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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uring the safety of school staff and studen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but also a prerequisite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school.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school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nstable factors,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 campus is urgent.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resilience" is mainly applied to solve urban problems. As a micro society, schools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society.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silience", this paper will tak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new management method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school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resilience, the basic elements of school resilience and the framework of school resil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applying "resilience" theo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chool 

safety management, and the five basic elements to be followed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framework of school resilience,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proces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学校韧性—学校安全管理新思路 

马娜1, a, 李志华2, b, 常振兴1, c, 陈涛1, d* 

1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海淀区，北京，中国 

2清华大学保卫处，海淀区，北京，中国 

a915383953@qq.coml, blzhihua@tsinghua.edu.cn，cczxing2008@163.com, 

dchentao.a@tsinghua.edu.cn 

*
通讯作者 

关键词: 学校韧性; 学校安全; 安全管理 

中文摘要.学校教职工与学生的安全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关键因素，也是学校顺利开展各项活动

的重要前提。随着学校人员结构日益复杂，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使得平安校园建设面临越

来越多的压力与挑战。“韧性”理论现阶段主要被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学校作为一个微型

社会，与社会有许多的相似点，因此本文将从“韧性”角度出发，以高校为研究对象，探索

保证学校安全稳定的新管理方法。本文将从学校韧性基本特征、学校韧性基本要素、学校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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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框架三个维度，分析应用“韧性”理论解决学校安全管理问题的意义，以及在韧性学校建

设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五大基本要素，并总结了学校韧性框架，用于指导韧性学校建设的流程

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1．引言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国家总体安

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实保障学

校安全稳定，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人力资源基础，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韧性”概念最早起源于1970年代的生态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态学教授霍林

（C.S.Holling）在其著作《生态系统韧性和稳定性》（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中提出“生态系统韧性”概念。随着城市规划学者、环境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系统应对灾害的

问题，研究对象逐渐从“生态系统韧性”扩展至“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现在“韧性”概念

被广泛地应用到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研究当中。 

在我国，学校是一类特殊的区域，具有人员高度集中，风险隐患多，社会关注度高的特

点。学校作为“微社会”与社会有许多共同点，虽然研究对象的要素构成与风险不同，但用

“韧性”理论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本文以“韧性”概念为出发点，以英

国标准协会（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2019年1月2日发布的城市韧性指南为理论支撑，

提供学校安全问题解决的新思路。 

2．学校韧性理论 

2.1  学校韧性基本特征 

在我国，学校教育可划分为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前

教育6类，由于不同阶段人员心理、文化水平、学校建设规模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学校安

全管理变得十分复杂。为提高学校避险救灾的能力，保障学校处于持续安全状态，需由传统

安全管理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学校安全管理模式，韧性学校的管理模式相比传统安

全管理模式具有更小的灾害损失和更快的恢复能力特点，如图1所示。 

 

图1  外部冲击下学校系统功能水平 

学校韧性相比于传统救灾概念，更关注学校系统中灾害应对的非物质条件，学校安全与

以下5个特征密切相关： 

多样性：土地利用模式，基础设施、知识和人员的多样性确保学校系统存在冗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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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性：相似功能组件的可用性及跨越尺度的多样性的复制，确保某一组件或某一层次

的能力受损，学校系统功能仍然能够依靠其他层次正常运转。 

连通性：确保各要素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并获得其他要素的支持。 

独立性：系统在受到干扰影响时能够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保持最小化功能运转。 

适应性：学校能够在每次灾害后及时采取物理性、制度性的调整，不断将新经验纳入适

应能力中。 

2.2  学校韧性基本要素 

学校应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增强校领导、教工、学生、院系、部处的权能，提升学校人

员的凝聚力并立足高视角对学校安全问题进行概括性思考，使处于学校的每个人意识到学校

安全不仅仅是校领导的责任，而是学校全体人员的责任，并组织其参与到安全建设行动当中，

以增强学校韧性。五大基本要素支撑着学校韧性，是支撑学校韧性建设的核心，学校韧性五

大基本要素见图2： 

图2  学校韧性五大基本要素 

完整性：跨系统、跨部门、跨活动和跨风险进行整合，使学校利益攸关方协调一致共同

制定和执行战略，将决策程序纳入到学校韧性建设中，形成利益攸关方共同的愿景，并得到

至少一个解决办法。 

包容性：为了提升学校韧性，需要学校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增强人员凝聚力和主观能动

