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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报道中如何理解与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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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科普报道中，要做到对数据的正确理解与使用，首先应在充分了解科学规律的基础上，确定数据
是否与科学规律吻合。其次，警惕某些特殊数据和指标背后的统计谬误。第三，要重视民意调查数据中隐藏的
虚假成分，不能仅仅考虑公众的态度，一定要观察大部分公众的实际行为，并以此作为校正公众态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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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科普报道，是指媒体对重大的科

因素提出质疑。因此，在科普报道过程中，

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与公众生活密切相

记者对科学问题和科学方法的普及性解读，

关的科学方法进行普及性传播的一种形式。

必须对其中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学会正确

由于科普报道是科学普及中最普遍的一种方

理解和使用数据，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公众理

式，因此，在这种普及性的科学传播过程中，

解科学的水平。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讨

经常出现令公众和媒体十分困惑的问题，这

论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数据。

就是如何理解和使用数据。如果一项科普报
道向公众介绍了一种疾病的新疗法，那么这

1 探索数据背后的科学原则

种新疗法可信吗，或者说这项研究结论是否

1.1 寻找某些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在某些存在偏差或疑问的数据中得出的？假

在卫生保健研究领域，对于该吃什么才

如一位环保人士说工业垃圾会使 30% 的人群

能保持健康，专家们莫衷一是，对于生病了

诱发癌症，而一名企业家愤怒地予以否认，

该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也在不断改口，甚至

那么谁说的才是正确的呢？作为一名科学记

前后矛盾。在新的研究对他们的疗效和安全

者，别一开始就被这些数据所吓到。要想成

性提出质疑后，越来越多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为一名优秀的科学记者，其实并不需要高深

已经名声扫地。科学界的这些摇摆不定的说

的科学造诣，但确实要有某种科学的探索精

法，在一定程度上让科学背上了污名。但是，

神，对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和其他结论的各种

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状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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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关注的是“什么是真实”这一统计概率，

所导致的罕见而危险的副作用，只有在投入市

结论则是基于“强有力的证据”，而不是等待

场，并被上万甚至上百万的患者服用后才会显

一个难于找到的证据。虽然，自然界和研究

现出来。另一个是统计强度，如果一种污染物

过程的复杂性会导致诸多研究结果都带有不

好像正在使发病率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10％，这

确定性，但是，科学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

未必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关联。如果患病几率高

是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总是在不断改

出 10 倍（就像吸烟者和非吸烟者患癌症的几

进之中，既可以在途中发现，又可以在途中

率之比），两者相关的可能性就很大 [2]。

纠错。如果公众能够理解为什么一名科学家

1.3 在多种理论解释中寻找更科学的解释

只能说：
“强大而有力的证据表明某某可能是

事物的关联本身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具

正确的，为了知道更多，我们还需要做进一

有因果关系，如同公鸡叫鸣不是导致太阳升

步的研究工作，请耐心等待”，那么，一些不

起的原因一样。患者体内发现某种病毒，很

确定的事物就不应该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障

有可能这种病毒只是无辜的旁观者，而不是

碍。只有当我们深入了解一些科学活动的细

病因。所以在做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时，实

节时，才发现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客观和平

验及其他细节的研究也非常重要。

[1]

等的 。
1.2 确保数据与结论的可靠性
一 般 来 说， 一 项 医 学 研 究 的 病 例 越 多，

许多科普报道说，儿童接种疫苗可能引
发自闭症。然而，绝大部分专家认为这只是
巧合，而不是原因。他们说：
“这种‘关联’

