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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地震等突发自然灾害中，灾害信息的传播对灾情的客观反映、灾害救助的顺利开展、

灾区群众心理压力的疏导、社会的稳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描述了灾害信息

的传播过程，特别是针对汶川大地震，分析了在这次突发事件中信息的传播渠道和新的技术

手段。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在突发自然灾害中科学的信息传播机

制的构建以及媒体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关键词：危机管理；灾害信息；传播流程；媒体 

引 言 

汶川地震，是 21 世纪中国所面临的 大的一次自然灾难，是对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一

次 大的现实考验。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以一个坚强有力的责任型政府的形象呈现在世人

面前。迅速、开放，以人为本的应急措施，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建设的初步

成效。 

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过程，

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政府危机发生前的预见能力、危机发生时的反应能力与控制能力、危机

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

的负面影响。2003 年 8 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了 “政府应急管理课题组”，对建立政

府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提出基本框架[1]，包括：①预警机制作为减灾、救灾的先导，主

要通过监测与预报信息系统来实现。②快速反应机制作为救灾的核心，主要通过建立处理重

大危机的统一管理机构和制定落实紧急应对预案和战略储备来实现。③协调机制作为救灾的

推进，通过建立灾区统一指挥机构和形成有效的协作规范来实现。④信息沟通机制作为救灾

的基础，首先是建立现代化的通信系统，保障灾情通报、群众疏导、支援请求等关键环节的

通信顺畅；其次是建立及时的灾害信息报告制度，是确保实施灾害的紧急救助和灾民的生活

保障的措施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再次是建立政府和媒体的合作制度，适度报告灾害信息，争

取第一时间确立信息沟通的可靠度和权威性，化解不利情绪，唤起公众理解与支持。 

我国政府对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机制的重视始于 2003 年的“非典”事件。经过近年

来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洞庭湖蓝藻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南方冰冻灾害”、“314

拉萨流血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突发事件中，媒体对于政府危机处理的决策和国际国内

舆论的导向具有巨大的影响，使得我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有

效掌控的 重要的权力资源。危机状态下政府的执政能力也越来越表现为对信息的掌控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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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有效的信息获取能力、成功的信息管理模式和有效的危机信息沟通机制，对于有效

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汶川地震中灾害信息的传播渠道和新的技术手

段，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在发生公共突发事件时，政府危机管理中如何构

建科学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及传媒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综述 

突发重大灾害事件往往具有发生的突然性、不可预测性、高度不确定性和广泛的社会

影响性。对突发重大灾害事件应急的危机管理研究，在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实践等方面已

经取得较大的进展。[2]在理论方面，宏观上主要是对国家防灾组织结构（体制）和应急管

理体系，以及政府间协作等问题进行了公共管理研究；从中观管理层面上，主要是研究了适

合各种类型突发重大灾害事件（如公共卫生事件、地震、洪水、海啸、飓风等自然巨灾、交

通、能源等）应对机制和管理策略；从微观上研究怎样在危机状态下进行技术支撑、信息管

理系统、资源配置、协调联动等方面的研究。在实践应用方面，国内外应急管理机构对如何

快速有效应对具体领域（地震等巨灾、公共卫生）灾害事件已经积累了较多丰富的经验，对

我国有很多的启示借鉴。而且随着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深度的加强，危机管理中

的信息问题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信息在危机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危机信息管理

研究也开始兴起。 

国外学者较早地注意到了危机管理中的信息问题，从信息学的角度，研究如何通过信

息技术的运用来提升危机管理的水平[3]。沙特朗（R.L. Chart rand，1984）、美国国会图

书馆国会研究部、调查与监督委员会共同编制了一份名为《用于应急管理的信息技术》的研

究报告，并提交给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委员会，该报告着重研究了应急通信系统、与自然灾

害有关的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在减灾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应用问题。奥

托·莱尔宾格尔（Otto Lerbinger，1995）在《危机主管：直面风险与不确定性》中，从信

息角度分析了危机管理者的职能和素质。罗纳德·伯克和卡里·库珀（Ronald J．Burke，

Cary L．Cooper，1995）在《持续性危机沟通：规划、管理和响应》中，分析了危机管理中

的信息需求问题，提出了持续性的危机信息管理方法，探讨了危机预防、识别、遏阻、恢复

过程中信息需求的相关问题。罗伯特·希斯（Robert J. Heath，1998）将危机管理框架结

构（CMSS）分为信息部分和决策部分，将信息部分分为信息整理、公众与媒体、咨询形象管

理等若干环节。同时，他还指出危机管理中传媒的作用[4]，可以概括为：①提供信息，指

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②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③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④为危

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⑤提供有关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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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危机。英国著名社会学者安东尼·吉

登斯认为[5]，随着风险社会发展，人们对社会中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

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如果这两大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

