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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温，日本

港口城市横滨四万名居民通过社交网站Twitter收

到该市危机控制中心发出的一则令人震惊的信

息：“北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这则信息清晰

表明导弹正冲着横滨市飞来。

谢天谢地，Twitter后来证实上述警报信息不准

确，信息很快从网上删除，一位面带难色的政府

官员对媒体记者解释说，“我们曾使用Twitter对

[类似事件]进行过应急信息发布演习，但不知什

么原因演习信息不慎被误发出去。” 乌龙信息的

影响终归小于导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民众的反

应该有多么的强烈。

横滨导弹危机谣传只是近年来一连串“网络谣

传”案例之一。“网络谣传”是指在无恶意的情

况下通过互联网渠道传播的虚假信息或不准确的

信息。在横滨导弹信息谣传中，大量的信息散播

源于那些好事的Twitter用户。

过去两年这种互联网恶作剧和过度渲染行为在许

多国家造成困扰，其中包括英国、美国、中国、

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有数据显示，到2017年

全球网民人数将从24亿增加到36亿（接近全球人

口总数的一半），可想而知类似现象的发生将越

来越频繁。

上述趋势蕴含的种种风险令各国政府和企业感到

不安。世界经济论坛在《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

中首次提及网络信息谣传，报告警告称“对于社

交网络肆意传播的谣言，如果不有效澄清，则

可能产生惊人的破坏力。”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风

险提示。2013年德勤研究报告《战略风险分析》

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多数公司高管认为声誉

真相与
谣传
互联网对谣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博

然思维的Barney Southin和Louise 
Ward对网络谣传风险进行了解析。那

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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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是企业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在

2010年的问卷调查中声誉风险位列第

三位。

互联网信息谣传蕴含的风险有多大？

可采取哪些行动来控制这一风险？

当然，谣言引发恐慌情绪所带来的危

害并非新鲜之事，最出名的案例可以

追溯到1938年。当时美国著名导演兼

演员Orson Welles出演由英国小说家

H.G. Wells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

世界大战”，演员Welles生动逼真的语

言效果引起美国民众的惶恐情绪，他

们真以为外星人已经侵入美国领土。

令人不安的是，信息传播速度和信息

全球化两方面的因素令网络在谣言散

播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近一

起网络谣传事件发生在2013年春天，

当时美联社Twitter账户对外发布了一

则虚假信息，称白宫遭到攻击，总统

奥巴马受伤。在谣言澄清之前的短暂

时间内，美国股市上千亿美元资产蒸

发（参见右下图），事后黑客组织叙

利亚电子军（Syria Electronic Army）声

称对该起事件负责。

被誉为“大众媒体预言家”的哲学家

Marshall McLuhan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撰

文指出，现代大众传媒的特性意味着

人们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变得比内

容本身更重要—“媒介本身即代表所

传达的信息，”他写道。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诞生推动了信息

不间断的实时传播和散播。不仅如

此，数字媒体激发了人们相信坏消息

或虚假信息而怀疑好消息的本能，从

而加深了对真实信息的偏见和误解。

这些都是有例证可循。

Gilad Lotan是美国高科技孵化公司

Betaworks的首席数字科学家，他在

2012年哈佛大学一次有关“数字媒体

的真实性”的研讨会上，以真实的

研究事例展示，虚假信息在符合时

代特点的条件下具有难以摆脱的特

性。Lotan跟踪研究了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新闻网（NBC）纽约记者站通↓过

 面临网络谣传威胁的企业基本上要应对两

方面的压力：内部和外部。从公司内部而

言，压力可能来自情绪不满的员工或IT系

统故障。来自外部的压力则无时无刻不存

在。

当然，防范是最佳选择，因为要想控制和

修复谣传所造成的损害，难度非常大—尤

其是通过公司Twitter账户等正式渠道发出的

谣传信息。

建立公司完善的社交媒体治理机制和开展

知识培训对于降低风险大有裨益，具体内

容包括明确专人的角色和职责，针对发布

信息的内容、用词和语气进行规范指导，

以及了解每类信息渠道清晰的用途目的，

包括危机期间成立网络社交媒体工作小组

等。

欧美各大公司发现全面禁止员工在上班时

间使用工作电脑登录社交媒体并非良策。

一方面禁令执行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在

美国等一些国家，相关禁令可能违反劳动

法规。

对于外部网络谣传，监测社交媒体信息十

分重要—不仅局限于Twitter 和Facebook：有

效监测社交媒体有助于企业尽早发现谣传

信息来源。在此基础上人为介入也十分关

键，因为数字监测工具的优势在于采集数

据，但是其数据分析能力仍然较差。

企业应密切关注网络上的“影响势力”：

即有能力在互联网上控制企业声誉的个人

和机构。一旦谣传信息开始传播，这些“

影响势力”便转发并散播信息，在这种情

况下要纠正信息将极其困难。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先期投入时间和资源

发现相关“影响势力”并改善与其之间的

关系，这些“影响势力”则可以成为阻止

虚假信息散播的有效同盟军。举例而言，

公司在发表声明或更正信息中，要想取得

公众关注，需要通过具备巨大传播能力的

第三方推动才能得以实现。

如果网络谣传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担

忧，那么还有更糟糕的网络信息风险等

着企业去面对，即出于恶意目的通过数

字媒体传播虚假信息—“恶意假信息”

