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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与应对越来越重要。

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大小与事件属性和环境属性有关。事件属性包括人员伤亡与潜在受

影响人数; 环境属性包括事件结束后时长、媒体报道强度和类似事件发生频率。为降低

危机事件的负面社会影响, 需要建立整合的危机事件危机信息发布模式, 并建立由政

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家庭、公众等各社会成员共同分担责任的多主体社会救助网络

体系, 寻求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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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济发展进程表明,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处于 1000- 3000美元发展阶段时, 往

往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 也是 经济容易失调、

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新调整重建 的关键时期。目前, 我国正处于

这个时期, 危机事件呈高发、突发态势。危机事件容易对公众心理、社会价值等将产生重大冲

击, 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威胁到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为更好地管理危机事件, 最大限度地降

低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很有必要对危机事件社会影响评估和应对作深入研究。

一、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意义

危机 ( C risis), 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压

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事件具有时间压力大、决策信息

不完全、资源有限、非程序化决策等特点。关于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L indell认为, 危机事件的影响分为物理影响和社会影响。物理影响一般指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社会影响是指危机事件发生后, 给社会带来的社会心理、社会价值观、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方

面的长期影响 。虽然危机事件社会影响受多样化、非结构性和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 难以用货

币数字表示, 但是危机事件的公共性和危害性决定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 有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 2006年 1月, 我国 国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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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颁布并实施, 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群体性事件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种, 目前在我国正处于高发、

突发时期。群体性事件因错综复杂、参与者众多、持续时间长, 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如

2008年瓮安事件和 2009年石首事件, 不仅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 而且造成较

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如何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公共危机事件,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往往流言散布、谣诼纷起, 最易引起社会恐慌和不

安, 如能通过较准确的评估, 搞清危机事件的大小、影响范围等, 就可为危机事件处理者提供决

策支撑; 还能通过及时发表相关信息, 最大程度地消除社会恐慌, 减少乃至消除危机事件的不良

社会反响, 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其次,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 能有效地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 对突发事件的调查与评估进行了规定, 要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起因、性

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 。政府应急决策的依据是危机的直

接危害性及其中远期效应, 评估的具体结果能为决策提供直接的参考, 以便决策者施以及时有效

的应对。换言之, 评估能力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的应急决策能力和危机的管理能力是不可

或缺的。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与危机信息的释放模式密切相关。不同危机事件的信息释放模式差

异较大, 有的事件, 信息是逐步释放式, 即相关信息不断释放出来, 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有的

是急速倾泻式, 即相关信息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完毕, 如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在这些危机事件的

信息释放过程中, 如果能准确地对其进行评估, 提高信息释放的科学性、精确性、有效性, 就能

有效提高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

再次,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 有利于控制突发公共事件的危害性的扩散。危机事件发生

后, 若缺乏有效的社会影响评估, 将对家庭、对社会, 甚至对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社会影

响。从受到危机事件影响的角色划分来看, 危机事件发生后, 其产生的影响在对外扩散过程中,

呈现出较明显的层次性 。危机事件的破坏阶段, 受到影响的为危机事件的直接遭遇者和责任

者, 处理阶段扩散到处理者, 沟通阶段扩散到监管者、传播者和关联遭遇者, 反思阶段扩散到规

避者、关注者和同情者。不同的角色受到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有较大差异, 在危机状态下作出的

反应也不相同。从组织类型看, 危机现场的个体最先感知到危机事件的威胁, 其次是发生危机事

件的组织、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及其他组织, 如果危机事件的公共性很强并且政府难以及时处

理, 其影响还会扩散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 通过及时有效的危机事件社会影响评

估, 可以让危机事件处理者明确地认识到危机事件对社会安定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及时把握危机

事件发展的趋势和阶段, 采取有效措施, 从而使危机事件的社会不良影响最小化。

二、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模型

(一 )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目前, 国内外关于灾难事件的物理影响的等级评价已有相应的方法或标准, 如吴穹、许开立

提出, 按照灾难性事件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损失情况, 将灾难性事件分为 10级 。Galae通过案例

