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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危机教育是有效预防和解决公共危机的有效办法之一,但目前我国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重视程度仍旧不足。本文尝试运用可视化
软件对我国已有的公共危机教育研究文献做出量化分析,从文献数量变化、作者情况分析、关键词共现等维度出发,探索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研究
的现状。并对研究结果做出反思与展望,期望可以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有助于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公共危机；危机教育；量化分析
十九大以来国家重视深化改革,进一步强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

2.2数据收集处理

代化建设,进一步实现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变,我国处理公共危机事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数据库,以“主题=公共危机教育

件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反映出近年来开展的公共危机教育取得了一定成

OR危机教育”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截止至2020年1月,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76

效。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研究情况,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

篇,文献跨度为2005年—2020年,去除掉重复、杂志信息、目录等信息,选

法,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对相关文献做出统计分析,尝试呈现我国公共危

取可用数据265篇。文献信息包含标题、作者、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

机教育研究的总体趋势及现存困境,以期促进公共危机教育更好更全面地

参考文献等,有效反映了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特征及主要内容。应用

开展。

Citespace5.5.R2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转换,时间跨度设置为2005—

1 公共危机教育的概念及内涵

2020年,时间区间设为为1年,时间切片阈值为50,分别对研究作者、机构、

“危机”一词在汉语字典中可以理解为危险和机遇,是生死攸关的重

关键词进行分析,选择寻径网络算法生成相应的知识图谱。

要转折点。在西方“危机”(crisis)最早作为医学术语出现,意思是人们

3 研究概况

濒死时候表现出的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界对于危机的定义也日趋

3.1发文数量情况分析

多样化。例如C.F.赫尔曼(C.F.Herman)提出危机是威胁决策集团优先目标

发文数量的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学者们对研究领域的

的一种形势,并且形势经常向惊人的方向发展。后来在对危机问题进行讨

关注情况(见图1)。本文搜索到的相关文献数量为265篇,其中包括硕博士

论时有学者提出危机就是对和平发展的中断。概而言之,“危机是指个人、

论文131篇。通过图1可以看出最早关于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出现在2005

群体或者组织由于突发事件的出现,而受到破坏,严重地威胁到其正常的

年,说明我国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受到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

生存与发展的状态

[1](3)

震的影响2009—2011年研究文献数量明显上升,但2013年以后便又开始出

。
”

公共危机指由于政府决策问题、市场运行问题、自然灾害、疫情灾害

现下降的情况,2019年仅有相关文献3篇,说明学者们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

等引起的对社会公众造成破坏、威胁的公共性事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

关注度越来越低。值得关注的是在CNKI数据库中以“主题=公共危机”为

威胁性、不确定性、紧迫性、破坏性、无序性、潜伏的隐蔽性、传播的公

主题词搜索到的文献有7255条,最早出现在2003年,其中2005年—2020年

[1](10-12)

。其最本质的特征便是公共性,即每一

相关研究文献为7115篇,在众多关于公共危机的研究中关于公共危机教育

个民众都成为这一事件的相关者,因此想更好的预防、解决公共危机问题

的研究仅仅占3.7%,即使在关注度最高的2011年,危机教育研究也只占了

也必须依靠全体民众。

5.6%。可见我国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关注度还不足,且研究也相对缺乏。

开性、社会性和扩散性等性质

公共危机教育顾名思义指的是针对公共问题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
在于预防和减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树立一种正确的危机意识,在危机
发生的时候能够沉着冷静正确面对。公共危机教育应该是全面化的,正确
的危机意识也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这种教育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而不是危机出现才来恶补。

2 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现状
2.1研究方法
为更好地对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本文选用了由陈超
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作为文献量化研究工具。这是一款着

图1

公共危机教育研究发文数量情况图

3.2研究机构与作者分析

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数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发文作者及机构进行分析,仅有10个关键节

