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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bas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center,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university management. In the face of thi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how to 

formulate correct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goals, implement scientific 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maintain good university 

order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olicy-organization-network"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university-society" and analyzing the three main subjects of "student-staff-alumni", 

it can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work of M School during the epidemic Analy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ffective 

methods,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crisis management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face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policy is the direction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 is the 

implementation basis of management behavior, and the network is the physical guarantee of subject contact. In addition, 

although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emporary decision-making is the "quick prescription"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the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built in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process are the key to 

ensuring goo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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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社会的人力资源培养基地与国家的人才发展中心，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为高校管理带来极大挑战。在这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如何制定正确的应急决策目标、实施科学的管理行为、维持良好的高校秩序体现着高校管理

的综合水平。通过“政策-组织-网络”的研究框架，立足“高校-社会”两个维度，围绕“学生-职工-校友”三个主体进行分析，

能够对M学校在疫情期间的相关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剖析其中的成功经验与有效办法，探寻提升高校危机管理能力的

途径。研究发现，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政策是高校发展的方向指导，组织是管理行为的实施基础，网络是主

体联系的物理保障。此外，科学有效的临时决策虽是高校应急管理的“速效药方”，但长期管理过程中所建成的组织平

台与管理框架才是保证良好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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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

各级各类学校51.89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

亿人[1]。作为社会的人力资源培养基地与国家的人才发展

中心，高校的安全与稳定不仅是高校自身建设的重要基础，

也是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的关键区域。因此，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前，如何制定正确的应急决策目标、构建科

学的防控机制、推动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实现校内学生

的有序管理，将体现高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水

平，检验高校管理的综合能力。 

在疫情发展期间，M学校以“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为教学目标，从政策、组织、网络三个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工作。分析疫情期间M学校的相关准

备，总结该校应对疫情的主要做法，能够为高校危机管理

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2．案例概述 

2.1．文献综述 

危机管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1915年德国学者莱特

纳发表的《企业危险论》一书中[2]。格林（Green）认为，

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事件中把损失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3]。

根据危机管理所具有的长期性、权变性、公共性、心理约

束性等特征，国内外学者提出一系列理论分析模型，如最

基本的三阶段模型、斯蒂文· 芬可的4阶段生命周期模型

[4]、罗伯特·希斯的“4R”模型[3]与赵定涛、李蓓的五力模

型等[5]。 

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危机管理理论为金融、公共服务

及教育等多个领域提供行动指南。当其立足于高校管理时，

也在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学者孟亮与张光磊以4R危机管理模式为框架，通过对

高校主要安全问题的分析，对高校安全防控体系进行探索

[6]；向晋文从危机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强调实现预防功能、

应激功能和修复功能的管理思路[7]；骆敏与王轶群等人通

过对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提出应加强高校的网络舆情危

机管理[8]；黄妃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的梳理，希望能

够为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提供建

议[9]。 

根据已有研究，可发现目前高校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主要存在如下危机管理经验：（1）建立完善的公

共卫生危机事件预防与处理机制；（2）加强公共卫生工

作的思想教育；（3）打造公开、透明、高效的信息流通

机制。如刘桂颖在对Ｘ高校防控诺如病毒的调查中指出，

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处理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

源[10]。娄素在分析已有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型与原

因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机制的

具体建议[11]。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能

为高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定帮助。但由于研究

材料单薄、研究角度片面、所提建议理论性较强等问题，

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建议效果。通过系统的分析框架，对

高校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的相关行为进行剖

析与梳理，能够探寻到可供推广、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

为高校建设提供帮助。 

2.2．事件概述 

作为与疫情相关的最早通报，由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医管处在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

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正式揭开该次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事件的序幕。对于本次疫情的描述主要从

“政策-组织-网络”三个方面、围绕党中央策划的防控措施

进行。 

2.2.1．政策层面 

政策层面，通过系列文件进行防疫工作布局。 

以2020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对疫情防控工作所提要求为肇始，党中央紧跟疫情

发展形式，立足防疫工作具体环节，通过多种形式传达疫

情防控要求，进行疫情工作指挥。2020年1月16日，国家

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此次方案是基于对既往冠状病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对冠状

病毒病原学进行描述。此后，随着对病毒认识的不断深入，

截止2020年3月2日，国家卫健委已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也正在启动中[12]。 