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的风险之中，传媒作为“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的核心部分

之一，必然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因为自身的传播行为失当，给社会带来新的恐慌

和混乱，实在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内对于突发事件的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的

一般性理论，包括界定其概念、阐述其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等。谢力（2004）认为[6]，危机

的演变实际上是信息扩散的一系列效应，提出要认清危机信息的扩散特性。二是研究危机信

息过程，尝试从危机信息活动的特点和机理中找出有效的危机管理办法。汤敏轩（2004）[7]

从政府组织整合的角度出发，着力构建危机管理体制中的信息流程系统模型，分析危机信息

流的各个环节，探讨政府成功应对危机的办法。三是研究政府应对危机的信息资源管理问题，

强调建立危机信息管理体系来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危机。刘滨、高福安（2003）认为[8]，应

对危机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危机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完备、多元化的信息采集系统, 准确、客

观、透明、有预见性的信息披露, 以及危机的信息监测系统和评估系统, 随时对危机的变化

做出分析判断, 以保证危机管理的顺利进行, 尽快恢复社会的均衡状态。程曼丽（2004）认

为[9]，非常时期的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的延伸,有助于社会情绪

的稳定和危机管理活动的进行。 

灾害信息传播机制作为危机信息管理的一部分，已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对

于灾害信息传播机制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防灾减灾的角度，闫志壮（2004，2006）

认为[10] [11]，灾害信息管理中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及时准确地报送和发布灾情信息，当前

存在的 突出的问题是灾害信息失真问题。二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董媛媛（2004）认为[12]，

灾害新闻报道要注重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的平衡，通过公开、准确的灾害报道，缓解公众的

紧张情绪。郑保卫、邹晶认为[12]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公众 信赖的通常是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扮演无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媒体应秉持大局为重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握信息传播的尺度和时机，掌握舆论主动权，加强灾害信息传播的策划，

协助政府进行危机处理。邓建国（2008）[12]通过分析美国灾害和危机新闻报导中新媒体的

应用，从一般信息需求、个人信息需求到社会性媒体需求的角度，提出灾害和危机中信息传

播的创新模式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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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信息的传播流程 

危机管理的快速有序进行需要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换。大量的事实证明，能否快速地提供

可靠的灾情信息是灾害危机管理决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认为，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

1的危机管理在关注重点、过程运作、时效性和信息管理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参见表 1），

所以灾害信息的传递机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表 1 社会突发事件与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的区别 

比较项目 社会突发事件 自然灾害 

关注重点 单体的，以事件为基础，单纯应

对某个单独事件，重点关注事件

本身及成因。 

综合的，以社会环境动态演变为基础，

根据监测和信息反馈，要不断评估社会

环境变化的过程，重点关注自然灾害的

破坏性和相应的社会救助措施。 

过程运作 经常是固定的、特定的区域；往

往是单个机构或部门的责任或问

题；指挥和控制，直接运作。 

经常是不断延伸发展和扩散的区域；需

要多种机构从不同侧重领域和多种因

素来共同参与解决。 

时效性 紧急、迅速处理，及时解决，解

除危机 
前期救援的紧急性和后期灾区生活保

障、灾后重建等措施的长期性 

信息管理 迅速变化和动态的信息扩散，信

息是不断冲突和敏感的；初步的，

授权的或单一信息渠道，需要有

确定的事实基础；直接的，以“需

要知道”作为信息发布的基础，

信息具有可获取性，可操作的或

以交流沟通为基础的公众信息；

进出或垂直的信息流。 

信息使用和管理过程是不断加速的，需

要辅以历史信息；信息是层叠和即时更

新的，或比较性的使用信息；信息是公

开的或者是公众信息，信息来源是多种

渠道；信息内容是不同的，信息的使用

是多种用途的共享交换和交错使用的；

矩阵式和节点式交流沟通；分散的和横

向的信息流。 

基于对灾害信息管理的认识和灾害信息的特点，参照传播学中的香农—韦弗信息传播

模型，我们建立了一个灾害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型。（见图 1） 

图 1 灾害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型 

        强信息流 
        弱信息流         
                                                反馈 
                            编码                              解码 
 
                                                  噪声        反馈 
 
                                                 ·· 

政府机构 

灾害信息 大众传媒 专门机构 社会大众 灾害事件 

群体传播 

灾害信息的传播可以解释为上图所描述的流程：突发性灾害事件爆发后，专门机构建

                                                        
1 根据事件的不同性质，重大突发事件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两种，后者包括生产安全施工、重大

疫情、环境污染以及重大刑事案件和恐怖暴力活动、骚乱等极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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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用于灾害信息的监测与预警的信息网络系统将灾害事件转化（编码）为灾害信息（如震

