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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和网络空间的不断拓展，涉及公共安全的社会热点事件出现复杂、多变、高发的态

势，尤其是一些涉及科技的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在引发公众极大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生活
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将科学普及渗透到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治理机制中，实现科学普及全程化、常态化、科
学化参与重大科技热点事件治理，对保障社会安全、提升公众理解科技的认知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重大
科技热点事件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对我国应急科普介入科技热点事件治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科普介入的模式
和时机两个维度构建了科普介入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机制，为政府、媒体、科学共同体、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提
升我国重大科技热点事件治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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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众科学素质水平的提高以及大

论过程中的非理性表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领

众传媒科学传播观念的加强，科学议题越来越成为网络

域针对公众的科普工作存在长期缺位现象，而这也正是

关注的焦点，一系列具有重要科技要素的事件先后引爆

此类问题成为热点事件的根源。又如打着科普名义的

互联网，在引发公众极大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

“反转基因”常年火爆网络，折射出自媒体时代对科普

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如柴静的《穹

自身准确性和科学性提出了挑战。再如 2011 年的“抢

顶之下》引发的社会讨论、核能的环境污染讨论等热点

盐”、“板蓝根”事件、各地的“PX 项目”系列事件、

事件，虽未造成经济社会的直接损失，但公众在参与讨

2016 年“中科院状元调查”事件、“北京雾霾抗生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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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事件等谣言散播类突发事件，在破坏正常经济、社

综上，将科学普及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进行交叉研

会秩序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形象

究已经在学界形成共识，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科学普及

和公信力。除了公众参与表达与自我利益相关事件的意

介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必要性和相应机制建设方面，

愿提升有关，我国公众整体科学素养不高，对伪科学信

但对科技热点事件的成因、特征、参与主体，以及科普

息的分辨能力有限也是导致此类谣言事件不断传播发酵

介入的模式和时机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将结合具

的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健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科普

体案例，从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定义和特征研究出发，

介入机制，实现科学普及全程化、常态化、科学化参与

对参与主体的特征与诉求进行分析，从科普介入的模式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治理，对于科技保障社会安全，提升

和时机两个维度系统分析科普介入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

公众理解科技的认知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机制问题，为政府、媒体、科学共同体、企业和公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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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学普及与突发事件进行交叉研究是近年来国内

同参与、提升我国重大科技热点事件治理水平提供参

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还停留在强调应

考。

急科普的重要性，对公众参与、舆论引导、发挥科学共

1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内涵和特征

同体作用也有讨论。如朱效民 [1]认为，结合当前社会中
有关科学技术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科学普及，有利于真

不同类型的事件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发生和演变机

正使科普工作做到以公众为中心，科普真正融入公众日

理，科学普及介入的主要对象是重大科技热点事件，其

常生活中。居云峰 [2]认为当代科普应该扣紧时代，贴近

主要特征是科技作为重大热点事件源头或传播过程中的

社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关注突发公共

关键因素。涉及相对中性的热点事件和可能造成损失的

事件，从而更好让科学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科普研究所

突发事件两类。如“厦门 PX 项目事件”中，从 105 名全

于 2010—2013 年连续将科学普及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

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反对到厦门市民“集体散步”，热

关系研究纳入年度课题，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理论与实践

点事件可能演变为突发事件；而类似“清华 12·18 实验室

研究。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角度提

爆炸”，突发事件也可能演变为公众担忧危化品安全的

出一些观点，如徐顽强和张红方[3,4]认为科学普及在引导

热点事件。研究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基本特征和演变机

并规范突发公共事件的效应扩散方面有利于提高社会管

理对于设计科普介入的机制至关重要。

理水平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田原[5]以中科院科普网站为
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国内科普网站存在的主要问题，
[6]

1.1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内涵

目前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概念界定中，出于不同的

提出了优化国内科普网站工作的策略。刘彦君等 认为，

立场和关切，其涉及的要素都有所区别，本研究所指的

面向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应急科普机制是由控制传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主要是指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影响和舆

播技术的媒介组织、科学信息的提供者、科普的管理者

论关切的，且科技作为重大热点事件源头或传播过程中

三种主体构成的一元权力结构之下的多元主体舆论引导

的关键因素的社会热点事件。

的应急科普机制。石国进[7]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科学传播机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有以下两点内涵：① 科技作为事