一种新疗法成功的概率就越高，气象学家做

只表明儿童常在大量接受疫苗的年龄段出现

的天气观察越多，他们预测下周是否会下雨

自闭症。”因此，让专家担心的是，由于人们

的准确性就越大。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数量

对自闭症的担心，一些家长可能会延误孩子

关系直接影响着一个个真实事件的统计概率。

打麻疹和其他危险疾病的预防疫苗时间。然

在通常情况下，这一统计概率 P 值，用一个

而，对于没有疫苗时，这些疾病所造成的儿

公式来表达，即 P = P{ X < 或＞ C}，X 表示检

童死亡，许多媒体的科普报道却避而不谈。

验的统计量，C 表示样本数据计算出的统计量

研究的时间跨度也非常重要。气候研究

值，这个公式考虑了被研究的病例或事件数

必须考察多年的数据，才不至于被天气的正

量。如果在一项研究中，研究对象的 P 值小

常循环弄糊涂。一种治疗也许使癌症病人得

于或等于 0.05 时，研究结论通常被认为具有

到缓解，但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它是否

统计的显著性。这意味着，100 次试验中只有

有疗效，甚至是否能延长寿命。虽然一些研

5 次（或更少）的结论是由于纯粹的巧合得出

究人员发现长期接触某种危险化学物质的工

的。P 值越小，巧合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换句

人，其平均健康水平比一般人高，但不能因

话说，研究的病例（或其他研究对象）数量

此排除这种化学物质的危害性，因为只有更

越多，P 值就越可信。

健康的工人才能得到和做稳这份工作。人是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概念，第一个是概率，

复杂的，即便是同一个人，每天也会有不同

它是发现某事的可能性。例如，在工作中长

的生理变化，一群人中的变化则更多。因此，

期接触某种可疑化学物质的工人，其癌症并

即使相似的研究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发率不断增长。研究中，观察的次数或人数

甚至有显著的不同。这些都是研究对象的差

越多，找出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一种新药

异性以及研究局限的存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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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广泛的质疑可使你避免步入

研究时，你也可能会发现好的科学新闻。但

歧途。科普报道者经常得问问研究人员，也

对这类研究进行报道时要格外小心，要更多

问问自己：这项研究的数据和结论，还有其

地向其他专家核实。这时，作为科学记者，

他的解释吗？研究持续的时间是否足够长，

你应当询问研究人员：还有谁不赞同你的观

是否足以支持它的结论？

点？为什么？你的发现和结论与其他科学研

1.4 注重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研究等级

究成果有多少吻合？

出于研究成本和其他原因，并非所有的

在长期的科普报道中，实践给了我们这样

研究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有

一条基本原则：聪明的报道者经常用“也许”

