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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危机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新媒体的出

现和流行改变了受众所处的位置和信息传播的模式。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广泛渗

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甚至对作为新闻人物的个人来说，

与之相关的危机出现了很多新的和不同的特点，危机管理和公共关系面临新的机

遇和挑战。 

本文对危机的本质和新媒体的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危机在新媒体中的

传播特性，并试图探索新媒体在危机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危机管理的各项流程中可

发挥的积极作用。以期对危机管理方法作进一步完善，通过传播学、信息技术及

相关学科的理论应用使危机管理问题的研究体系化、逻辑化，以适应新时期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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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ssues and strategy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of  human's  living  environment  lead  the 

universality  and  frequency  of  crisis.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New 

Media  changed  the  position  of  audience  and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a wide  range  of  New Media  usage  in  our  daily  life,  for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NGOs, even the newsmankers, their crisis are assosiated 

with  a  lot  of  new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itics,  crisis management  and  public 

relations ar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nature of crisis and  the characterisitics of  the New Media,  reveales  the New 

Media's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can the New Media play an active role in all stages of crisis and the process of crisis 

management. With a view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s further improvement, make 

systematic and logical research on crisis management by applicat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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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人类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危机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新媒体的出现和流

行改变了受众所处的位置和信息传播的模式。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广泛渗透到人们的生

活中，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甚至对作为新闻人物的个人来说，与之相关的危机出

现了很多新的和不同的特点，危机管理和公共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企业来说，自身经营业务多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互联网等媒体的出现，使

企业面临的危机出现了新的情况，台湾辅仁大学的吴宜蓁教授曾将互联网比作危机的起

火点与灭火器[1]，然而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企业所处的媒体环

境也比以前更为复杂，公共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当危机出现时，危机公关更是变得无所

适从。本文对企业危机公关和新媒体的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危机在新媒体中的传

播特性，并试图探索新媒体在危机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危机公关的各项流程中可发挥的积

极作用，建立面向涵盖新媒体的企业危机公关策略，以期对危机公关方法作进一步完善，

通过传播学、信息技术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应用使企业危机公关问题的研究体系化、逻辑

化，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 企业危机公关概述 

在人类社会中，“危机”是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出现的状态。从字源上考查，“危机”

（crisis）本来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濒临死亡、游离于生死之间的那种状态[2]。对于现

代社会中的企业来说，危机是指一种对组织基本目标的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必须在

极端的时间内做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3]。此类突发事件的出现，

导致企业形象受损，面临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商业活动处于危机状态。 

对于企业来说，危机有着以下特点： 



        ⑴突发性。危机常常在企业毫无准备之时突然爆发，危机何时发生、怎样发生、在

什么地方发生等都带有极大偶然性，难以提前做出预测。 

⑵紧迫性。危机一旦出现，企业必须在极端紧迫的形势下对危机进行管理，做出相

应的决策安排，而这一切都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新媒体的出现更是加快了信息传

播速度，企业所面临危机的紧迫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⑶公众性。媒体、专家、公众、有关当局、企业内部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都会密

切关注正在发生的危机，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扩大了传播范围，企业危机的发生更能

成为公众的“焦点”。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公众的意见更为突出、更加受到关注，因此企

业在受到更大舆论压力的同时，其危机公关的难度也进一步加大。 

⑷聚焦性。大众媒体、新媒体等等使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时效高速化、范围的全

球化，使企业危机成为公众聚焦的中心，企业不可能逃避责任、掩盖危机。 

⑸危害性。危机的出现，首先带来的是对公众的伤害，因之产生的社会舆论压力常

导致企业在危机出现时做出错误的决策，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声誉造成不利影响，破坏

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⑹未知性。危机的发生使得企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新媒体

在突出公众意见的同时，也使企业接收到的信息庞杂多样，难以解读，公众舆情难以估

量，社会影响难以了解，企业损失难以计算，发展趋势难以预计。 

⑺重塑性。危机既是“危”也是“机”，危机使企业认识到自身的弊端和局限，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既可以遏制危机，也可以鞭策企业重塑自身，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借助新媒体等媒体工具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重塑企业形象。 

⑻可预防性。借助竞争情报、数据挖掘等方法手段，对舆情进行有效监测，对潜在

危机进行提前处理，预防危机的发生。 

“公共关系”一词，最早出现于 1828 年的美国。当时，纽约的一位律师多尔曼·伊

顿，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曾以《公共关系与法律职业的责任》为题作了一次演讲，自此以