制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线性传播、系统式传播和控制

件源头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即事件的发生和演变

论传播三种模式。林兆彬[8]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急科

受到传播主体对科学事实的判断影响；② 事件最终演变

[9]

普提出了具体的体系建设问题。符翩翩 从媒介组织的角
度研究了突发事件中媒体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

成为社会热点，引起广泛影响和舆论关切。
需要强调的是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科普与传统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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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急科普有着本质区别。应急科普是为提高社会公众

长期缺位都会造成伪科学和谣言在一定时期甚嚣尘上，

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及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开展的相关科学

为相关热点事件的后期治理带来巨大障碍。

技术普及、传播和教育。而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科普介

（4）复杂性。在“宁波 PX 项目事件”中，从最初

入是面向热点事件治理过程，为快速平息事件负面影响

的村民征地补偿上访演变为公众环保情绪大爆发，事件

而进行的科普活动。

发端、发展变化的不确定性给治理重大科技热点事件带

1.2 科技热点事件的传播特征

在近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科技热点事件案例中，

chinaXiv:201809.00039v1

“PX 项目”系列事件因其社会关注度高、负面影响大、

来了极强的复杂性，而这也对科普介入此类事件治理的
模式和时机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生频率高而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治理的典型样本。同样

2 我国应急科普介入科技热点事件治理的现状

是“PX 项目”，厦门、宁波、大连、成都和昆明等地对

自 2003 年“非典”事件以来，我国在突发事件和社

于此类事件的治理方式和效果都存在差异。除去事件在

会热点事件的应急处置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应急科普

发生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之外，从事件的影响、发生

介入重大科技热点事件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但随着

机理、传播空间和演变过程来分析，重大科技热点事件

近些年科技热点事件传播的互动性、时效性和专业性逐

具有以下 4 个主要特征。

步增强，如何引导公众参与事件治理、科普如何介入事

（ 1 ）广泛性。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虽然源起于在某

件风险防控、如何通过科学共同体参与来提高科普的专

个时间段内特定人群的切身利益关切，但常常会引发一

业性等成为当前我国科普介入科技热点事件治理中面临

系列的社会非常态反应，如“ PX 项目”系列事件中部

的主要问题。

分地方政府因处理不当造成的公众心理恐慌、社会秩序

（1）重治理，轻互动——热点事件的科普介入模式

混乱、普遍价值观质疑等，对政府形象、科学共同体声

需因地制宜。 随着公众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热情和能力

誉、媒体导向、企业和公众利益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不断提高，以往由政府主导的科普介入事件治理的模式

响，其影响范围不止局限在某一阶层，也不止局限在某

已逐渐无法完全满足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治理需求，由

一时期的人群中，具有时空的广泛性。

政府、媒体、科学共同体、企业和公众多方共同参与和

（ 2 ）社会性。 在“ PX 项目”系列事件中，其爆发

互动的科普介入模式成为趋势。针对科技热点事件的发

往往与某些深层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有关，如企业利益

生和演变机理不同，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科普介入模

冲突、用地拆迁补偿等，其参与者有的来自社会热点问

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息和资源优势、媒体的传播渠道

题爆发点，而更多的则是来自因媒体传播而引起角色共

优势、科学共同体的专业知识优势、企业的资源优势、

鸣的公众，具有很强的社会关系特征。试图借助强大的

公众的自媒体快速感知和传播优势等，尽可能高效地引

网络覆盖面和自由度来发表评论或看法，从而推动社会

导公众理性参与并获取正确的科普知识，从而达到快速

热点问题的解决，是公众社会性的主要体现。

控制科技热点事件负面影响、提升科技保障社会安全水

（ 3 ）传播性。 科普和科技传播在重大科技热点事

平的目标。

件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众对于科学

（2）重应急，轻防控——热点事件的科普介入时机

事实的基本认知可理解为是意识形态的战场，伪科学和

需关口前移。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发生和演变往往伴随

谣言是科普的直接对手，在类似“PX 项目”和“反转基

着科普和伪科普，甚至是谣言的传播。伪科普和谣言的

因”等事件中，科普介入的时机不当或迫于舆论压力而

产生往往是在热点事件酝酿发生的初期，公众尚未获取

682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7 期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1809.00039v1