2020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

重要指示；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动员

各级党委（党组）与广大党员，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思想

准备、构建责任体系、发挥人民力量[13]。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金融、制造、公共交通、

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作出重要指示，以推动疫情期间各行

业工作的正常开展。如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室发文，对

疫情防控期间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和调度工作

发布紧急通知[14]，以保证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产能产量、

产品库存的充足性；2月23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

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以维护疫情期间一线医

护工作人员的权利，为医护人员提供后备力量[15]。 

2.2.2．组织层面 

组织层面，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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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决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领导下开展工作[16]。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省市地

区纷纷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与相关部门的联动配

合，构建多级疫情防控机制，对防疫工作进行全面布局。 

2.2.3．网络层面 

网络层面，形成多主体聚力防控网络。 

通过中央统一调控、地区内部发力、社会流动补充的

主要形式，构建社会-组织-人员三点联系，进行疫情期间

的疫情防控与社会管理。通过党中央统一领导，地方政府

响应号召，基层人员联动配合的方式，形成完善的组织管

理网络与疫情响应机制、领导指挥体系。 

各地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根据本地区疫情感染、物资

准备、医疗水平等具体情况，进行本地疫情防控与管理。

防控期间，以湖北省为中心，根据各地区疫情实际，形成

地区间对口支援网络。 

此外，以各网络平台、第三方机构、企事业单位为中

心，汇聚多方志愿力量，进行资源缺口的社会流动补充，

形成社会互助网络。 

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各种体制机制与应急网络共同

配合、相互补充；在全部防疫工作中，政策、组织与网络

三方面措施补充配合，构成完整的防控工作体系。 

3．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政策-组织-网络”的研究框架，立足“高校-

社会”两个维度，围绕“学生-职工-校友”三个主体，对此次

M学校在疫情事件中的管理措施进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

不仅剖析M学校在疫情应对中的自身优势，也通过科学管

理行为的探索，寻找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经验。 

 

图1 案例分析框架图。 

3.1．政策层面 

政策层面，M学校的相关决策直接作用于学生与职工

两个主体，对校友的影响则通过政策的间接辐射产生作用。 

3.1.1．制定防疫方案，提供防控工作总指导 

2020年1月23日，M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法》、《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

《M学校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方案》等

文件要求，制定《M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方案》。 

作为M学校疫情防控的工作指南，该方案对全校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总指导。方案内容主要涉及工作原则、组织

机构与防控措施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防控措施部

分，对各项防控工作如值班值守、情况调查、通知发布等

进行相关责任主体的明确，为相关防控工作的落实建立完

善的责任主体机制，保证防控工作效果。 

3.1.2．发布系列通知，推动教学工作正常展开 

疫情形势未明确前，做好在线教学准备工作。 

学校层面，发布系列通知进行工作安排。从2月1日开

始，M学校教务处与信息中心、MPA教育中心及各学院教

务科等相互配合，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

阶段本科教学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全校研究生教学组织、线上教学培训、开课测试等相关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从教学组织、教学保障、教学具体

安排等多方面进行教学工作准备。 

编写具体工作指南，指导教师做好工作准备。教务处

编写《M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指南

（教师版）》，从开学时间、线上教学安排及要求、线上

教学平台、专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多个方面对本科教学工

作进行明确安排。 

学院层面，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教学方案。以X

学院为例，该学院在2月4日发布《x学院 2020 年春季学

期前三周在线教学实施方案》，从可选在线教学授课方式、

工作执行节点与注意事项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安排。 

疫情形势确定后，明确教学目标，安排具体任务。 

学校层面，M学校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M学校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方案》，方案以

“按时开课、保证教学质量与教学要求、培养主动学习习

惯与学习能力”为总要求，从教学、组织、准备三方面入

手，进行具体内容的规定，同时明确各级主体责任，以确

保责任到人，保证工作效果。 

学院层面，各学院结合在线教学开展实际，组织课程

模拟测试、课程调查、课程培训等工作活动。以X学院为

例，在线教学准备期间，学院教务科发布《关于师生做好

进行线上教学开课模拟测试的通知》等文件，进行学院内

教学工作指导。 

3.2．组织层面 

3.2.1．以原有组织为基础，进行防疫专项工作统筹 

疫情发生后，M学校高度重视，在原有组织机构即学

校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专项

防控工作。 

近年来，M学校高度重视校内师生健康，在属地卫生

部门的专业指导下，M学校成立学校卫生工作领导小组。

小组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通过设置校园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召开传染病防治学术