性，使其意识到他们赖以生活的学校面临的冲击与压力，而他们的角色是保护和发展他们的

学校。 

适应性：在长期的规划和建设中应考虑适应性，增强学校适应未来社会变化的灵活性，

提升接收、分析、处理、反馈信息的敏捷性，提升态势感知能力。 

反思性：将持续评估、收集信息、学习和改进贯穿于学校韧性建设的全过程。对学校进

行态势分析（SWOT），通过分析总结学校的优势、劣势、外部机会和威胁，面对威胁要预先

采取方法避免未来的混乱，对于持有的机会，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价值。 

持久性：系统脆弱性，例如交通安全、实验室安全、大型群体活动安全等应开展分层保

护、可靠性设计、冗余和故障保障安全、平衡风险、机会和成本来解决。 

3．学校韧性框架 

以上五个方面是韧性的基本要素，是建设韧性学校的核心，基于韧性基本要素建立了学

校的韧性框架，在框架列出了每一阶段的关键因素，学校韧性框架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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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校韧性框架 

3.1  组织与定义 

学校安全始终都受到社会的关心，许多学校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抵御冲击与压力的能

力，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校展开过增强学校韧性的实践，但是很少有学校韧性纳入提升学校

安全的全面战略计划当中，为了建立学校韧性总体计划，第一步就是组织和定义学校系统、

划分层级，制定韧性学校建设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3.1.1 领导和治理结构 

有效的领导和治理结构是韧性学校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领导和治理结构应具有灵活性

使得管理方式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任何一种冲击或压力下，都应对应明确各部处、院

系的权责，使得各部处、院系成为利益攸关方，并设置监察机制，设立学校韧性建设监察中

心，定期评价各部处、院系工作成效，并给予激励或惩罚。校党办作为统筹韧性学校建设的

领导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倡导学校安全观，支持学校安全文化建设； 

（2）给予各部处、院系一定的自主权； 

（3）确保韧性学校建设在学校建设中的地位，给予制度、资源支持； 

（4）形成能够推动韧性学校建设的权力中心； 

（5）完善监察机制，确保问责制的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学校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激发利益攸关方的主动性，形成有效的领导

和治理结构，落实韧性学校建设的议程。 

3.1.2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与学校安全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于学校安全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要让大家

意识到他们对韧性学校的建设都负有责任，在建设韧性学校时应始终坚持“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利益攸关方应由一个多样化的群体组成，可包括： 

（1）校党办、各院系、部处； 

（2）地方政府、卫生和教育部门； 

（3）韧性学校建设权力中心； 

（4）校学生组织，如学生会、团委、志愿组织； 

（5）校友会； 

（6）教师、学生、在校办公的其他人员； 

（7）相关领域专家； 

（8）关心学校安全的其他社会人士。 

这些利益攸关方应该展开合作，共享信息，互相了解彼此的优势、劣势，对待韧性学校

建设的看法，并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使得各方的利益与学校的利益相一致，商定韧性学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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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共同愿景、价值观和优先事项，并可定期由一方举办论坛，在不同的建设阶段确定一个

韧性学校建设的关键问题，集思广益，促使各方对韧性学校建设做出贡献。 

3.2  评估与确定优先级 

3.2.1 学校韧性系统需求与能力 

对学校韧性的评估和优先级的确定要尽可能的得到数据的支持，该评估应着眼于韧性的

两个方面：系统需求和系统能力，具体内容见表1。并尽可能量化系统需求和能力，并缩小两

者之间的差距。 

表1  学校韧性系统需求与能力 

 系统需求 系统能力 

1 技术框架 阻止能力 

2 社会系统 保护能力 

3 自然灾害 准备能力 

4 基础设施 响应能力 

5 卫生与健康 恢复能力 

6 其他安全 学习和提升能力 

3.2.2 趋势分析与风险网络 

学校韧性评估应了解关键的冲击和压力因素以确定阻碍韧性学校建设的潜在威胁。应用

趋势分析识别即将面临的冲击及压力，并预测其变化的趋势，有效实现对风险的控制。识别

和构建学校风险传递网络，以确定在哪个环节存在漏洞，以及冲击或压力会对它们产生怎样

的影响。风险网络的构建不仅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和系统，还包括学校内的院系、部门、文

化等与人相关的要素。同时可以把这些要素映射在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中，以便对特定的冲击

和压力因素进行叠加。 

3.2.3 差距分析和优先级的确定 

系统需求和系统能力之间的差距应被视为要增强韧性的区域，“韧性缺口”实质上就是

内部风险系统，可以使用韧性测量工具识别出这些区域，针对这些区域根据缺口的大小采取

相应的措施和确定行动的优先级。 

3.3  计划与准备 

3.3.1 韧性策略 

为了增强学校韧性，应该制定不同阶段的策略，策略的制定步骤应包含图3所示的所有环

节。策略的制定需要商定优先事项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一个有效的战略应有建立韧性