健全应急科普介入机制 促进科技保障社会安全

关于事件的足够信息，或者尚未建立正确的认识时，而

组织发布关于 PX 对环境影响的科普信息，虽然并未完全

此时科普的介入更为关键。对于热点事件发生前的风险

打消公众疑虑，但对于引导公众理性参与后续决策过程

防控比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更重要。而当前我国科普介入

提供了基础。值得强调的是，政府主导的科普介入效果

热点事件风险防控机制尚有待完善，对于科普介入时机

依赖于政府的公信力和科普的及时有效介入。

的选择需要针对不同的事件类型，加强针对特定类型事

（2）媒体主导模式。媒体主导的科普介入模式下，

件的舆情监控和预判，把握热点事件的科普介入时机，

媒体通过主动寻找独立的科技信息来源，从而尽可能给

将科普介入科技热点事件治理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

受众提供一个较为充实而丰富的事件全景。政府宣传部

然。

门是科技传播活动的宏观指导者，媒体既是科技传播活
（ 3 ）重渠道，轻内容——媒体与科学共同体的链

动的组织管理者，也是科技信息的具体传播者。《穹顶

接需要加强。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

之下》是以媒体采访为主线的环保知识科普，因其触及

更为便捷，而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虽然可以快速传递

了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且有别于政府主导的制作和信

科普内容，但公众的需求已远远不再满足于媒体对于

息发布模式，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热点事件的科学解读，其需要更多来自科学家以及专业

在这种模式下，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其

机构的权威解读和专业知识。而当前我国并没有形成科

主动组织此类科普的动机。政府指导下的媒体主导模

学共同体及时回应科技热点事件的有效机制。虽然近年

式，尤其是政府自媒体主导下的科普活动，将是未来科

来如《科技导报》、果壳网等均设立了与“热点科技事

普介入此类事件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件”有关的专栏，对于加强科普的专业性发挥了重要作

（3）科学共同体主导模式。科学共同体主导的科普

用，但其时效性仍有待加强。加强媒体与科学共同体的

活动是重大科技热点事件发生后，为了引导公众理性认

链接，最大限度地鼓励科学共同体主动参与热点事件科

识并应对事件，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群体与媒体之间搭

普，提高科学共同体在科技热点事件中的话语权，对于

建沟通平台开展的科普活动。科学共同体主导的科普机

提升科普介入热点事件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制中，科学共同体是科技信息的直接提供者；政府是科

3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科普介入机制

普信息的接收者和使用者；媒体是科普信息的间接提供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科普介入机制需要解决组织层
面的介入模式问题和决策层面的介入时机问题。
3.1 科普介入的模式

（1）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的科普介入模式下，

者；公众是科普信息的最终接受者。“引力波”和“清
华 12·18 实验室爆炸”等热点事件中，科学共同体的及时
主动发声为平息谣言和抵制伪科普提供了权威依据，而
科学共同体的对外媒体平台，尤其是自媒体平台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政府是科技信息发布活动的组织管理者；科学共同体是

（4）企业主导模式。企业主导的科普活动是重大科

科技信息的直接提供者；媒体是科技信息的间接提供

技热点事件科普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和

者；公众是科技信息的最终接受者。政府与科学共同体

自身利益考虑开展的科普活动往往因为切中要害，投入

的关系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生产的关系。政府与媒体的关

的公关资源较多而快速取得效果。“抢盐风波”中相关

系是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的关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

企业在监测到社会热点后，及时组织发布了辟谣和科普

传播与受众的关系。在“厦门 PX 项目事件”治理过程

信息，并通过市场手段增加了部分地区碘盐供给，从而

中，厦门市政府曾在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反对后多次

有效控制了闹剧对于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在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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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开展相关科普，其信息的准确性方面仍然需要科学

互动关系的重要前提。在通过媒体发出声音的过程中，

共同体的协助，其科普活动的开展也需要在政府宣传部

政府应重视建立权威的信息渠道，坚持信息内容的权威

门的监管下实施。

性和一致性，避免信息混淆。根据事件发生事态的发展

（ 5 ）公众主导模式。 自媒体时代的公众自发科普

情况，成立相关的媒体中心，负责事件发生信息的统一

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自媒体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中的