后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语，中文又常简称为“公关”。现代公共关系于 20 世纪初起源

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其社会作用也表现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现代公共

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对公共关系的认识也逐渐趋于深入、理性，一种较为通行的定义是：

“公共关系是以维护、增进组织机构及其公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以建立适合于本组

织机构的生存、发展的最优社会生态环境为目标的，有效地运用信息传播沟通的手段，

持续不断地协调、完善组织与自身内外公众之间关系的活动。”[4]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

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在理论上涉及不同的学科范畴，在实践上则被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组

织和不同的领域，危机公关便是其一。 



危机公关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危机公关亦可理解为危机管理，

也称问题管理，是一种能力，也就是理解、动员、协调和指导相关战略、战术，运用各

种可能的公共事务与公关技巧来实现一个目标：有目的地参与到可能影响个人及机构命

运的公共政策制定活动中。狭义的理解将危机公关看作是危机管理的关键环节，它是公

共关系学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当企业遇到信任、形象危机或者工作失误时，通过一系

列的公关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谅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5] 

本文采用狭义的定义，认为企业危机公关必须立足于应付突发事件，通过有计划的

专业处理系统将危机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成功的危机公关还能利用危机，使企业在

危机过后数里更优秀的形象，对未来的危机事件进行预防和控制，提高企业危机处理能

力。 

企业危机的范围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横向来看，分为企业内部和

外部的危机公关，企业不仅要对外部开展公关活动，求得公众谅解和理解，还要对企业

内部人员（包含员工、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实施公关活动，稳定他们的情绪，协助快速

回复正常生产；纵向来看，包含事前、事中、事后的不同阶段。本文主要讨论企业外部

的危机公关，但涵盖了事前防范、事中处理和事后恢复总结分析的全过程。 

  国内著名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提出了危机公关的 5S原则：①Speed，速度第一原

则；②System，系统运行原则；③Shoulder，承担责任原则；④Sincerity，真诚沟通原则；

⑤Standard，权威证实原则[6]。在下文的分析中，笔者同样要总结论述基于新媒体的企

业危机公关如何履行这些原则。 

3 基于新媒体的企业危机公关 

3.1 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及其对企业危机公关的影响 

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1967 年，美国 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

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发表了一份关于开发 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第一次

提出了“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接着，1969 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

主席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总统递交的报告中，也多处使用新媒体一词。从此，“新媒体”

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扩展到了全世界[7]。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新媒体及相关概念的使用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

得不承认，新媒体仍处在高速发展阶段。“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内涵会随着传

媒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发展，但从人类传播史的角度而言应是一个时代范畴，特指“今日

之新”而非“昨日之新”或“明日之新”。[8] 

对于现阶段的新媒体，一种观点是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予以界定。就内涵而

言，新媒体是指 20 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



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

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就外延而言，新媒体包括了光纤电

缆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卫

星直播电视系统、互联网、手机短信、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广播网等。
[9] 

新媒体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

式，而且由此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正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新媒体

在舆论传播中日益成为重要渠道，对企业危机公关提出了严峻挑战。   

针对企业危机公关，可对新媒体的传播特征作如下分析： 

3.1.1传播媒介的融合与泛化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

契尔·索勒·普尔提出。1983 年他在其《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

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正逐

步走向联合，“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现象。网络传播、电信传播、广播

电视传播以及纸质媒介传播间的藩篱逐渐打破，这已成为传媒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新媒体的出现，使众多传统媒体一改过去面貌，以电子化、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在人

们面前，伴随着手机媒体出现了手机报纸、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播客等业务，互

联网络也以其多媒体特性、超文本特性提供电子邮件、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等服务，同

时汇聚了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图片及人际传播的媒介属性。媒介的融合导

致了传播的泛化。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种类型媒介通过新媒体真正实现了汇聚和融

合，使得传播路径得以延伸，传播范围得以扩大，传播内容得以丰富，传播频率得以加

强。 

对于企业危机公关来说，一方面，多样的沟通渠道、丰富的交流形式拓展了企业与

公众沟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企业的危机公关范围最大限度地涵盖了目标受众，多种形