（“disinformation”），具体形式包括黑

客攻击和各种网络骗局。

企业好似航海的水手，它们可以通过预测

恶劣天气或者关注潮汐变化达到安全航行

的目的。然而，网络社交媒体最终将遵循

自身的荣衰规律来演变发展。

防范是管理网络谣传风险
的最佳对策

白宫遇袭？

2013年4月23日，叙利亚电

子军攻击并窃取了美联社的

Twitter账户，它通过该账户发

布虚假信息称白宫遭到攻击，总

统奥巴马受伤。消息一经发布引

发美国股市暴跌，导致美股市值

瞬间蒸发1,365亿美元。该生动

事例显示，恶意假信息有可能造

成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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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社交网站发出的一则错误消息，

该消息称纽约警察局驱走了占领华尔

街抗议示威现场的NBC直升机，同时“

关闭了抗议示威区域的飞行领空”。

这则Twitter消息发布于2011年11月17

日，即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活动组织

的“全球行动日”。当日因警察清理

了纽约城一所公园内的示威营地引发

警方与抗议者对峙升级。 “当时的气

氛充满火药味，大家都认为暴力一触

即发，” Lotan回忆道。

NBC的Twitter消息发出五分钟内旋即

被《纽约时报》等主要新闻机构的记

者转发，消息快速扩散开来并引来各

种愤怒的评论留言，如“这就是民主

国家干出的好事儿。”

接下来的五分钟内，纽约警察局通过

Twitter网站辟谣称“纽约警察局从未

关闭飞行领空，纽约警察局亦不具备

此项权力，”NBC也很快发布更正信

息。然而最初的错误信息早已失去了

控制，更正后的准确消息被淹没在失

实消息的喧嚣之中（见下图）。

“人们更愿意转发他们希望成为现实

的消息以及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价值

观，” Lotan表示，“失实信息的传播

范围是否总是超过更正后的准确信息

呢？不一定…但是我可以比较有把握

地说一则消息越具有煽动性，就越有

可能被广泛传播。”

BARNEY SOUTHIN是博然思维伦敦办公室副董

事，擅长为客户提供有关数字及社交媒体的传播

服务

LOUISE WARD 是博然思维纽约办公室客户总监

失实信息可能对政府或企业带来严重

损害，对于个人声誉也可能产生长期

影响。英国政治家McAlpine爵士就曾

经成为失实信息引发广泛关注的受害

者。2012年11月英国BBC电视节目在

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报道称McAlpine

爵士有不当行为，节目播放后引发大

约10,000条Twitter消息的发布和转发。

该报道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媒体进

行了澄清，McAlpine爵士获得了巨额

赔偿，其中BBC赔偿了18.5万英镑（相

当于30万美元）。此外，他还得到众

多Twitter名人的支持，如英国众议院发

言人的妻子Sally Bercow发布Twitter留言

表示：“我希望其他人真正明白转发

消息可能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切实的伤

害。”虽然BBC公开声明McAlpine爵士

完全清白无辜，并公开道歉和补偿，

但是这一案例表明从互联网上删除业

已发布的失实信息有多难，甚至是不

可能的事情。

虚假信息的过度传播会造成公众的反

感，并产生据有讽刺意味的恶果。虽

然约束力较低的新兴网络媒体是助长

虚假信息传播的源头，但是公众对传

统媒体的信任度也在不断下降。2012

年美国独立民意调查机构皮尤（Pew）

研究报告指出，仅有56%的美国人相

信从“传统”媒体获取的信息—这是

自2002年此项媒体调查开始以来民众

的不信任度升至最高水平。区分网上

真假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讽刺

幽默类新闻网站所发布的荒唐“新

闻”被一些轻信的读者甚至某些严肃

媒体拿来作为真实消息阅读，如美国

的洋葱新闻（The Onion）曾发布过一

则最荒唐的消息—“超过50美元的消

费开支必须征求财政部的批准。”

中国法律规定传播“虚假谣言”将被

判处最高三年的刑期，欧美国家基

本上反对动用司法手段控制言论自由

的做法。然而，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自

我校正的迹象。LazyTruth和Truthy是

专门帮助互联网用户检验网上信息可

信度的两家网站，此外还有许多成熟

的信息查证网站，如Factcheck.org 和

Snopes.com。

最近发生的一则网络谣传事件，考验

出公众对谣言识别能力的提高。一则

虚假的Twitter消息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前任局长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遭到枪

击，机场已被全面包围。但是与NBC

纽约记者站Twitter上出现的谣言情况

不同，该谣言的更正消息在网上转发

的数量迅速超过和压倒了谣言本身。

但未来“真相”能否继续战胜谣言和

恶意假信息的传播，这将引起人们的

兴趣。。  

不要为了吸引眼球而把新闻的真实性抛在脑后

“人们更愿意转发

他们希望成为现实

的消息”
Betaworks公司首席数字科学家Gilad Lo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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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ad Lotan是研究网络媒体的专业人士和博客

作家，他跟踪观察了2011年11月NBC News发
布的一则Twitter消息，该消息称纽约警察局

“清理并关闭了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现场的飞

行上空”。该消息并不属实，官方随后发布了

更正信息，但是Lotan的研究表明虚假信息

（以信息转发次数衡量）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

更正后的准确信息。

  虚假信息   更正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