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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特征与路径分析
左都雯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030
摘要：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构，对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应起到一定的作用，使公众获得及时、准确的
信息，以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的发生。文章分析了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相关概念；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
本要求、保障公共危机信息的知情权、延伸社区信息服务、弘扬图书馆精神等层面，论述了图书馆参与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意义；明确了在危机的前期、中期、后期，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特征；
最后从专题网站建设、参考咨询、社区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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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at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ZUO Du-wen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030, China)
Abstract: As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libraries should play a certain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and make the public get timely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so as to better respond to the
occurrence of public crisi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and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basic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right to know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crisis, extension of community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of
libra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crisis were clarified. The path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was put forwar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atic websites, reference and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ty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libraries; 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s; path
受到自然和人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
过程中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危机，随之会有大量

发展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图书馆在传播公共危机信息中的作用

的危机信息，例如危机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

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主要是通过对信

等。与危机相关的信息也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当危

息的收集，发挥自身对信息的组织优势，应用共享

机发生时，每个独立的个体可能都是危机信息的传

资源对信息进行传递，以此实现对资源的共享，达

播者，危机信息会有各种各样的版本。由于公共危

到服务社区、教育公众的目的 [1] 。此外，图书馆还

机信息的传播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易使人们一直

能够对危机信息资源进行传播和公布，以此更好地

处于焦虑之中。图书馆作为公益性质的传播机构，

发挥图书馆的基础性作用。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管

应当能够对出现的公共危机进行处理，这对其自身

理时，会从政府、科研或是企业中收集与公共危机
相关的信息，包括信息预案、信息数据等，以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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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数据的保障功能。当公共信息危机发生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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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从政府、消防、医疗等机构获取危机信息，了解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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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及时掌握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及需求等。

信息的处理决策 。图书馆对公共危机信息进行管理

此外，图书馆还要注重对自身的宣传，收集与社区

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图书馆能够

居民生活相关的公共危机信息进行传播，通过社区

提供的服务方式主要有现场服务、网络服务等。

活动、专家讲座的形式让社区居民能够更好地了解

2 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意义

公共危机相关信息，更好地为社区服务[4]。

2.1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2.4 弘扬图书馆精神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相对关键阶段，也是处于公

面临突发的公共危机时，弱势群体并不能很好

共危机发生的关键阶段，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时

的应对，图书馆要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以此更好

有发生。对于公共危机信息的处理还存在很多不完

地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图书馆在发展中弘扬自身

善之处，例如，公众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不足，人

精神，通过关心弱小、平等服务等，以此更好地完

们的应急反应和行动能力都有待提升，与自然灾害

善服务。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了更好地解决贫困

相关的评估系统也不够科学、完善。对于出现公共

山区资源匮乏的现状，建立很多分支图书馆，一些

危机后的信息传播显得较为滞后，公共危机信息管

图书馆还开通了盲人阅览室、盲人触读机等，以保

理体制不够健全，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的处理没有

障公共危机发生时信息的有效传播。

较为统一的体系。当公共信息危机发生时，一般认

3 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特征

为处理的主体是政府，通过对公共危机的处理最终

3.1 危机事件前，管理和保障危机信息资源

受益的是政府和广大的公民。为了更好地创建和谐

公共危机的发生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在公

社会，需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图书馆也有责任、

共危机没有发生时，图书馆要做好对信息的收集、

[3]

有义务参与到公共危机的处理中 。图书馆在实践

整理工作，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公共危机发生的历史

中开始起步，对公共危机进行关注和研究，为和谐

及相关的资料信息、处理公共危机的相关法律法

社会的构建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规、宣传信息等。图书馆可以发挥资源、人才、技

2.2 保障公共危机信息的知情权

术等方面的优势，解决在信息收集整理过程中信息

信息知情权是公民最为基本的一项权利，对公
共危机进行处理时最为重要的是能够保障公民自身

收集、组织等方面的问题。
3.2 危机事件中，分析和发布危机信息

的知情权，保障公民能够及时知晓公共危机中的相

公共危机发生时要对公共危机信息进行分析，

关信息。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必须承担处理公共

及时告知危机信息的利益者，让其熟知背景、原

危机的责任。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图书馆要能够

因、影响范围、防范方法等。图书馆还要从政府、

主动承担对公共信息的传播任务，这不仅仅是图书

媒体等多个方面了解公共危机信息，并对信息进行

馆为了更好地向政府负责，也是图书馆向大众负责

整理、分析，然后将信息以专题网站的形式进行传

的一种表现。图书馆本身作为一种公益机构，应当

播，从而使得广大公众能够及时得知。

准确地将有关公共危机信息传递给社会大众。

3.3 危机事件后，评估和反馈危机信息

2.3 延伸社区信息服务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图书馆需要对相关的

社区是聚集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共同

数据、资料进行组织整理，对公共危机进行评估，

体，随着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

对信息的完备程度、准确程度进行分析，针对公共

进，人们对社区的认识越来越多。图书馆周围一般

危机信息进行总结，对处理的结果进行评价等，最

都会有几个社区，社区居民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

终将这些信息反馈有关的决策机构，为以后处理相

受教育程度及接受能力不尽相同，对图书馆的需求

关的公共危机提供依据和建议[5]。

也会有所不同。社区居民对公共危机信息也比较感

4 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路径

兴趣，公共危机的出现会扰乱社会秩序，也会对公

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时，要拥有自己

共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给社区居民带来恐慌感。

的分布式网络，及时收集与公共危机相关的信息，

社区居民对公共危机信息需要进行了解时，会到图

对信息进行组织、整理，并通过专题网站、论坛等

书馆搜索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图书馆在发展中要将

多种方式传播给公共危机相关的利益者，更好地发

居民需求和自身发展服务结合起来，通过对社区的

挥图书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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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以专题网站、论坛的形式传播
图书馆可以通过建立专题网站的形式参与到公
共危机信息传播中，其作用就是对信息进行权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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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咨询服务，更好地解决大众对公共危机方面
的问题。
4.3 注重社区宣传教育

布。在网站上要对公共危机事件全程跟进，要有专

图书馆所处的位置一般都是社区围绕，公共危

人负责，对公共危机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发布到

机发生之后图书馆要做好公共危机的安抚工作，这

网站上。公共危机发生时图书馆要能够从政府、媒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尤为重要。当公共危机发生之

体等获得有关公共危机的相关背景、类型、影响范

后，图书馆要帮助社区居民了解公共危机的现状，

围等，并将收集的信息及时告知大众。图书馆要能

注重对居民的心理恢复，让居民有信心应对公共危

够通过专题网站的形式对公共危机的信息进行组织

机。图书馆在发展中要对社区进行深入了解，加强

和发布，并对信息进行深度分析。此外，还要能够

对公共危机的宣传教育，与居民的现实生活结合起

对公共危机信息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

来，让大众更好地了解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公共

危机的策略。专题网站的形式能够更好地对公共危

信息危机，以此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机信息进行分析、总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公共危

5 结语

机的相关信息，提升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图书馆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主要应用共享资

图书馆还可以通过论坛的形式让公众更好地了

源对信息进行传递，为社区服务，以此更好地发挥

解有关公共危机的相关信息，通过对准确的公共危

图书馆的基础性作用。在图书馆发展中还要不断探

机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为大众处理公共危机做好

索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措施，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

相应的引导。图书馆还可以利用门户的形式让广大

更好地应对。

受众更好地了解公共危机，信息门户的形式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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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状况，还能够提升自身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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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也可以不断提升图书馆员的素质，提供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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