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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public security crisis, but in most cases, the public opinion crisis is caused b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crisis public opinion events 

have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and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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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会导致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舆情危机是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的

问题所导致的，而公共安全危机舆情事件给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我国的安全治理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甚至于多数都是负面影响，公共安全舆情危机如何转危为安，也就是本文的重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

中的舆情应对，而通过探索会使得公共安全事件舆情不断升温的路径，改善舆情的应对方式，并且注

重新媒体的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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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的舆情概念 

1.1 新媒体 

新媒体是指建立在互联网之上，借助手机或电脑等

作为载体传播信息的全新的媒体方式，而新媒体与传统

媒体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传统媒体指的就是通过电

视、报纸等传播信息的媒体方式，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的差异并不完全表现在媒体方式的不同，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的本质差异在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不

同，新媒体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而且新媒体具备

非常强的共享性和即时性，在传统媒体背景下，人们想

要获取一定的信息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在新媒体

背景下，人们传播信息和分享信息，都能够做到即时、

快速。 

 

 

 

1.2 网络舆情 

国内有关网络舆情的定义有很多中，但是主要的概

念就是，网络舆情是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人们对于传播

的信息或是事件的较为强烈的看法和意见，而网络舆情

中会体现出公共管理者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而如果网

络舆情得不到恰当的处理，那么就很容易会产生的更加

负面的社会影响。 

1.3 公共安全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指的是对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秩序造

成破坏和恶劣影响的事件，而其中的公共安全指的是社

会公众理所应当享有的安全和谐的生活，以及安全和谐

的社会环境。但是会造成公共安全事件产生的原因不仅

只是社会安全事件又或是事故灾害，还有自然灾害和公

共卫生事件。而这四种公共安全事件的产生都会给公众

和社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舆情应对也是公共安全事

件产生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表 1 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的舆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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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网络舆情 公共安全事件 