些类型的研究更值得你相信。在生物医学研

和“迹象表明”等字眼，而几乎很少用“证

究中，应当特别谨慎对待实验室研究和动物

实”等字眼，这样才能在你的科普报道中，阐

研究，它们能为人类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许

明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增加报道的可信度 [3]。

多流行病学和医学研究采用回溯的办法，回
顾那些旧记录、统计数据或记忆。这种方法

2 警惕科普报道中的平均值、比率和风险

是必要的，但往往又是不可靠的，因为记忆

数字

会消退，而记录又常常是不完整的。前瞻性

2.1 平均值的误用

的研究方法会好得多，这种研究会对选定的

一位名叫赵勇的高一学生到湖边玩，看

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有时长达数十年。

到湖边牌子上写着平均水深 1.3 米，不会游泳

临床病人研究中的“黄金准则”是一种“双

的赵勇想：我身高 1.6 米，大于平均水深，因

盲”研究，病人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治疗组或

此下水不会被淹死。实际上，据记者调查所

控制对照组，控制对照组中的患者只服用安

知，平均水深 1.3 米的背后是湖中央，其水深

慰剂。“双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研究完成

达 3 米，是非常危险的水域。所以，赵勇身

前，科学家和病人都不知道谁将被分配到哪

高 1.6 米，虽然大于平均水深，但是如果下到

一组，从而避免了对研究结果的人为干扰。

比他身高还要深的地方，就会有危险。成都

虽然不太严谨的研究项目有时可能是重

市 2017 年 12 月 12 日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披露：

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相信

全部九个监测点的 PM2.5 指数分别是：108、

严谨的研究。作为科学记者，你得询问各个

104、102、109、70、74、98、112、94，其中

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

离市区较远的两个监测点是 70 和 74，其余七

设计你的研究，在参考你的研究结论时，人

个点都在市区。按国家空气质量标准，PM2.5

们应当注意什么，而且还要经常问，现在是

指数 50~99 为良好，100~150 为轻度污染，这

否还需要开展更确定的研究。

样，成都市区 71% 的地区都是轻度污染，而

1.5 正确对待同行评审的影响力

监测报告向公众公布的结果却是求其平均数

在我国科学界，人们普遍认为，凡是已

为 96，即使是这样一个貌似代表良好空气质

经通过同行专家评审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是

量的平均数，也已经接近了轻度污染的临界

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一

值，按美国的标准已经是中度污染。这样一

定正确，因为评审专家也是人，也有七情六

平均，不仅把成都市 77% 的轻度污染地区的

欲。因此，在这些成果还未进行同行评审的

PM2.5 指数一下从最高值 112 降到了 96，而

科学会议上，甚至是在科学家们刚开始某些

且成都市区全部空气质量均被平均值提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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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等级上。一项乡村扶贫研究披露，一个

在许多科学实践中，正确判定比率的总体及

仅有三十户人家的村庄，由于政府对其中一

相对指标，才是判断比率科学性和正确性表

农户的养殖野猪项目进行了重点帮扶，使其

述的重要前提。

年收入达到了五百二十八万元，其余二十九

2.3 观察风险数字

户农民年收入均在一万元左右。有记者对此

关于环境风险数字，有人引用每吨排放

进行了报道，并计算出该村农户的平均年收

到空气中的某种物质所引发的死亡人数，或

入为（528+29）/30=18.6 万。一万和十八万之

每一万个人中接触到这种物质而死亡的人数。

差，二十九户农民子虚乌有地增加了十七万，

还有一些人引用年死亡数，或用 10 年死亡总

这样的平均值能代表什么？这就使我们必须

人数来表示风险。到底哪种数据更能准确反

要问一问：在平均值背后是什么？是真理还

映环境风险问题，取决于你得到的数据全面

是谎言？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在许多情况

公正的程度。

下，平均值并不能代表总体的平均分布水平，

遇到相对风险和绝对风险时，要注意它们

只有在极差（总体中统计样本的最大值与最

之间的区别。以健康风险为例，相对风险是测

小值之差）非常小的情况下，平均值才能接

量患病或机体失调风险增加程度的一种方法。

近总体的平均水平，才具有实际意义。

比如：一项研究总结了接触某种化学物质而患

2.2 比率的混淆

特定癌症的风险是没接触过这种物质的人的两

比率是通过计算有关指标之间的相对数，

倍，那么相对风险就是 2。但就总的受影响人

即两数相比所得的值，也叫比值。它是进行

数来说，与罕见疾病的大风险增长相比，常见

分析评价的一种方法，主要有相关比率分析

疾病哪怕是小风险增长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法、构成比率分析法和趋势比率分析法。科

绝对风险概念就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了，它计算

普报道中最容易混淆的比率是构成比率，例

了每千人每年的发病数。计算相对风险对于发

如，有一项报道称：据国际民航组织 2013 年

现潜在威胁很重要，而计算绝对风险则对公众

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台湾是全球飞机失事

健康或临床作用很有用。

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过去 10 年飞行失事率是
[4]

此外，还应谨慎观察风险的群发现象。当

美国的 10 多倍，也比大陆高出许多 。与其

你根据某些媒体的报道，得知大量癌症病例在

他许多误用比率这个词的报道一样，这篇报

一个街道或乡镇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做

道根本就没报道比率，只写了死亡人数和坠

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但不用惊慌。我们国

机总数。后来不得不刊登“更正”，指出每 10

家有这么多村社，偶尔有几个村社比其他村社

万次飞机的事故次数（比率）正在逐年上升。

出现更多的癌症病例，这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在这篇报道中，如果标题更正为“飞机失事

但是，从这些研究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承担

次数创 10 年新高”，既包含了正确的比率关

风险的正确对象。有人说：
“他们怎么知道这种

系，也比原句精炼了许多。还有一项报道称，

东西不会造成伤害？”虽然科学自身并不能做

目前中国有 2% 的年轻人为艾滋病毒的易感人

反向证明，但受害人有举证的义务 [5]。

群，这句话的错误就在于比例构成的总体没
有圈定，只有在有混乱性交易等情况的高危
年轻人群中，才有这样的比例，不属于这种
高危人群的年轻人中不存在这种比例。所以，

3 不可轻视的民意调查数据
当代民意调查方法仍然沿袭一般社会调
查的基本方法，即以实证主义与现代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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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基本理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科学的分析之后才可相信。例如，被采访的