发布。利用媒体树立政府形象，媒体对政府处理事件发

科普活动往往对事件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在“PX 项

生的各项措施及其效果的及时报道，对塑造政府形象起

目”系列事件中，通过自媒体发布的伪科普或谣言信息

着关键作用。

成为误导公众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事件不断演变升级

（ 3 ）事后——科普介入善后工作。 重大科技热点

的重要推手。公众主导下的科普活动在科普知识的准确

事件科普的重要工作是进行事件发生后的心理干预和帮

性方面往往无法得到保障，监管难度也较大，容易被不

助。事后的心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不但危害程度大，

法分子利用，从而滋生谣言和伪科普；但其在时效性方

而且波及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对突发事件或热点

面具有突出优势，如果引导得当，则能够在重大科技热

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亲友来说，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期

点事件的化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鼓励传统媒体发展

间的不确定性、身体的伤害和威胁、个人经济方面的损

自媒体平台，并主动开展负责任的科普活动，将是公众

失都可能引起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痛苦。对事后心理突发

主导模式中的重要形式。

性公共事件展开科普介入，进行主动积极的干预、疏导

3.2 科普介入的时机

（1）事前——科普介入风险治理。重大科技热点事

件的事前科普介入需要加强热点事件的舆情动态监控，
对可能引发突发事件或热点事件的科技热点及时展开科
普介入，在谣言和伪科普形成规模前主动占领事件相关
信息的传播高地。事前的科普介入风险治理是将突发性

和救治，帮助处于科技热点事件中的人员顺利渡过精神
紧张时期是非常必要的。

4 健全应急科普介入机制的相关建议
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科普需要政府、科学共同体、
企业、媒体和公众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治理。

热点事件及其应对处理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递给

（1）政府全程参与。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发生的不

目标受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普主体主要是发布

同阶段，政府所扮演的具体角色有所不同：在事件发生

科普信息的政府相关部门，科普内容以重大科技热点事

前的征兆期，政府是事件的“观察家”和公众的“培训

件发生及其应对处理信息为主，渠道包括传统媒体、网

师”；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发生爆发的过程中，政府是

络以及基于基层组织的信息传达等，科普对象则是社会

事件发生信息的发布者和各种关系的“协调者”；在重

公众，期望达到的效果主要是提高公众识别、抵制谣言

大科技热点事件发生过后，政府是受重大科技热点事件

的能力。

发生损害的政府形象和社会公众心理的“恢复者”，并

（2）事中——科普介入应急处置。在重大科技热点

又回归“观察家”的角色。但总的来看，政府掌握最为

事件发生期间，媒体及时而公开的科普知识传播能够阻

丰富的社会资源，整合信息的能力和效率相对较高，对

断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有利于保持社会总体稳定。媒

于其他主体介入事件治理的科普活动具有指导和监督义

体关注热点事件既是媒介功能的要求，又是媒体新闻价

务，始终是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科普最重要的领导者。

值选择的必然。政府需要利用媒体进行科普，允许媒体

（2）强化媒体作用。媒体是重大科技热点事件信息

介入热点事件的科普知识传播是形成管理者和媒体良性

得以普及的主要途径，也是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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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爆发期，媒体可以通过主动报道事

综上，建立健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的科普介入机

件发生进程，一方面传达了政府发布的相关事件信息，

制需要发挥政府、媒体、科学共同体、企业和公众的主

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提升自身的关注度，满

动性和优势，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应急科普介入模

足了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此外，媒体应发挥社会敏感

式，并根据事件发生演变的特征，因地制宜地选择科普

度高的优势，及时发现并主动针对社会热点开展科普介

介入的时机，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热点事件

入活动，作为政府主导模式下的有益补充。

应急科普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对于此类事件的有效治

（ 3 ）发挥专业优势。 科学共同体凭借自身的专业

理，提升科技保障和支撑社会安全的整体水平。

chinaXiv:201809.00039v1

优势，在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科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
色，它是重大科技热点事件科普的重要协助者。专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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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Mechanis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tervention,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nsure Social Security
LIU Zhao1 QIAO Shi1 SHI Biao1,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2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media and cyberspace, social hotspot events have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changeable,

and frequent, especially some hot events invol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have attracted grea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also interfered
with the normal social life. Penetrating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to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S&T hot events should be great significance to
safeguarding social security and enhanc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T. Based on definition of S&T hot event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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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tervention, and builds th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from mode and timing, finall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motion of S&T hot events management.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hot event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terven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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