据和信息可视化(Data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背景下逐渐发展

点,0条节点连线,这表明机构发文数量较少,且机构间没有发生过合作研

起来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 。通过共现网络的

究。目前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是浙江工业大学(5篇)、新疆大学(5篇)其余

组合递进形成系统科学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以便学者更好的分析和研究所

机构均为2篇以下。可见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尚未形成研究阵地。对

在领域的发展现况,把握研究前沿。

于研究作者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见图1),图中节点代表发文作者,节点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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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示发文数量越多,节点间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研究情况。图中共

第一阶段(2005年—2008年)：是关于公共危机教育的兴起时期,受

包含17个节点,7条连线,节点密度0.05,研究者合作研究的情况存在,且

到 2003 年 非 典 疫 情 的 影 响 , 国 内 学 者 们 开 始 对 公 共 危 机 问 题 进 行 探

更多存在于统一研究机构间的合作。统计发现,发文排名前5的作者为王

讨,2005年开始有学者对相关问题开展了研究。这一阶段内学者们的探

才领(5篇)、王绍让(5篇)、杜孝珍(4篇)、徐骏(3篇)、刘宇霞、刘家明

讨更多是针对公共危机发生时学生的行为进行的探讨。如周学锋等学者

等(2篇),以上作者可能对公共危机教育进行了较为持续的研究,但总体

认为抗击非典疫情之中反映出了大学生许多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应

上该领域的持续研究者非常稀少。进一步统计发文5篇的作者占全部研

当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公民意识,民族意识,树立正确的思

究者的0.7,发文4篇、3篇的作者占0.3%,发文2篇作者占4.9%,发文1篇作

想观念,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等教育管理对策。肖鹏军阐述了公共

者占94.1%。

危机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公共危机教育具有社会动员性、能够在危机

3.3研究主要内容

时候给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能够唤起公民意识维持社会稳定

关键词是描述文献主题内容的核心词汇,对于关键词共现的分析,可

等观点。刘建设则认为有效的公共危机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相应

以有效的把握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和发展趋势,有助于研究的可持续发

的损失,提出应该设立专门的危机教育机构并依靠学校、多媒体等开展

展。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生成关键词

相关教育活动。

共现知识图谱,去除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教育、公共危机教育

第二阶段(2009年—2013年)：受到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影

等与研究主题词重复的关键词,获得共现次数大于2的关键词节点39个(见

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公共危机教育的重要性,这一阶段也是研究较

图2)。图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越大关键词共现频次越高,节点间连线表

多,观点集中的一个阶段。如肖少华等学者将公共危机教育聚焦到高校,

示关键词间的关联程度,字体大小则代表了中介中心性,字体越大说明中

将高校公共危机类型分为人际关系引起的内部危机和客观环境等因素造

心性越强。

成的外部危机,指出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双重性及处理的非

按照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排序,排名前5位的是政府(22)、对策(12)、思

程序性,继而将公共危机教育内容具体分为危机意识教育、应对知识和技

想政治教育(12)、大学生(12)、应急管理(11),这些是公共危机教育已有

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

研究的关注热点。此外节点中介中心性代表着某一关键词与其他词的联结

六个部分。章桂红认为公共危机教育是现代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有

强度,可以反映出某一时段内研究者们的共同关注点。对于节点中介中心

效减少损伤伤害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增强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肖伶

性进行分析,得到排名前8位的关键词(见图3)。可以看出,对于危机意识及

则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应当进一

管理体制策略的研究始终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另外对于大学生及思想政

步抓好理想信念教育。这一时段相关的实践研究也逐渐增多,如徐骏、王

治教育的研究中心性较高,说明在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更多是针对高校大

才领等针对浙江省12所高校进行了相关调查,指出了大学生危机意识不强,

学生思政教育方面展开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公民参与的危机教

学校管理者重视度不够,危机教育活动开展不足等问题。梁宸从社区教育

育等。结合图1、2、3的综合分析,可以将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研究大致分为

的角度出发,将公共危机教育扩展到社会研究层面,以清远市为研究对象

兴起、关注、冷点三个阶段。

展开研究,提出改善居民教育观念、明确系统化目标体系、建立多元主体

[3]

[4]