研究, 认为危机事件对心理造成的影响周期为 4 - 6个月。R ichard E Adam s等通过对 2001 -

2003、2004年的调查数据对 9 11之后纽约当地居民的心理和影响进行评估, 分析了危机状态

下影响个体应急反应大小的因素。在国内, 童辉杰对中国 17个省市 1016人面对 非典 疫情

的应急反应作了调查, 通过 高发病率区 和 其它地区 的比较发现, 在 SARS应急反应结

构方程模型中, 两者有显著差异。梁宝勇等和李茹等也对 SARS期间公众的应急反应和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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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

在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定量评价方面, 有学者利用网络信息挖掘方法, 构建了基于网络信息

数量的危机事件社会影响评价方法, 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操作性。并利用

18起危机事件, 分析验证了决定社会影响大小的因素分别是媒体报道强度、人员损失和受影响

人群数量三个方面 。但该评价方法忽略了事件发生时间、类似事件发生的频率等因素的影响。

可见当前关于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成因、机制、危机沟通、评估等虽有一定的基础, 但在社

会影响的评价方面, 多关注于单一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估或基于单一评价指标的评价方法构建上。

(二 )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评估模型的构建

危机事件发生后, 由于本身的特性, 将蕴涵巨大的信息量, 如事件的原因、损失、责任人的

处置、政府的责任与处理等, 公众由于自身的应急反应, 对事件相关的信息将产生较强的获取动

力。除了事件现场的人员外, 其他社会公众对事件的感知主要是信息传播的结果。公众通过各种

信息传播通道来了解危机信息, 并进行信息解释, 以此作出思想和行为的反应。也就是说, 危机

事件对公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主要通过危机信息的传播引起的。但信息传播后能否影响到公众

的感知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如公众的应急素质、类似事件的发生频率等。本文认为, 危机事

件的社会影响与事件自身的特性和事件发生时的环境有关 (如图 1所示 )。

图 1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要素模型图

1、事件属性

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对公众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同。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与事件所造成的

人员伤亡与潜在受影响人数显著相关 。

( 1) 人员伤亡。同一类型的危机事件, 损失越大, 其社会影响也越大。影响大的危机事件

往往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其危害性分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可通过货币进行补偿, 短

期内能够消除。而人员伤亡所带来情感、心理损失难以用货币表示。危机事件带来的人员损失往

往对社会的价值体系构成严重威胁, 这种严重威胁迫使个体考虑自己将来若遇到类似的危机事件

该如何处理或如何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人员伤亡数量是评价一起危机事件的重要特征。死亡人

数越多, 将越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其社会影响就越大。

( 2) 潜在受影响人数。对于不同类型损失相似的危机事件中, 其公共性越大, 社会影响也

越大。也就是说, 如果该危机事件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威胁较大, 那么它的社会影响也就越

大, 受到公众关注的程度也就越高。如 非典 等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产生威胁的危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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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就大。这也是公众对自身利益的一种保护。而对于特大交通事故而言, 影响的范围就相

应有限, 其公共性较低。危机事件对整个社会价值构成威胁, 表明处于这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

很难把自己置身于危机之外, 其只有通过对这一危机事件产生过多的关注, 来影响决策者重视和

解决这一问题, 从而避免自己受到威胁。

2、环境属性

评估危机事件社会影响除了考虑事件本身的属性外, 还要考虑事件发生时的环境属性。环境

属性是指危机事件发生时所处的时间、空间及社会等外部特征。事件的环境属性会影响到公众对

某起危机事件的认知。

Duggan和 Banw ell构建了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影响模型。他们从影响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

的因素入手, 把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包括信息发送者的编码规则、信息

内容等; 外部因素包括信息接受者的接收意愿、群体的相似性等 。新闻媒体反复频繁地报道某

起危机事件将对公众产生过度或负面的心理与行为反应。为此, 事件发生后, 信息的传播方式、

管理策略、公众的认知特征等也会影响到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而这些因素都不属于事件本身

的特性, 其可归类于环境属性。

在事件的环境属性对公众感知的影响方面, M u llainathan基于复诵 ( Recency )、相似性

( Sim ilarity ) 和重复 ( R epet ition ) 三个因素建立了公众信息记忆模型 。 Saraf id is引入近因

( Recency)、线索依赖 ( Cue dependence) 和复诵 ( Rehearsa l) 等参数, 构建了针对选民或公众

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信息操纵模型, 以此来定量评估信息发布者对目标群体记忆的影响 。危机