学校建设的备选方案，每一个行动、计划或主要项目的落实最好有强有力的案例做为学习榜

样。战略的制定可以是综合性的，可以是专项的，随着不断探索和方法的成熟，应该将韧性

学校建设纳入到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当中。韧性策略的制定应该学校自身的情况，关注最需

要和最大利益的区域，具体措施如下： 

（1）改善和修订现有的学校安全制度、院系部门安全管理办法，实现一体化； 

（2）通过与学校师生、工作人员接触增强策略制定的包容性； 

（3）通过关注学校安全的薄弱环节和面临的压力、风险，提高应对能力，保证韧性学校

的持久性； 

（4）吸取过去的经验，学习反思，针对关键问题使学校长治久安； 

（5）增强学校灵活应对变化的情景的能力通过投资于适应性解决方案。 

3.3.2 做出最佳选择 

在确定优先次序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1）方案的实施是否符合韧性学校5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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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处理紧急或高风险的冲击或压力的早期时，方案产生了哪些影响； 

（3）如何衡量方案的进展，对实现学校安全目标的贡献和效益，如何与学校韧性基准相

比较； 

（4）衡量方案是否具有长效性，是否具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行动方案； 

（5）衡量方案的可行性，即方案的内容与治理结构、人员和资金是否冲突； 

通过以上因素缩小备选范围，进一步制定一项更加全面的战略，并与相关的利益攸关方

达成广泛的协议，确定交付计划，并监督一系列分期交付方案的落实。 

3.4  合作与管理 

工作方案的落实和学校韧性的建设管理办法可以依据城市投资组合办公室（PMO）的方

式，因为这一工作办法具有多流、复杂、多方参与的特点，这一管理办法也可应用于金融、

资源和风险控制。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执行学校韧性建设的所有方面，包括提供资源、

管理和监测。学校韧性的建设包括一些列的项目和举措，涉及到许多利益攸关方群体，在衡

量各方利益时，要始终坚持以学校利益为主。例如，英国国家反恐安全办公室（NaCTSO）警

察为了能够调动公民贡献情报的积极性，建立了一套信息交换方案，警察向受信任的公众成

员提供资源，以便成员在社会中传播关键的反恐信息，通过建立这种自上而下式的“敢于分

享”的文化，极大的调动了公众分享情报的主动性。而这种方式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因

此被命名为“ACT”方法。 

同时，还要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和组织的力量，在校全体人员的参与是实现有效变革的

关键。在有关学校安全的重要规划与决策中，应积极听取在校全体人的意见，从而实现“自

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调统一。 

3.5  持续改进 

依据反思性原则的要求，只有在有能力、有组织和资源充足的条件下不断学习和改进，

学校韧性才能逐步提高。校领导应该支持持续改进进程的推进，并且配置相应的资源，接受

学校面临的干扰，以便积累经验，通过持续改变，提高学校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灵活反应

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开展以下工作： 

（1）定期报告。创建渠道吸收更多人的意见，明确今后改进的目的、预期成果、具体行

动以及与此相关的责任的落实。同时对定期的调研报告进行公开，通过信息公开维持韧性学

校建设的执行速度，也可用于追究利益攸关方的责任。 

（2）数据和知识管理。关于学校韧性的数据在性质上可能是敏感的，比如学校关键的设

施、风险和脆弱性数据等。其次，学校韧性的数据来源广泛，性质和质量各不相同，在宏观

和微观层面上的转化、提取、分析都需要一系列的方法论进行支撑，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减

少由于数据偏差引起的决策失误。 

（3）科普宣教。完善宣教体系，对于学校发生的突发事件真实公开情况，以使更多的人

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大学校韧性建设中成功与失败案例，定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课

程或者主题教育的形式将信息分享给在学校的师生员工，作为创建学校安全文化的一种手段。 

（4）应急演练。建立学校总体应急预案、专项预案，形成学校安全应急预案体系，明确

突发事件得预防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复与重建措施等内容。 

（5）科技创新。随着科学的成熟，提高学校韧性的战略、方法和技术正在迅速变化，如

可通过布置传感器实现对韧性指标的监测。 

（6）审查和审计。审查和审计提供行为保障。这也适用于任何真实的事件。应该提出审

计报告、事后测试/演习报告和事故报告，并认真学习。学校韧性治理应确保审计和验证活动

获得适当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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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学校韧性对于保护、维持和提高国家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建设人才强国，提高我国现

代化水平，提升我国国际地位至关重要。随着国家、各省市相继出台学校安全工作文件，部

分学校开始重视学校安全问题，但现阶段在学校安全方面，仍存在学校安全体系不完善、责

任落实不深入、防范手段落后、安全宣教与演练不重视等问题。韧性概念包含人员、文化、

环境、制度和空间等多重维度，韧性概念正逐渐取代传统思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

对于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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