关于新媒体的定义，

目前还没有统一认

识。通常认为新媒体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指在报刊、广播、

电视三大媒体之后，

利用数字技术、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技

术，以电脑和手机终

端为载体，为用户提

供资讯服务和内容

服务的新兴媒体。 

网络舆情是由于

各种事件的刺激

而产生的通过互

联网传播的人们

对于某事件的所

有认知、态度、情

感和=行为倾向的

集合。 

公共安全是指社

会公众享有安全

和谐的生活和工

作环境以及良好

的社会秩序，公

众的生命财产、

身心健康、民主

权利和自我发展

有安全的保障，

最大限度地避免

各 种 灾 害 的 发

生。《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把公共

安全事件分为四

大类:自然灾害、

事故灾害、公共

卫生事件以及社

会安全事件。 

2. 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 

在如今多媒体信息化的时代发展下，在发生危机的

情况下，危机事件会在短时间内通过众多媒体进行传

播。而这种只是片面强调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具有单

向性特征，并且也已经不再适合当代信息化时代的发

展。事物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以传媒作为载体，以

信息化的形式向大家呈现。但是这种传播主体往往过于

注重事件的发生，从忽略了公众在传播中的地位，也忽

视了多媒体在传播中的巨大影响力。在公共危机发生的

全过程当中，是由我国政府、媒体以及相关社会组织之

间的信息交流，才导致整个危机事件得以传播。 

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由于人们的好奇心，人们

并不会只满足于对危机事件的本身情况，而是会带有更

强烈的欲望去深入了解危机事件，这也从另一方面促使

了公共危机事件进一步得到了传播。而在当代多媒体信

息化的时代当中，由于大量的信息化导致的传播过于混

乱。甚至在传播的过程中还有虚假的信息。而这种虚假

的信息，通过多媒体的传播可能会导致加强这这些虚假

信息的破坏力。从而形成新的危机。 

3. 公共安全危机的舆情应对 

表 2 公共安全危机的舆情应对 

集聚 协同 互动 反馈 

在网络平台

上，人们能够

通过情感的表

达以及公共讨

论形成新的人

际关系，因此

网络平台不仅

仅是一个开放

平台、公众平

公 共 安 全

事 件 在 经

历 了 网 络

集聚之后，

任 何 特 点

都 有 可 能

会 成 为 舆

论的热点，

因 为 网 络

网络舆情

的互动可

从宏观互

动和微观

互动的角

度来看，而

新媒体的

互动主体

主要是网

为了维护社

会的安定，以

及国家的稳

定发展，政府

有责任对公

共安全事件

进行及时反

馈，减小公共

安全事件的

台，同时也是

一个交流平

台，而公共安

全事件之所以

会上升为网络

舆情，主要也

是因为在网络

平台上，公共

安全事件会受

到人们的公开

讨论。 

受 众 会 根

据 公 共 安

全 事 件 的

特点，以及

公 共 安 全

事 件 中 所

展 现 出 的

各种信息，

进 行 深 入

的 分 析 和

思考。 

民，通过网

民分析公

共安全事

件的互动

情况，就能

够分析出

网民的看

法和态度。 

影响。而且如

果政府能够

正确合理的

处理公共安

全事件，对公

共安全事件

做出更加及

时合理的解

释。 

3.1 集聚 

在网络平台上，人们能够通过情感的表达以及公共

讨论形成新的人际关系，因此网络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开

放平台、公众平台，同时也是一个交流平台，而公共安

全事件之所以会上升为网络舆情，主要也是因为在网络

平台上，公共安全事件会受到人们的公开讨论。因为网

络平台的开放性很强，所以在讨论过程中，各种各样的

观点都有可能存在。而在集聚式的讨论之后，公共安全

事件就能够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和共享，公共安全事件

的影响力自然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而在对公共安全

事件所产生的不同看法中，往往都会有 1~2 种看法占据

主导，而这些主导的看法，就会吸引更多的网友参与其

中。而网络媒体因为是架构在互联网之上的，因此，能

够更加快速推动舆情发展，并且能够更加快速地集聚到

更多的受众。 

3.2 协同 

公共安全事件在经历了网络集聚之后，任何特点都

有可能会成为舆论的热点，因为网络受众会根据公共安

全事件的特点，以及公共安全事件中所展现出的各种信

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这些信息都很有可能成为

事件的全新突破点，并且成为热点。而这种爆炸式的信

息讨论是传统媒体背景下所难以做到的，只有新媒体才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大范围的扩散信息，并且使信

息投入到全民视野中，成为舆论热点。而通过新媒体，

也有可能会因此而收到社会效益。当前的主要舆论来源

都是新媒体，但是新媒体并不能够完全的掌握舆论，新

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对接协同才会使舆论更加进一步的

发展，带动舆情的升温。因为新媒体更多的将重点聚焦

在对公共安全事件的讨论上，但是传统媒体会聚焦在对

公共安全事件的真实性的报道上，因此在传统媒体中人

们能够得到更多真实的信息。 

3.3 互动 

网络舆情的互动可从宏观互动和微观互动的角度

来看，而新媒体的互动主体主要是网民，通过网民分析

公共安全事件的互动情况，就能够分析出网民的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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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而微观互动是指用语音、图片的形式进行互动，

宏观互动则是指在网络平台上或是微博平台上进行互

动。 

3.4 反馈 

在公共安全事件的舆情传播过程中，如果公共安全

事件的主体更加及时、准确的反馈信息，那么就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平复网友的参与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舆情

降温。但是如果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主体反馈不够及时，

又或是反馈不够恰当，则会激怒民众，并且使民众对公

共安全事件中所呈现出的信息进行怀疑和进一步的分

析，也会激发民众参与舆情的积极性，并且导致公共安

全事件的影响越来越恶劣，也越来越大。为了维护社会

的安定，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政府有责任对公共安全

事件进行及时反馈，减小公共安全事件的影响。而且如

果政府能够正确合理的处理公共安全事件，对公共安全

事件做出更加及时合理的解释。那么也能够使民众更加

安心。 

4. 加强能力素养建设 提升应对专业化水平 

4.1.加强舆情应对危机管理能力建设 

我国相关政府要加强相关舆情危机工作人员的管

理，并且让相关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到危机管理意识的严

重性，而在舆情危机事件发生前，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想

尽一切办法来控制危机的发生，或者尽力缩小舆情危机

发生的范围。而相关工作人员在面对危机时的处理能力

以及处理思维，都是可以得到后天的培训，并通过不断

的模拟培训，来帮助相关工作人员能够很好的处理相关

舆情危机事件，帮助他们能够在面对不同的突发危机事

件发生时，能够很好的进行防范措施。另一方面，当这

些相关工作人员具有危机意识以及能力得到了有效的

提升，对于舆情危机的发生时可以有一个有效的控制。 

4.2.加强舆情应对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面对舆情危机的发生时，人们首先都会产生各自

的想法，之后随着事态的发展，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会慢

慢偏向于大众化。然而有些相关政府媒体人员会因为在

面对遇见未知事件的时候，认为明哲保身很重要，认为

只要少说就不会出错。另一方面，在面对公共事件突发

时，大部分政府媒体相关工作人员在应对舆情危机公关

的时候，所应对的话语普遍都太过官方以及过于客套，

因此也无法达到有效的压制目的，所以相关政府媒体人

员在面对舆情时所要做出的应对发言，必须要能够与大

众很好的连接起来，并且在发言的时候竟可能的保持言

语平淡，情绪不要过于激烈，而且所说出的话要让人们

听起来更具有亲和力。因此，学会正确的语言表达能力，

可以使人们更愿意聆听，从而能够拉近政府工作人员与

民众之间的距离。 

5. 结语 

总而言之，及时回应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才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小公众的参与热情，而如果不及时回应公

众，又或是有意敷衍、隐瞒公众，那么反而可能会激发

民众的参与热情，并且由于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对社会所

造成的影响太大，所以如果任由舆情升温，会使得公共

安全危机事件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且使影响更加恶

劣。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的的舆情应对方

式进行改善，而同时，在回应网络舆情时，不仅仅要做

到及时准确，还应该多角度回应，引导舆情向更好的方

向发展。而新媒体固然在公共安全事件舆情应对中能够

起到非常好的传播作用，但是传统媒体的价值也不能忽

略，只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协同参与，才能够实现有效

的公共安全事件中的舆情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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