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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公关人才培养的目标也需要及时修定。多元培养主体如公关公司、
公关行业协会、高等院校、政府部门等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协同培养社会需求的合格公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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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lations personnel train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multi-subject response
Jianxun Wu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public relations personnel training
also needs to be fixed in time.Multiple training subjects, such as public relations companies,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actively take response
measures to jointly train qualified public relations talents with so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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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公关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经

转型；服务开始由公关活动和信息传播为主向多媒体整合营销

济环境的巨大变革,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传统公关衰落了,

传播转型；竞争开始由渠道竞争和资源竞争向创意竞争和实际

[1]
每天都有一种要取代的威胁 。公关行业今后该如何生存和发

[9]
效果转型 。自我陶醉式的信息单向传播已经成为过去了,由用

展,公关人才应如何培养,成为大家的共同焦虑。本文基于相关

户来创造认知,激发用户的积极参与,让受众感兴趣,这最终对

文献,对多元主体如何应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积极采取措施

产品和品牌认知是有帮助的。大数据开始跟公关结合,公关公司

系统培养公关人才开展研究。

开始运用舆情监测系统

[10]

。整合营销传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

1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与公关人才培养目标的修定

用,内容营销、数字化传播、社会化媒体等等也都有了更好的发

1.1社会经济环境变迁

展。视频形式的传播将在中国成为主流

近几年,公关学者和实践部门都感受到了社会经济环境的

中的核心职能——媒体传播,与整合营销和传播的融合趋势越

[11]

巨大变革。这些变革集中起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科技+”时代到来,可以让广告主、传播公司、用户
[2]

。原来公共关系活动

来越显著。随着数字营销的兴起,公关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开始高
度分化、信息交流逐渐互动化、媒介日益数字化

[12]

。

有效融合 。科技开阔了公关的领域,公关对潜在客户画像更加

1.2公关人才培养目标的修定

[3]
准确。数字化公关的优势更加明显 。

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迁反映在社会组织和公众对公关人

二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并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冲击。

才的目标设定上。新时代的公关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公关人

2010年是社会化媒体的纪元,很多企业告别传统媒体,开始利用

才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引起了学界和实践部门的兴趣和探讨。

[4]

自有媒体开展信息沟通和管理 。

首先是道德方面的培养目标。公关最突出的职业道德标准

公关行业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和外部媒体环境都发生了巨大
[5]

[6]

[13]

有两条：诚实的工作态度；尊重同行

。(公关行业)最经常地

[14]

的变革 。数字化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大趋势 。移动互联网

被提到的价值观是尊重客户和专业化

成为重中之重,微信和微博是人们开展信息沟通和交流的主战

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即快钱不挣,尊重客户,不辱使命。公关需

[7]

。汽车行业公关具有

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去权威化、去中心化,成为潮流。第

要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尽可能完美地帮助客户解决实际

[8]
三方平台仅仅是信息沟通的平台,而不是传播内容的生产者 。

问题

[15]

。公关人才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

三是公关与广告、营销加速融合。公关行业出现了三个巨

问题。公关人才要认同学习,乐于学习、享受学习。在这一行,

大的变化：公关开始由一种中介向客户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单靠脚踏实地是不够的,还需要“好高骛远”,也就是,公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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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客户站得更高一点[16]。

路。另外就是传播结果的透明化

[19]

。公关公司要重视与媒体的

其次是素质方面的培养目标,公关人才的素质主要包括创

[11]
关系,它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内容,也就是讲故事的能力 。公

新性的观念、主动沟通的技巧、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全球开放的

关公司需要依托有前途的行业,实现个性化的表达,要充分重视

[13]

视野

。

短视频营销,积极开发优质内容。要积极拥抱信息技术,给客户

再次是能力方面的培养目标。公关人才应具有优异的文字
和口头表达能力,养成系统性的公关思维,还要具备迅速学习的
[9]

提供基于大数据和内容营销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要切实解决客
[10]

户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公共关系服务还要讲究速

能力。还需要一种能力,即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汽车行业公关

度、简洁和自信。要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管理社会化媒体。要更

人才应具有广阔的眼界和开放的脑洞,要有持续的学习意识和

[5]
多地依赖视频及微电影手段 。近年来一些传统的公关公司已

能力,还要有深刻的逻辑思考能力、优异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经开始打造自己的科技团队,其中主要以智能投放平台和品牌

以及良好的倾听和沟通能力、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等

[15]

。

[2]
声誉管理为代表 。

最后是综合性目标。汽车行业公关人才应是“百科全书式

从优秀公关公司的具体应对来看,宣亚国际特别重视培养

的通才+专业工程师式的专才”[15] 。公关人要具有创业家的精

非常有战斗力、有狼性、敢于拼搏的人[20]。而沃尔玛中国则崇

[11]

。公关人要热爱

尚“熟知业务才能体现价值”。他们积极沟通,构建信任。公司

公共关系这个行业,要多观察思考,要积极融入行业。公关人甚

还有一个长期的战略,与媒体建立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并积极

至要有一种“强迫症”,也就是要求自己的方案一定是拿得出手

争做优秀企业公民

神、要讲究合作共赢、要能超越客户的期望

[21]

[8]

