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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静虹，女，1971 年 6 月生，河南济源人。现任职于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研

究员、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 

    

一、学习经历 

1、1990.09-1994.06，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2、1994.09-1996.06，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习，获文学（新闻

学）第二学士学位 

3、1999.09-2002.06，中山大学政行系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4、2005.09-2009.06，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习，获传播学博士

学位 

二、工作经历 

1、1996.06---2009.10，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工作，先后任助教、讲

师、副教授 

2、2009.10---2013.06，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工作，副教授 

3、2013.06——至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工作，教授 

4、2011.03--2012.03，教育部委派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三、学术成果 

1、专著 

（1）《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 

（2）《健康传播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 年 5 月。 

2、主持课题 

（1）国家社科 2019 年度一般项目：《网络健康社区的运行机制及治

理模式研究》（19BXW082），（2019.06—2022.10）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互联网与表达权的法律边界研究》

子课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司法理念及制度层面强化网络监督

权的作用研究，（2015-2020） 

（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型健康社区的运行机制研

究》（GD18XXW08），（2018.07—2022.03） 

（4）2018-2019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重点课题：《互联网的健康信

息使用对广东省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2018WT010），

（2018.10-2020.07） 

（5）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 2019 年特色创新类项目：《网络病友

社区运行机制研究》，（2019.05-2021.07） 

（6）广东省科技项目：《新媒体与广东健康科普宣传：渠道、内容、

公众与效果研究》（2014A070702007），（2014.12-2017.12） 

（7）国家社科 2011 年度一般项目:<<微观动员与话语空间建构：都

市集体行动的另类传播>>(11bxw019), (2011.06-2014.05) 



（8）教育部青年项目:《新闻生产中的话语建构：大众媒体都市集体

行动报道机制研究》（10YJC860032）,（2010.10-2013.06） 

（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一般项目:《大众传

媒与都市集体行动互动机制研究》（GD10CXW02） ,（2010.12-

2012.12） 

（10）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霸权与媒介惯例：大众媒体都

市集体行动报道机制研究》(10Y62), （2010.06-2011.12） 

（11）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

用研究》(09wkpy02),（ 2009.12-2012.12） 

（12）中山大学教学项目：《传播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演进及应用》，

2015.06-2016.06 

（13）横向课题“新型社区大健康传播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5.05-

2016.05 

 

3、近年来代表性论文 

（1）《论政治传播中的议题设置、启动效果和框架效果》，《政治学

研究》，2012 年第五期(P111-123)。 

（2）《承前启后：新闻评论之架构效果探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 年第三期（P64-75） 

（3）《“第五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关系刍议》，《学术研究》，2009 年

第二期（P66-69)。 

（4）、《论传媒政治时代的媒体关系管理》，《学术界》，2009 年第一

期（P155-159）,后被《新华文摘》部分转载。 



（5）《试论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论辩中的功能优化》，《学术研究》，

2013 年第二期（P46-51)。 

（6）《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国高等教育》，2013

年第三期（P59-60）。 

（7）《“多元框架整合”:传统媒体都市集体行动报道方式探究--以番禺

垃圾焚烧事件为例》，《新闻大学》，2012 年第五期（P58-64）。 

（8）《论危机情景与政府话语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 年第一

期（P196-201)。 

（9）《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探索与争鸣》，2009 年第

六期（P125-128）。 

（10）《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河南社会科学》，

2010 年第一期（P176-180）。 

（11）《“媒介框架整合”：中国媒体都市集体行动中的报道策略分析—

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的个案分析，《中国传媒研究报告》，

2013 年第一期（P105-119)。 

（12）《媒介生态视角下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当代传播》，2010 年

第三期（P90-93）。 

（13）《博而微则变，微而博则通-微博的信息传播特点探析》，《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二期（P170-173） 