事件的社会影响主要是由信息传播引起, 所以事件信息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近因、线索依赖和复

诵等参数会直接影响到该起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 本文分别以事件结束后时长、媒体报道强度和

类似事件发生频率来衡量该起危机事件的环境属性。

( 1) 事件结束后时长。时间能够削弱公众对某起事件的记忆 。一起危机事件发生后, 公众

对其感知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弱化。为此, 可以以事件结束时长来衡量某起危机事件发生后

的时间长短。随着事件结束后的时间越长, 其社会影响也将越弱。

( 2) 媒体报道强度。重复对某个信息进行强化刺激将增强公众的记忆 。危机事件的社会影

响与危机信息量成显著的正相关 。所以, 一起危机事件的信息量可以作为评估其社会影响大小

的关键因素。由于社会公众很难直接获取危机事件的初始信息, 其信息渠道来源一般是报纸、电

视、互联网等媒体的信息。这些媒体上的新闻报道数量越多, 公众就会愈发感到该起事件的紧迫

性与严重性, 就会产生更多的心理和行为的反应。为此, 可以认为媒体的报道强度与事件的社会

影响显著相关。

( 3) 类似事件发生频率。现有的事件信息能够唤醒公众对以前类似事件的回忆, 这即是指

公众能感知的危机事件环境属性中的相似性或线索依赖 。如 2009年发生的甲流感事件让公众

很容易就回忆起 2003年的非典事件。 2011年 3月日本发生的 9级大地震让中国公众回想起汶川

大地震。新近发生的危机事件往往会引发公众对先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的回忆, 从而又强化了先前

事件的社会影响。类似事件的高发生频率, 将使得公众对该起危机事件的记忆不断得到刺激, 从

而使得其社会影响难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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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应对策略

危机事件的发生, 将会给社会公众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影响, 比如严重的心理创伤、政府威

信减低、区域形象受损、社会秩序混乱、公众安全感降低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等, 必须在准确迅速

分析评估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可能性和大小的基础上, 建立有效的社会影响应对机制来化解危机

事件的负面影响。

(一 ) 建立整合的危机事件危机信息发布模式

危机事件发生后, 信息的及时公开是最佳的救助武器, 有效的信息公开能够减少不实信息的

传播, 降低媒体的报道强度。有消息就会有预期, 有预期就会有希望。信息能有效降低受困者的

焦虑情绪, 毫无音讯则等于把人们推向绝望、恐慌、焦躁、愤懑等心理扭曲的危险境地。信息发

布应根据危机事件的种类、危机事件发生的阶段、面向的信息受众, 从公众的信息需求出发, 把

公众最关心的信息、采用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形式、通过整合的渠道传播出去。如采取电视、广

播、手机短信等多元的信息传播渠道, 及时传递给信息的需求者。

危机事件从发生到结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所表现的特征都有较大差异。要根据危

机事件所处阶段的不同, 侧重不同的危机信息发布。在危机事件的预防阶段, 管理机构要利用危

机信息管理平台广泛收集各种预兆信息, 完善预案体系, 保持与监管部门、专业技术部门以及应

急管理专家咨询机构的良好沟通, 及时向潜在受影响的人群发布预防信息和应对知识。在应急处

理阶段, 社会公众对应急信息的需求非常强烈, 其关注的焦点是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应对的

方法、政府的应对措施等。这时, 由于政府和公众的信息地位不对称, 民众就有可能根据有效的

信息进行主观判断, 并将这些不全面甚至完全错误的判断传播出去, 形成了流言甚至谣言, 这对

应急管理是非常不利的。政府要采用多种大众传播渠道, 并通过民众的信息需求调查、专家的咨

询等手段, 了解民众的信息需求, 第一时间把确定的消息发布出去, 对不能确定的消息要做出合

理的说明。危机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和关联受害者更关注损失的补偿、事件责任人的处理、恢复

重建的措施和计划等, 对这类群体需要采取点对点的传播方式, 将相应的应急信息准确传递。在

恢复阶段, 人们的信息需求有所降低, 但对于事件发生后的恢复计划、补偿赔偿的落实、灾民的

生活恢复情况、灾后普遍的心理创伤的确认与干预、应急教育的需求等是这一时间公众关注的焦

点。政府要提供全面的恢复工作信息, 同时也要向关注者和同情者说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困难和