中、震级、强度等），向政府机关进行上报，并通过大众媒体第一时间发布灾害信息（解码）。

同时，由于新媒体（手机短信、网络等）的发展，群体传播的渠道在专业机构未通过大众媒

体发布权威信息之前即开始传播未经处理的原始灾害信息，由于缺乏对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能

力（如危机信息判断的专业知识、信息表达能力等）对大众传媒的报道产生噪声影响。政府

部门的灾害应急处理部门在获得灾害信息后，通过与大众媒体的信息传递将上报的灾情、灾

害损失情况的汇总和救灾工作的协调开展等进程传播到社会大众，同时，由于灾害突发事件

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大众传播则调动所有的媒体、专业人员参与到灾害事件的采集、制作

与报道之中，通过记者直接从灾区采集获取第一手灾害信息。大众传媒把灾情向政府危机决

策层进行反馈，使政府充分掌握灾区灾情、灾民状况和救灾工作的进度，促使各个机构更好

地有效配合与协调，满足灾区的救灾需求。 

大众传媒是灾害信息传播中的关键环节，是灾害信息发布、灾情客观反映、灾害救助

开展情况监督和灾区群众心理压力疏导的主要信息传播渠道。而且，为了获得真实、详细、

及时的信息，赢得受众，大众传媒通过设立一套专业化的信息采集、甄别和处理系统，可以

依靠其资源优势取保灾害信息的客观公正。因而，不论是从社会影响的广泛性还是灾害信息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来看，大众传媒在灾害信息的传播流程中都是占据主导性地位。 

汶川大地震中灾害信息的传播与管理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突发事件中，政府通过及时公开传播有关信息，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局

面，促进救灾工作有序进行，还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和公众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双向

交流制度,实现灾害信息及时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我们从时效性、透明性、开放性和新

媒体四个方面对汶川大地震中灾害信息的传播和管理进行总结。 

（1）时效性 

汉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到 10 分钟，国家有关部门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

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使公众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避免了恐慌发生。各地也在

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出了权威信息。政府及时公布危机信息，意义就在于让公众尽早获悉权威

信息，防止危机出现时因信息不畅通而造成社会混乱、恐慌。 

（2）透明性 

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信息公布前所未有的高度透明，各方面信息都通过有效的传媒

渠道传达给公众。大众媒体的灾害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及时而详尽，掌握了报道基调和主导权

（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减少了社会恐慌, 为抗震救灾创造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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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环境，收到了良好的正面效果。特别以下两个方面是国内利用大众传媒在灾害信息传播

方面的一次突破。首先，每天公布统计出的 新的伤亡数据，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更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其次，通过传媒向公众提供救灾工作的情况，还原事实真相，向公众

解释政府工作的进程，消除了公众的疑惑。 

    （3）开放性 

    这次大地震中，政府允许外媒第一次进入灾区报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尚属首次。由于

外媒的参与报道，我国政府在地震中的出色表现得以向海外传播，不断有媒体对我国政府的

执政能力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表示肯定，为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舆论中塑造了良好的形象。 

    （4）新媒体 

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大众媒体打破了以往的突发事件报道模式,不仅电视、广播、报纸

等传统媒体通过快速反应、连续报道、专家联动等方式实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而且在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实现了融合，包括采用了交互推广、内容分

享等模式开展了全方位（包括信息采集和播发）合作，产生了良好的报道效果。具体合作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多种新媒体加入灾害信息传播的主渠道，至 5 月 19 日晚

10 点,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和中华网一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 含图片、文字、音视频) 

约 123000 条； 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整合发布新闻 133000 条。上述八家网站新闻点击

量达到 116 亿次, 跟帖量达 1063 万条。政府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合作向重庆、四川、甘

肃、陕西的手机用户发送余震预警预报信息, 针对各地流传的即将发生大余震的谣言, 政府

通过 10086 等号码发送辟谣短信。其次，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已经习惯于借助和运

用新媒介。比如, 利用网络媒体、手机短信获取新闻线索, 将博客的内容转载( 播) 到传统

媒体上。更进一步, 传统媒体借助数字化的技术和网络传播环境, 直接衍生出了新媒体, 如

手机报、手机电视等。在汶川地震后, 仅新华网、人民网的手机报和央视网的手机电视, 前

七天已发稿 71 期 3000 多条。特别是新华网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合作推出的《抗震救灾

手机报》和抗震救灾快讯, 专门为四川灾区 1500 万移动用户、700 万联通用户免费定制, 

为抗震救灾提供了优质的信息服务和有力的信心支撑。 

灾害信息传播机制的构建及媒体的应对策略 

从汶川地震中灾害信息的传播与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构建

一套适合国情、立足长远的灾害信息传播机制，通过一系列机构和系统的建立,来搜集、分

析各类灾害信息, 同时成为灾害信息汇总和发布的核心。 

（1）建立相应的灾害信息传播管理机构和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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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 FEMA（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为范本，根据本国的情况建立