的品质 。科技公关人需要的风格是踏实好学,充满好奇心,有
[17]

探索欲,逻辑性强

。

2.2行业协会的应对

。

公关业务模式正在进行创新。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

综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使得社会组织和公众对公关人

务产品的更新速度加快,二是量化趋势,主要包括传播结果的
[22]

。公关行业未

才的素质要求变得多样化、综合性和高阶级了。其间既有普通

量化、传播过程的量化,以及效果评估的量化

层面的道德要求、素质内涵,又有特殊层面的专业能力和技能规

来有三大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公关的营销化,二是公关的策略

定,这就为公关人才的培养设定了较高的目标。

[4]
化,三是公关的年轻化 。公关内容趋向活化,媒介通路趋向分

2 多元主体的应对

化

[12]

。公关业务需要进一步打碎重练。数字时代对传统公关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社会组织和公众对公关人才的培养

业务造成了冲击,应根据新环境的变化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公

有了新的要求,公关公司、公关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关公司的领导也要换成年轻人来做。企业需要更加扁平化的组

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是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些变化和要求的？

织结构。要围绕创意能力重新整合企业的内外部资源。要充分

他们已经采取了哪些举措,这些举措有效吗？能达成上述培养

利用好、服务好互联网公司。要对企鹅整体品牌进行重塑。要

目标吗？

加速向公关视频化方向发展

[18]

。要回归公关的本质,要以结果

[8]

为导向 。

2.1公关公司的应对
从时间脉络来看,为应对数字化浪潮,国际公关公司经历了

2.3高等学校的应对

三个阶段：孤岛阶段、融合阶段和重塑阶段。2008年前后,是孤

由于网络媒体占据了主流的传播空间,高等学校姚加强

岛阶段,特征是仅仅把数字业务看作传统业务的补充。2010年左

学生在网络传播技术方面的训练,加大跨学科的比重,实现文

右开始,是融合阶段,融合数字业务和传统业务,为客户提供更

理互选。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公关实践、公关专业比赛,要积

好的服务。2012年前后,(改为最新的应对时间与措施,这都是十

极引进实战专家走入大学课堂

年前的)是重塑阶段,众多专门的数字营销、社会化媒体公司大

培养双创人才。要将实践教学转向实战教学,从创新教育转向

[18]

量涌现

[22]

。大学要积极依托实战教学

创业教育[23]。

。

从应对策略上看,公关需要进一步融合,一方面是学术界、
企业界/品牌界、以及行业的大融合。另一方面是公关职能上的
[3]

2.4科研机构的应对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关系协会(CIPRA)协同温迪数字一起推

融合 。公关需要重点关注“四种力量”,一是用户力,即从用

动公关行业的产学研结合。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关系协会学术

户视角来规划信息传播的能力。二是内容力,即持续地生产优质

工作委员会与广东温迪数字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了

内容的能力。三是数据力,即以数据为基础,构建传播策略、内

“中国公共关系产业研究院”
。此举旨在推动中国公关产业研究,

容产出、精准传播、用户有效转化、数据沉淀的统一体系。四

促进公关的产学研对接,培育公关行业新生代人才。据悉,温迪

[3]

是基于以上三点的文化力 。公关是一种技术工作,企业和品牌

数字公关平台在专业化工作中把场景化大数据通过模型和挖掘

需要基于信息数据来实现有吸引力的内容和的吸引力和精准传

工具运算,以平台化、应用化、移动化等方式为用户提供服务,

[3]
播 。公关公司现有的服务模式需要大力革新,比如,内容的革

帮助企业提升相关工作效率及决策水平

[24]

。

新,要实施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技术等构成的全景式信息

2.5政府部门的应对

传播。还有传播通路的变革,要更多的考虑开辟移动端传播通

2012年,教育部正式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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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要建立一批“协同创新中心”,
全面深化各大创新主体之间的战略合作,积极构建全新的协同
[25]

创新联盟模式,打造高校立体化产学研发展局面

。

综上,为应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多元主体在协同培养公
关人才上已经开展了一些初步的应对,但这些举措的效果离上
述培养目标之间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多
元主体协同,合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公关人才。具体的发力点
包括研究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比如建立多

[10]黄小川.期待有理想、有智慧的年轻人扎根到公关行业
[J].国际公关,2019,(03):34-39.
[11]王竹君.ScottAllison:公关人要具备创业家精神[J].国
际公关,2019,(02):24-26.
[12]张桔洲.公共关系在当下的演进、创新与分化[J].国际
公关,2017,(02):60-61.
[13]蒋楠.论不同文明下的公共关系职业道德标准[J].国际
公关,2020,(05):66-69.

元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信息和知识共享机制、风险分担机制、

[14]张玉.中美公关协会道德准则对比研究——以中国国

利益分配机制等。还包括对国外多元主体协同培养公关人才的

际公关协会和美国公关协会为例[J].陕西社会科学论丛,2012,3

先进经验和具体做法进行归纳吸收,对国内相关经验和做法的

(3):77-79,74.

整理汇总。总之,要在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关人才培养路径,汇聚自

业工程师式的专才[J].国际公关,2020,(04):26-28.
[16]红乐.冷东萍.公关公司国际化,人才先行[J].国际公

己的经验,发出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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