政府需求, 动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加入全面的恢复过程中来。

(二 ) 建立多主体的危机事件社会影响应对机制

仅通过政府主导来防治会带来严重损失的危机事件, 如一些灾害事件, 将难以取得很好的成

效。对于危机事件管理而言, 尤其对于一些具有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危机事件, 更要鼓励公众的

广泛参与。应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应对机制, 转向由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家庭、公众等

各社会成员共同分担责任的多主体的社会救助网络体系, 寻求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有效的危机管

理需要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协作伙伴关系 。在面临国家紧急状

态或重大灾难时, 美国危机管理体系能够有机协调高效运作, 其关键是拥有全面的危机应对机

制。该机制不但包括政府承担的危机管理职能, 还包括志愿者组织、私人部门、国际资源等 。

在多主体的危机事件社会影响应对机制中, 不同社会成员在危机管理中承担的功能有较大区

别, 通过不同功能的配合, 才能更好地发挥应对机制的整体效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在灾害社会救助中应处于主导地位, 是第一救助主体, 承担着领导与组织各相关主体实施救援、

恢复生产、降低灾害带来的影响等相关责任;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在技术、资金和资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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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主体无法取代的优势, 其在社会救助中都起到很大作用; 非政府组织能为公众的救助行为

搭建平台, 避免大量个人盲目救灾带来的秩序混乱, 是一支重要的救援力量; 公众作为社会的基

本组成单位, 其大众性、互动特点决定了其在灾害救助中涉及范围广、参与程度高, 在救助的细

节方面更占据一定优势; 媒体作为危机事件的沟通者, 负责灾害信息的传递, 有效的信息沟通不

仅使救助反应更加及时和透明, 同时还能扩大救助的范围、加大救助的力度, 降低或消除灾害带

来的影响。

(三 ) 积极提高危机事件社会影响应对机制效率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应对不仅仅与应对方法有关, 而且也与应对机制的运行效率密切相关。

社会影响应对机制效率的提高, 能有效降低危机事件的损失。一是消除环境的危险状态和人的危

险行为。从危机的爆发原因来看, 危机可分为自然因素导致的危机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危机, 消除

环境的危险状态和人的危险行为可以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 从而减少社会影响发生的频次,

从根本上提高应对机制的运行效率。二是培养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危机发生后, 消除负面社会

影响的关键就是要重视危机信息的沟通, 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政府管理者必须培

养危机素质, 这不仅指的是政府有对危机发生后的积极迅速处理意识, 更指的是政府要有解决社

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能力。具体来说, 要做好危机应变方案、危机沟通方案、危机处理方

案。三是完善保险制度, 降低危机事件对政府的赔偿压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对危机遭遇者

或间接影响者的合理补偿能够减轻危机的冲击。相关的补偿资金来源主要有事故责任者 (企业、

个人或者其他组织 ) 的经济赔偿、政府财政和保险赔偿。目前在我国, 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和居

民参保意识不强, 参保数量还很少。汶川地震保险赔付总额不到 20亿, 而一家外资公司获赔金

额为 7 2亿元, 占总赔付额 1 /3还要多, 这说明我国的企业和居民保险意识十分缺乏。四是提高

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决定社会影响大小的因素有个体的内部因素, 也有外部的环境因

素, 前者主要指社会个体的原有经验、知识、个性等适应和应对能力, 后者指与危机有关的因

素。提高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就是从内部因素着手提高应对机制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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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 at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Public Crisi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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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 ia l influence of crisis is relevant to the event dimension and the env ironmen t

dimension The event d imension inc ludes the variab les o f number o f killed and number o f potent ial

affected The env ironment includes the variab les of the days from the cr isis end, number of new s sto ries

on the crisis, and the like lihood o f sim ilar crisis happened The in tegrated crisis inform ation released

mode l is very he lpfu l for governm ent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socia l impacts of pub lic crisis And

governments still need to bu ild a multi- agent social assistant netw ork inc luding governm ents, NGO,

communit ies, fam ilies, and the pub lic to encourage them to play the var ious important ro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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