由国务院直接指挥的危机管理机构,以灾害中的预防、反应、恢复、服务和组织优化作为基

本目标框架。在该机构内设立专门的灾害信息传播部门，对相关信息传播渠道进行整合,为

政府灾害信息的搜集、分析提供支持,掌握信息资源以保证在灾害信息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

促进信息在公众、媒体间的准确及时传递，为危机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由该机构和

专门机构（国家地震局、气象局等）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将各个部门和地区整合起来,支持安

全邮件、地图、语音、图片和互动工具等多种技术。在此基础上, 通过各相关地区和部门提

供实时分类基础信息, 并对各种危机信息进行加工分类,提交基于各时间段、空间地区和主

题的报告和预警,对于各种危险信号进行数据结构划分, 实现信息交换和共享并提交高水平

的分析报告。这种危机信息的整合加工机制大大提高了对于危机决策的预防保护能力, 也增

强了对于危机发生后的反应和恢复能力。与此同时,该机构可主导编写、发布了各种处理灾

害信息的指导资料，统一标准，便于政府在发生危机时的信息分析, 减少协调中出现的问题。 

（2）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并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灾害时期的信息传播提供保障。 

在目前国内已经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方便公众监督政府；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制度基础。 

（3）有效整合新技术传媒，合理引导灾害信息的群体传播渠道。 

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媒介革新，改变着社会的传播方式。以手机、博客、论坛等新媒

体为载体的人际传播，成为公众传媒之外的公众满足信息需求的新渠道。而由于缺乏相应的

监督与引导，这种新的灾害信息传播渠道会加大信息传播中的噪音，使真实信息的传播受阻，

对救灾工作和灾民情绪、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目前的媒体发展趋势，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的信息传播将向分散性化、双向互动、自主性强、多种传播方式整合的方向发展。新媒

体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突发事件中仅凭简单控制压制新媒体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政府在应

对突发事件时，需要意识到社会传媒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危机管理者必须以引导而非强制

的形式来管理新技术传媒。例如在新闻发布中，采用一些公关手段，适当选取某些新媒体参

与报道作为合理疏导渠道， 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传播中的噪音并处理好与新媒体的关系。 

作为灾害信息传播的主导渠道，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管理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应对： 

一是要建立公共危机应对机制, 满足及时、全面、多方位、多层次地传递灾害信息的要

求。在重大危机发生后,能够立即启动, 及时反应，迅速策划, 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跟进、

调整。一般来说,后方负责宏观策划和背景资料的搜集整合, 前方记者则根据后方指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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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挖掘采集, 对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 前后方联动, 实现了对公共危机

事件及时、充分的报道。在报道中, 记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重视第一时间赶到, 注

重现场报道。重要媒体机构重视对于危机信息的全面呈现, 追求从深度和广度上传递信息, 

并在技术上辅以大量的图片、图表等形式, 帮助公众了解和记忆。 

二是在对灾害信息传播的不断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比较规范的操作方式。首先，以人

为本的理念要深入到传媒的核心价值，强调对人的价值、生命的重视。其次，加强公众对灾

害危机报道的参与。媒体要真实、迅速和全面的报道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仅凭媒体自身的力

量是很难实现的，而此时处于灾害影响下的受众个体则成为真实、高效和个性化的灾害信息

来源，而且公众的参与更有助于感染和鼓舞公众情绪，并使得整体社会情绪受到正确的疏导。 

再次，新技术手段的采用要善于结合实际，利用现有免费或廉价的技术。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媒体在制作灾区空间影像时，既可以借助航拍、卫星成像等高成本技术手段，也可以借助类

似谷歌等免费的新技术手段，在 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灾害信息的多媒体传播模

式。 

    三是在对新媒体的融合中要充分体现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和主导地位。相对于新媒体，传

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操守和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以及其媒介可控性，对于灾害等突

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还是可以更好的审核新闻的社会价值，把握社会舆论导向。而新媒体尤

其是网络媒体具有即时性和高度参与性，也增加了舆论导向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所

以，无论是政府灾害信息的下达，还是公众舆论的上传，都需要传统媒体这个中间纽带发挥

完整、系统、融合的作用，凭着自身的优势，进行新闻价值的判断，果断、及时、准确的报

道灾害信息，引导舆论、平稳社会情绪，提高全社会抗击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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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and media strategy 

Chen Peiai，Xia Baojun  

Abstract：In the crisis of public emergencies such as earthquakes, the dissemination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on reflection of the disaste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disaster 

rescue, the relief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people in the disaster areas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earthquake in Wenchuan and analyze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incident and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change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o build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in a sudden crisis of public and that the media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Key words：Crisis Management；Disaster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Process；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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