参与的危机教育体系等对策 。此外在研究路径上更加注重比较教育,尝
试借鉴分析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危机教育模式。如刘家明学者在分
析中指出美国危机教育是具体化的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全民的教育,并且在
多年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公众危机教育文化体系；日本出台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全民危机教育的良好氛围；德国、新加坡等则形成
了庞大的志愿者网络,通过政府与民众的结合来进行日常的危机教育,并
能够在危机发生时第一时间形成应对合力,以此化解各种危机。这些观点
的出现都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的发展。
第三阶段(2014年—2019年)：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研究进入到冷点阶
段。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教育学的研究也进入到交叉融合的阶
段,加上我国各方面发展势头良好,直接导致学者们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
关注越来越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让公共危机变得更加多样化,侯娟妮
认为网络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给危机教育带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时代让
图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公共危机变得更加多样化,但也使得教育手段更加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要加强网络安全意识,建立网络教学平台,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教育的
[5]

发展 。金冰洁等则从实践方面出发探讨了微博在公共危机教育中的作用,
希望借此平台更好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虽然开展了一定的公共危机教育活动,并进行
了相关问题的探讨,但实际上更多的研究仅仅局限在疫情发生之后,并且
未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研究,这是研究领域的一大遗憾,也足以说明我
国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关注度有待提高。

4 反思与展望
图3

中介中心性统计图

有新闻报道称人们在危机事件中暴露了最真实的面目,一次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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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了发展的短板,而公共危机教育便是这短板之一。在这个高速发展

出现抢夺双黄连等物品的情况。这说明人们对于科学知识及自我保护技能

的新时代我们如何补上危机教育这一短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的学习尚不到位,在危机发生时缺少理智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要进一步

4.1为何有“短板”？

开展相关知识技能的教育,尤其是在社区、广场、老年大学等场所,开展针

为什么对于公共危机教育的研究会出现由高潮转向冰点呢？大概有

对老年人的知识普及。

几个原因。一是民众教育观念的缺乏。中国自古便有“生死有命,富贵在

(3)明确相关教育规章制度。公关危机的有效解决,与国家相关政策的

天”的说法,认为事物均是由形势所定,人力无法挽回,这些传统的理念导

快速出台密不可分,但也出现了对政策不支持不理解的情况,据此我们应

致了今天依旧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民间俗语流传。正是由于

该在平时出台详细的危机教育制度,形成良好危机教育氛围,这样才能在

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民众对于这些理念的执拗认可导致了公共危机教育观

危机发生时做出更快的反应。

念难以深入人心。这类人往往都是当危机发生后感到恐慌,为处于灾难中

(4)形成互联网+教育新模式。新时代危机教育模式更应该多样化,通

的人感到惋惜,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危机过后,这一经历也只能

过互联网形成多元的危机教育体系,并借助主流媒体进行宣传,建立危机

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二是公共危机教育课程体系尚不完善。虽然各级各

教育网站,通过线上线下多样化的活动让更多人参与到危机教育中来,进

类学校都有开展相关活动,但依旧存在于理论多于实践的过程,危机教育

一步扩大教育影响力。

不只是理论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正确的危机意

多年来我国成功顺利的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公共危机,但遗憾的是对

识。这样面对危机时才能从容不迫。三是危机教育范围受到局限。目前危

于公共危机教育的体系尚未形成,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且进入冰点时期。

机教育依旧以学校为主,应该借鉴国外经验让危机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

但对于公共危机教育体系、公民危机意识、危机管理等方面的探讨依旧应

教育相结合,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推动落实教育全

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希望全方位、综合学科交叉融合的危机教育研究

民化、终身化。

会再次成为研究热点,也期望该领域的研究能够得到更健康持续的发展。

4.2如何补“短板”？

[参考文献]

(1)开展危机意识教育。目前大多数公民缺乏危机教育的理念,没能形

[1]肖鹏军.公共危机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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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危机得以化解。
(2)开展科学知识技能教育。目前我国公民对于危机应对能力有待提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高。面对危机的出现仍有许多人选择逃跑,既2003年非典抢夺食盐后再次

15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