（14）“论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演变”，《学术研究》，2014 年第 9

期。 

（15）“试从免费报纸的生存空间谈传统报业的生存空间”，《河南社会



科学》，2003 年第 4 期。 

（16）“政府公关新课题：议题管理”，《广东行政学院学报学报》，

2004 年第 6 期。被 2005 年第三期《公共行政》全文转载。 

（17）“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南方经济》，广东经济学

会，2003 年第 8 期。 

（18）“试论大众传媒在利益表达中的作用”，《求实》，江西省委党

校，2003 年第 11 期。 

（19）“论中介组织在提高政府效能中的作用”，《岭南学刊》，2003 年

第 3 期。 

（20）“论大众媒体与政策议程构建”，《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

院，2002 年第 5 期。 

（21）“利益表达中的大众媒体”，《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季刊），

2002 年第 4 期。 

（22）“略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原则及其实践提出的三大难题”，《学

术研究》，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03 年第 9 期。 

（23）“试论构建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的良性互动关系”，《广东行政学

院学报学报》，2003 年第 1 期。 

（24）“政府主导的传媒中介式协商:现状及问题---以中山市西区旧城

改造为例”，《学术论坛》，2015 年第 12 期。 

（25）当“知识”传播遭遇“市场”运作— 大众传媒与当代健康/疾病的

知识传播，《前沿》2015 年第 3 期。 

（26）“智慧城市是如何炼成的”，《社会科学报》，2014 年 7 月 4 日。 



（27）“共识型协商——旧城改造报道的另一种可能”，《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社），2016 年第三期。 

（28）“民营医院的大众媒介图像：现状与前景”，《公共关系研究》，

2016 年第三辑。 

（29）《“他人信息搜寻”的预期：基于假定影响模型的网络微观动员

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 年第五期。 

（30）《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以中国网民为对

象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后被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全文采用，2017 年第二期。 

（31）《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谁做什么？引用谁和被谁

引用？——以九本新闻传播类期刊收录的论文为例(2000—201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九期。 

（32）《网络用户健康知识生产差异研究-基于“H7N9 事件”微博的内

容分析》，《新闻界》，2017 年第六期。 

（33）《谁来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人民论坛》2017 年第 20

期。 

（34）《病患就医意愿和健康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

理论模型的构建》，《新闻大学》，2017 年第五期。 

（35）《国家空间嬗变下网络传播框架对主权的冲击及规制》，《浙江

学刊》，2017 年第五期。 

（36）《健康类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丁

香医生”为例》，2017 年中国健康传播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复旦），



2017 年 12 月。 

（37）《政府严格监管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困境探析——基于欧盟《一

般信息保护条例》的分析》，《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8 年第二

辑。 

（38）《病友网络社群的社会支持与信息流动》，《学术研究》， 

2018 年第一期。 

(39) 《区域品牌水果的网购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东莞市“麻涌香

蕉”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 年第四期。 

(40)《比较还是过程：中国当代新闻转型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新

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一期（46-58） 

（41） How Medic–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Influence Chinese Patients，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019 年第一期。 

（42）《泛化与偏见—算法推荐与健康知识环境的构建研究》，《新闻

与传播研究》，2020 年第 9 期。 

（43）《乡村居民社交网络使用与人际交往——基于中国 35 个乡镇

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2 作者） 

（4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新闻与写作》，

2020 年第 4 期。 

（45）Ho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Affect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in Online Health Support Groups?: A Person-

Situa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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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个体调节定向与信息框架对健康信息回避的影响研究》，《中

国网络传播研究》，2021 年 9 月（P25-48），第 20 辑。 

四、获得荣誉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千人计划。 

五、社会兼职 

《武汉大学学报》、《学术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粤港澳研

究》等多家刊物审稿专家；广东省科技厅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

心及出国留学项目评审国家；国家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全国专业学

位水平评估专家。 

六、联系方式 

E-mail： lpsnjh@mail.sysu.edu.cn 

手机：136000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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