪裡。我們擁抱互聯網，向雲出發，而媒體責任始終不

變……」。「民呼我應」？又是一個反諷？ 

 

春節臨近，湖北沒有預警。武漢衛健委的 4次通報，大

事化小，給民眾派了子虛烏有的定心丸。黨媒在全力營造歡

樂祥和的節慶氣氛，這是 1月 17日、19日、20 日的《楚天

都市報》。政府惟恐百姓不雲集，人頭不攢動！ 

 

300多村民吃餃子宴： 

 

 



4 萬家庭吃團年飯： 

 

      

    鼓勵旅遊，派發 20萬張免費旅遊券： 

 

    甚至到了習近平防疫指示已公開報導的 21 日，湖北省

委省政府還舉辦了春節團拜會和文藝演出（22日的《湖北日

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均未報導此事）： 
 

 

 

     遭殃的是武漢、湖北乃至全國各地的老百姓。 



 

劫難時刻的歡樂祥和 

 

2020年 1 月 21 日，習近平對疫情作出指示，中國本應

進入抗疫時刻。然而回看《人民日報》，令人難以置信：22 日、

23 日、24 日、25日的頭版頭條，都與抗疫無關。 

 

版面安排本身就是一種話語。黨報的頭版版面，是黨的

政治話語的鮮明呈現。且讓我們對這 5 天的《人民日報》頭

版，逐日細看： 

 

 

22 日的頭版報導習近平對全國人民的新春祝福。報導

顯示，習近平 17、18 日出訪緬甸，18 日回到雲南（他對疫

情的指示，應是到雲南不久作出的），19-21 日，他在雲南

「看望慰問各族幹部群眾」，行程的主題是「脫貧攻堅」、

「全面建成小康」。他數次到人群集中到地方，而就在 21 日，

國家衛健委確認昆明市出現首例輸入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他在雲南曾強調「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但從報

導看，他的活動與抗疫無關。 

 

23日的頭版頭條，報道

了習近平等人「看望老同

志」。這篇報導緊扣“兩個

維護”主題,罕見地羅列了

111 位前高官的名字，重點

是強調老同志們「高度評價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

國各族人民所取得的歷史

性成就，對習近平總書記作

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

心表示衷心擁護。」。 

 

 

 

24 日，農曆除夕，頭版頭

條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春

節團拜會（由此可見湖北團拜

實屬“規定動作”）。習近平

發表了文采斐然的講話，號召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

戰脫貧攻堅」，充滿感情地說

「時間不等人！」「我們必須

同時間賽跑」。恰此時，新冠病

毒已跑在億萬中國人前。團拜

講話未提抗疫。 



 

 

25 日，初一，版面右側有兩條抗疫報道《武漢，分秒必

爭抗疫情》和《緊急馳援 共赴時艱》。任何一條都完全應該

置於頭條位置，然而頭條又是冠以「總書記來過我們家」欄

題的脫貧報道。這就是政治。 

 

從 22日到 25 日，大批黨員、幹部和老百姓疑竇叢生：

在非典開始抗疫、汶川地震開始抗震時，中央領導已到現場，

為什麼此時沒有一個常委到達武漢？恐懼、慌亂、無助的人

們，此時還有什麼心情「歡樂祥和」？《人民日報》我行我

素，言不及“疫”，這種實際上有損領導人形象的宣傳安排，

會不會是習近平斥責過的“高級黑”？ 

 

不能追問黨報總編。年初以來的黨報版面，其實早已被

「訂座」；因為領導人的活動，早已預設。無論出訪、視察慰



問的行程，都早早確定；無論新年賀詞、團拜講話，都早早

擬就。不能抱怨舞台上的主角。中共的體制如同一頭巨象，

任何飛來橫禍都難以改變它的笨重步態。 

 

 

26 日，全國媒體報道了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

議。至此，真正的抗疫模式開啓。此後的黨媒將上演另一套

戲碼。 

 

 附記：在檢索 2019.12.1-2020.1.20《人民日報》時，我發現

有 7 篇文章使用「病毒」一詞，但都非實指，而是借喻，且全

部引自習近平對黨員的要求「去雜質、除病毒、防污染」。我非

常贊同他的話。對近兩個月黨媒的觀測表明：禍國殃民的體制

病毒，已到了非清除不可的時候，「時間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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