直接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数据资

人必须是总人口中随机抽取的样本，而不是

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公

我们指定抽取的，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统计学

众的社会态度，从而把握民意的走向。然而，

上的“大数定律”。有些电视科教节目经常通

“民意”在“社会态度”与“公共舆论”真实
性的获取中并非完全一致。

过电话来进行民意调查，但这种调查的对象，
只是该节目的观众，在这些观众中只有那些

一般来说，被调查主体的社会态度具有

有强烈意见要表达的人才可能打电话，因此

相对稳定性。但是，在特定情境下，公众的

致电者不算随机样本，这种民意调查也不科

具体行为会出现权宜性、伪装性和暂时性，

学。通常来说，一项民意调查，被访问者越

并与自身所持的真实社会态度相背离。简单

多，抽样误差就越小，民意调查的正确性就

说来，就是在特定事件的问卷调查中，民众

越大。此外，要精心设计民意调查中的问题，

的个体认知与公共认知在认识层面上，具有

以排除任何可能诱导受访者以某种特定方式

正向一致性，但是，基于“成本—收益”的

来回答问题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

价值权衡，公众的实际行为选择恰恰走向反

学记者，我们要问一问：这种民意调查的结

面。 例 如， 发 生 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 的“ 中

果到底是如何对受访者提问的？谁为该项民

[6]

国大陆抢盐事件” ，大多数民众的行为选

意调查出资？而且，民意调查只是人们在某

择，其实都是基于个体理性在特定环境下对

个特定时刻的说法而已，人们的说法有可能

利益和风险的权衡，最后使个体的行为选择

发生变化，这是民意调查和所有科学研究的

走向了公共认知的反面。例如，面对日本核

基本属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查看具体数

辐射可能影响中国的所谓“谣言”，在个人理

字，问问自己，对民意调查或研究的结论是

性上，基本都认定它是一种“谣言”，即与社

否还有别的解释？要考虑到任何可能存在的

会认知的公共理性相一致，但在实际行动中，

有意无意的偏差，并且牢记不确定事物中的

却采用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社会态

确定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获取的数据

度。 因 为， 相 信“ 谣 言 ” 的 交 易 成 本 很 低，

资料基本或完全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我

只需支付几十元“抢盐”代价，就可规避不

们才能将科学普及真正做到准确无误。

可预期的社会风险，而不相信“谣言”的交
易成本很高，万一真的发生核辐射扩散，损

4 结语

失无穷。因此，我们的科学记者，在此情况

综上所述，科普报道中，真正做到对数

下，如果完全相信调查的民意数据，即公众

据的正确理解与使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不相信谣言，完全保持公共理性，闻风不动，

去考虑。首先，必须尊重数据背后的科学规

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参与抢盐的民众的

律。科学数据只是某些科学规律和知识的外

行为选择与社会认知的公共理性相矛盾。但

部表征，它本身既不是知识也不是规律。只

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谣言而盲动，大多数的

有在充分了解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确定

抢盐者，实际上都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数据是否与科学规律吻合，是否具有科学意

当然，民意调查数据也同时让我们知道

义，从而判断数据是否准确而有效地解释现

公众是否希望我们进行更多的科学探索或其

实问题 [7]。其次，警惕某些特殊数据和指标

他科学研究，但是，民意调查数据必须经过

背后的谬误。平均值的科学意义在于解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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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中的大部分样本分布规律，其先决条

机或灾难，公众在社会心理机制中的“从众

件是样本之间的性状差异很小，否则，它不

心理”作用下，他们的态度容易取得一致，从

但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而且还会产生荒谬

而表现出貌似统一且经过实证的态度指标。但

的结果。比率和风险数字误用的主要根源是

是，个体的行为会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其外

调查对象所在总体边界的不确定性，只要总

在表现则是另外一回事，甚至与被测态度完全

体边界科学准确地确定了，各种比率及风险

相反。因此，分析与使用民意调查数据时，一

指标就能客观正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状

定要观察大部分公众的实际行为，并以此作为

况和风险的严重程度。再次，要重视民意调

校正公众态度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的科普

查数据中隐藏的虚假成分。面对一场社会危

报道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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