式的传播内容更具说服与沟通效果；另一方面，危机期间的信息传播更为迅速、广泛甚

至泛滥，公众接触到各种危机相关信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企业的公关努力也可能被通

过新媒体广泛传播的负面新闻甚至谣言、小道消息等淹没。 

3.1.2 传播过程的即时迅速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葛洛庞帝曾说过：“（互联网）一个个信息各自独立，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

——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够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

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另

外一条路出去。”[10] 

传播媒介的融合与泛化已经体现了新媒体传播过程的即时迅速，但是对于企业危机

公关来说，这一特征显得尤为重要，符合“速度第一原则”的要求，故要予以单独分析。



新媒体在提升新闻信息时效性的同时，也方便了人际间的迅速传播。任何一个危机事件

的发生，新媒体能随时报道，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传播内容的数字化，大大促进了信息

的交流和传播。新媒体不仅便于复制和传输，而且便于不同信息之间的相互转化，可以

在文字、声音、图像和视频之间方便地跳转。然而，对于新媒体来说，由于其自身自由

开放的特点，加之相应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很容易让虚假、歪曲的信息大范围传播，在

对公众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恐慌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危机公关的难度。 

3.1.3 重新认识受众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受众不仅作为信息传播客体

而存在，可以自主地搜索相关信息，同时也成为传播主体之一，可以主动发布、传递信

息，传统定义的传播接受者已经变成了传播参与者。除了传统媒体，其他组织、机构、

群体、个人也成了传播的参与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都能通过新媒体发出自己

的声音。 

传统上，受众的信息选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在报纸、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

下，受众无法体现自主选择性。而新媒体的个性化服务使受众的地位得到了尊重，受众

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各种功能对信息进行自由、主动、智能的筛选，包括自由选择信息内

容和形式，自由选择信息的接收时间和排列方式等。如果按照传统媒体的公关思路，在

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危机公关中释放的沟通信息可能因为受众的选择而被过滤，无法实

现其传播效果。 

新媒体为其受众的信息发布和传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信息生产由传统媒体

的专业化生产逐步向个体、群体的社会化生产过渡，电子邮件、社会化网络服务、即时

通讯、手机短信等为自生产信息的定向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博客、维基、网上论坛更

是方便了信息的社会化生产、传播和交流。企业危机公关的沟通信息有可能就淹没在用

户大量的相互信息交流之中。 

在网络互动中，信息量虽然巨大，但由于受众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以及新媒体的分

众化趋势，信息流向分散，企业在危机公关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精准定位部分目标受

众；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流向过于分散，不再具有大众媒体大范围传播的优势，其传

播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3.1.4 话语权的重构 

如果说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技术在表面上给人类带来的是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便利性，那么它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则是话语权扩散和重构[11]。随着网络、手机短

信、博客等互动媒介形式的出现，“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势被彻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

的“受着”——例如，边缘弱势群体、非政府组织、民间压力群体——凭借新媒体获得

了话语权，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组织”由原来处于支配地位的“单极”演变成

为“多级”当中的“一级”[12]。对于新媒体来说，话语权的重构主要体现在议程设置和

把关人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理论上讲，网络互动传播是对传统的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一种排斥，但在传播的现

实情况下，网络并不是全然没有议程的影响，而是表现得更加灵活和复杂，显示了三种

形式：自由议程、组织设定的议程和无议程[13]。新媒体中的用户可以对其感兴趣的信息

或话题尽最大可能地加以搜集、加工和传播，以满足个人需要、吸引他人注意，从而引

起多方面的共鸣、争论、探讨以致最终问题的解决；社会化网络服务、网上论坛等新媒

体形式对用户进行不同形式的聚合，形成不同属性、不同主题的虚拟社区，在这些群体

传播环境中，议程多是由群体共同商议设定，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议程议程与其社区

主题高度相关，才会吸引感兴趣的用户进行聚合；新媒体中也存在着无议程的互动状态，

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聊天室、互动游戏等形式进行交流时较为随意，可以随时终止话题

或开始新话题，没有人对话体有绝对控制权。在自由议程中，个体可通过新媒体的种种

应用服务对危机信息进行高度关注和极力传播，对危机相关问题的诠释具有高度的主观

性和随意性，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这与企业危机公关中的信息诠释方

式全然不同；组织设定的议程一方面可以反映群体的公共意见，另一方面，偏激的信息

也有可能引导个体意见的偏离；在无议程的交流状态下，传播的信息混杂、零碎，难以

辨别信息是否被歪曲，而这类信息的传播，势必对公众态度造成负面影响。 

在传统媒体中，存在信息筛选的“把关”机制，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判断的信

息才能进入生产和传播的环节，到达受众的信息也因此具备了真实、可信、权威等特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媒体的信息采集和发布过程存在“把关人”角色缺失。其实不然，第

一，新媒体并不完全排斥“把关人”的存在，当危机事件发生时，人们更多的是从新华

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络新闻媒体以及事件相关方的“官方网站”、“官方博客”中

获取信息，这些媒体在信息量、信息组织质量、可靠性等方面占据更大优势，这反映了

受众对“把关人”功能的认同和信任；第二，存在多个无形的“把关人”，意识形态、

社会伦理道德即是其中之一，新媒体中的传播必然受制于国家、民族主导意识形态的影

响之下，如在“家乐福”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中，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意识形态、

社会伦理道德都对其传播行为造成了较大影响，使得社会舆论更加符合既有规范。同时，

新媒体中的社会化导航、新闻聚合等智能化服务，使“把关人”的位置虚化，但信息同

样得到了过滤和优化。 

3.1.5 多层次的互动 

匡文波在对“新媒体”概念进行辨析时认为，互动性是新媒体传播的本质特征[14]。

在新媒体时代，高度开放性、自由性与双向性的网络社会带来的是互动的广泛性和频繁

性，新媒体模糊了信息传送者和信息接受者的角色，其交互性使信息传送者和信息接受

者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从互动形式上可划分为：

①个人对个人的互动；②个人对群体的互动；③群体对群体的互动；④个人、群体与大

众的互动。 

新媒体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等新的传播形式得以勃

兴，其互动形式灵活，每一个公民记者都能够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迷你型的公众群体，普

通民众参与的新闻报道，多为突发危机事件，其对事件的描述通过网络以博客等方式传



播开去。这类事件（危机）一旦发生，只要具备一定的感知能力，即使没有经过专业的

新闻素养培训，没有新闻从业的实践经验，也能比较容易捕捉和判断出此类时间的新闻

价值，从而以一个记者的形态对事件进行传播[15]。新的传播技术天生的具有可参与性，

使读者变成了主动的叙述者，超文本的读者取代了作者的角色，改变了报道与写作的传

统模式[16]。个体或群体通过新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报到和评述，读者可以在同一平台上

发表评论，甚至加入报道群体中，以自己的视角对危机事件相关信息进行传播，进而影

响主流媒体、危机当事人的态度。在这一平台上能实现对个体、群体、大众三个层次的

有效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这是在新媒体之外的地方无法完成的。 

3.2企业危机公关的新媒体策略 

企业的危机公关乃至危机管理是一套完整的策略体系，具有诸多新型传播特征的新

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一方面，使得危机事件中的不确定因素、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

多，企业处理危机的压力更大；而另一方面，透过新媒体，企业可以倾听更多公众的意

见，通过新媒体与公众进行积极沟通。下文着重论述与新媒体相关的企业危机公关策略

问题。 

3.2.1 媒体选择：新媒体能做什么？ 

媒体在危机公关的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危机潜伏期是“预警人”，在

危机爆发期是“引导者”，在危机恢复重建期是“反思者”[17]。不同的媒体具有不同的

传播特征，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时，会根据不同媒体的不同传播特征，选择特定媒体实

现特定的公关需求。例如，选择权威媒体以增强说服力，选择地方媒体以扩大影响力等，

新媒体具有独特的传播特征，选择新媒体，自然会给企业危机公关带来诸多优势： 

⑴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并送达受众。报纸、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信息能否最终到

达受众，都是可以由受众主动来选择的，都是受众自愿的[18]。纵然受众暂时无法选择接

收的内容，但他们可以选择中断信息接收过程。报纸文章写得不好，我们总可以不看；

网页上各种垃圾信息可以略过或者屏蔽……但是，手机、电子邮件、新闻推送等可以最

快的速度送达指定的受众，而且，受众对这类信息的重视程度更高。企业在进行危机公

关过程中，通过这一类新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并送达目标受众。 

⑵促进公众主动知晓。我国受众在面对主流媒介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方法表现出

信赖与排斥并存、信任与怀疑交织、肯定与否定混杂的复杂心理状态[19]。公众会选择通

过新媒体，自己去寻找和组织信息。因此，应研究公众的新媒体使用行为习惯，在适当

的渠道发布危机公关信息，在公众的主动知晓过程中完成企业与公众的有效沟通。 

⑶在危机中体现人性化形象。博客、社会化网络服务等新媒体可以弥补企业生冷的

非人性化形象缺陷，拉近企业与公众的沟通距离，以人性化的形象、亲切平和的沟通方

式，向公众进行解释和说服，缓解双方在危机中出现的矛盾。 



⑷更好的互动与沟通。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的特性以第一身份实现与公众的双向对

等沟通，通过博客、RSS 等新媒体形式发布的内容可以实现有序更新，这就能吸引公众

的不断参与和互动，个体可以方便的与企业进行交流，同时，交流过程也可以与其他公

众共享，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3.2.2 媒体策略 

3.2.2.1  事前防范阶段 

事前防范是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是企业的突发事件、偶然事件，一

般都是突如其来，从天而降，首次发生，无章可循，如果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有效的

危机预防措施，企业很可能会约束无策，在迟疑和犹豫之中坐失良机[20]。进行事前的危

机防范不仅可以使企业提高警惕，还可以使企业提高危机来临时的快速反应能力。 

企业的常规公共关系部门不一定都具有危机监控和处理的体制、专业人员。当危机

出现时，多是成立临时危机公关小组，从危机公关的现状上来看，组成人员中必须有解

决危机、了解新媒体的专家，主导面向新媒体的危机公关，在企业常规公关活动中，重

视新媒体的作用，使之成为公众与企业的默认沟通渠道之一。中国处于转型期，危机频

发，加之新媒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建议在常规的公共关系部门吸纳既了解危机公关流

程又了解新媒体运作的专业人员，做到未雨绸缪。 

建立信息中心监测媒体信息。对公众而言，由于社会分工、信息过剩以及人的注意

力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于危机信息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包括新媒体在内的

各种媒体获得的，在危机潜伏期更是如此。由于新媒体的诸多应用加深了公众间的交流

互动，一旦危机爆发，它的破坏性会在快速传播中危及大面积公众。如果媒体对危机的

预警报道能正确反映事件的发展进程，企业就能提前对危机形成正确的看法并由此采取

相应的行动，从而减轻或消除危机的危害，防患于未然。因此，媒体的预警功能对于企

业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危机临近的时候，由于信息交流不畅，企业对危机的认

知常处于蒙蔽状态，如果在这时候企业的信息中心能通过监测媒体获得及时而充分的预

警信息，就可以帮助企业消灭危机于潜伏期中，避免企业因为危机爆发而遭受更大的损

失。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上的信息纷繁复杂，有必要设立专门的信息部门进行监

测。在进行危机预防时，把握和分析存在的危机隐患，收集信息和早期预警，迅速而有

效地作出评估，健全危机管理、决策机制[21]。 

同时，监测媒体信息还可以协助监测企业自身所属的产业讯息、竞争者动态、政策

走向、客户自己讯息等等，进而规划或修正未来传播策略或方向，了解已执行的常规公

关活动的实际成果。 

3.2.2.2  事中处理阶段 

危机爆发初期，企业要争取在第一时间掌握传播主动权，主动将危机事件的处理置

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企业要将这一过程看成是展示形象的良好机会，从企业的宗

旨和社会责任出发，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邀请权威部门和新闻媒体参与调查和



处理危机的全过程，使危机处理的全过程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以增强公众对企

业危机处理的信赖感，恢复企业在利益相关群体中的形象，确保企业在危机处理中采取

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企业应该利用新媒体传播迅速、广泛的特点，选择目标受众经常接

触的新媒体，释放危机公关信息，与通过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危机公关不同的是，企业不

必借助传统媒体作为交流中介，在新媒体中，企业自身就能直接将信息传送给目标受众，

以第一身份成为信息传送者，在掌握对沟通内容的控制的同时，也保证了信息的准确、

及时送达。 

在危机蔓延期，企业应积极使用和配合各种媒体，避免新危机发生。在召开新闻发

布会的同时，可以在新媒体上同步进行视频、音频、图像和文字的传播，融合最多数的

媒介形式真诚面对公众，进行双向沟通。通过官方博客、SNS 集群等新媒体形式与公众

进行实时沟通，缓解公众询问的压力，同时有助于公众将企业设置的这些沟通渠道真正

视为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从而以企业可以控制的信息填补信息“真空”，掌控传播的

主动权。新媒体上的沟通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公众压力，因此，企业必须做好思想上、

策略上等各方面的准备，周全考虑公众关心的问题，通过各种信息内容组织方式进行解

释，以获取公众的认同，对公众关心的要害问题要有完备的解决方案和措施，以防止全

面的沟通导致负面效果。 

        危机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危机进入蔓延期，很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的个体关

于危机产生原因分析的评论、报道也开始相继出现，这个时候要预防公众和媒体讨论中

的过激和偏颇的主观分析，避免谣言和不正确的臆测信息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有不

合实际的分析或评论出现，在联系相关传统媒体的同时，企业应及时利用新媒体主动发

布企业的积极回应和辟谣信息，更正错误，及时引导舆论。在危机处理过程中，通过信

息中心进行舆情监测，针对新媒体的传播特征，总结最具代表性的公众意见，并分析当

前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传播情况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为危机公关职能部门的下一

步决策提供及时的支持。         

3.2.2.3  事后恢复总结阶段 

在危机事后恢复总结阶段，企业的工作重点由控制危机事件本身，转移到正常的生

产经营秩序的恢复和危机问题的根本解决上来。这一阶段，公开的冲突停止了，但是如

果原来引起危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危机局势只是被控制了，危机将会以其它变异的

方式，或寻找时机再次发生，其强烈程度也许还要超过上次危机。 

危机事后恢复总结阶段内企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防范和控制危机的再次

发生或升级，从本质上找到消除危机根源的合理方法，并还必须加大公共关系工作的力

度，恢复受损的形象，努力化危机为转机。通过信息监测中心，对危机进行事后评估，

通过舆情监测观察危机过后企业公众形象恢复情况，评价危机公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效

果。因此，企业还需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的联系，并积极利用

媒体，塑造企业的新形象。 



通过媒体充分展示企业的发展理念。公众对企业的认识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通过企

业的发展理念、经营文化、组织和人员的具体行动与效果而根植于公众心目中的。应向

公众传达以下信息：①企业并未因危机而一撅不振，而是在危机中积累了经验，愈加成

熟：②企业有实力在未来获得更好的发展；③企业愿意与公众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上述

信息对于增强公众对企业的信心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帮助作用，同时也是帮助企业化危

机为转机的一种必要手段。 

因此，在危机恢复期，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媒体宣传讨

论活动、群体文化活动，通过新媒体等传播手段开辟公众社会监督渠道，架起企业与公

众沟通的桥梁，在公众中广泛宣传自己的治理原则、经营文化、发展理念，传达为公众

服务、与公众互惠双赢的愿望，为全面征询、听取公众的意见创造条件，表示出对公众

的尊重和依赖，努力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4 结语 

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一方面，传

统的受众变成了传播的全程参与者，信息快速传播，内容多种多样，产生的社会效应不

可估量，影响了企业危机公关已有的媒体策略模式；但在另一方面，与通过传统媒体进

行危机公关不同的是，企业在新媒体中完全可以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无论是对于危机

的解决还是对于企业形象的重塑，都是一个崭新的机会。 

Lev Manovich 更是在其著作《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中论

述了新媒体的社会影响：“今天我们正处在一场新媒体革命之中——所有的文化正在转

向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生产、分发和传播。这场革命带来的影响将远大于以往，而我们才

刚刚有所察觉。”[22] 

当代的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和转型之中，企业不得不面对危机频发的局面，新兴的

媒体形式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又令处于危机状态中的企业无所适从。笔者认为，现阶段

应进一步加深对新媒体的认识，如新媒体中受众的行为动机、新媒体中群体信息传播模

式及人际网络分析、新媒体相关政策法规建设等，例如，对于手机等适宜于进行实名制

的新媒体，企业应该呼吁并极力推进其实名制度的贯彻实施，既控制歪曲信息的不负责

任的传播，减少企业危机公关不必要的障碍，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顺应社会

的有序发展。 

总而言之，面对新媒体，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应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研究适合

中国国情和传播环境的危机公关策略，将新媒体作为优化企业危机公关的利器加以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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