论坛以及开展卫生工作总结会等形式，小组与校内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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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各学院共同配合，致力在校内构建纵向加横向的网格

型防控体系，建立防范卫生风险的长效机制。 

疫情发生后，学校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反应迅速，结合

相关文件制定防控方案，确定防控工作具体内容，并在防

控方案内落实全校各部门、学院防控责任，为校内疫情防

控打下良好基础。 

3.2.2．部门各司其职，落实相关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全过程中，学校内各司其职，与其他部门、

学院加强工作联系、相互配合，共同构建疫情防控工作体

系。 

其中，以教务处、信息中心、党委保卫部、合作发展

部为代表的四个部门分别对教学事务、技术支持、安全保

障、物资支援工作进行落实安排。 

教务处：明确各阶段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根据不同时期具体情况，教务处做好相应教学工作准

备。除发布系列指导性通知文件外，教务处还通过构建学

院工作小组、建立领导小组与督导队伍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以教学对象为单位，构建工作小组。以本科、学术型

硕士与专业型硕士为划分标准，在学院内建立不同工作小

组。小组内部使用微信、QQ等通讯平台进行沟通，除基

本工作安排外，也通过线上授课经验分享、相关信息交流

等形式，帮助学院教师顺利授课。 

建立领导小组，发挥带头作用。根据各学院教师队伍

情况，进行领导小组队伍组建，发挥学院内教学工作带头

作用。领导小组建立后，组内成员将率先进行在线教学信

息的学习与收集，组织会议进行学院内教学实施方案讨论，

根据具体教学情况调整教学计划。 

建立督导小组，保证在线教学质量。在线课程正式上

线前，已由学院教务科组织完成对课程督导的计划制定，

以保证课程督导任务的落实到位。此外，也根据课程开展

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关的教学经验分享与课程调整。 

信息中心：搭建校园信息平台，推动教学顺利展开。 

信息中心的职责为校园网络的建设管理、信息系统的

建设维护与教育技术的研究应用。疫情期间，信息中心为

线上教学的顺利展开提供技术支持，沟通平台搭建、在线

教学培训与技术支持是信息中心在疫情期间的主要工作。 

中心所搭建的平台不仅服务于校内的全体师生，也与

学习平台如爱课堂、中国MOOC、雨课堂等有所合作。在

线教学实行以前，学校便以信息中心为桥梁，通过教师负

责课程讲解，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的形式在中国MOOC等平

台建设了一批线上课程。 

疫情期间，为使教学工作正常开展，信息中心牵头与

多个平台达成合作，通过师生账号设置、课程信息同步等

方式，避免了师生重新注册账号、自行注册与加入课程的

繁琐，为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提供多种渠道。 

此外，信息中心以教育技术群为窗口，在群内进行

在线课程的技术培训与问题咨询，制作、提供多个平台

的使用手册与操作方法，为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技

术保证。 

保卫部：做好校园安全保障，构筑坚实防疫壁垒。 

疫情爆发时正值寒假期间，除留守值班的工作人员外，

还有部分留校学生在校生活。保卫处工作人员根据疫情发

展、校内形势等情况，于2020年1月28日发布《关于加强

校门管理的通知》，对校园疫情防控做出正式部署。其中，

严格的校门管控制度为校园安全构筑坚实壁垒。 

人员分类。保卫处将进校人员分为轮班办公进校教工、

特殊情况进校教工、其他进校上班人员与因公特别校外访

客四类，不同类别人员对应不同管控办法。 

严格审核。各类人员无自由进校权力，在进校时，需

根据工作性质与人员类别进行相应的审核和安全检查。除

相同的进校安全检查外，轮班办公进校教工需由本部门提

前提交在校办公人员名单，特殊情况进校教工需提前向保

卫处申请并经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与人力资源部审核，

其他进校上班人员与因公特别校外访客需在提供自身信

息的基础上，经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学校防疫指挥部、保

卫处等单位审核。 

合作发展部：团结广大校友群体，凝聚全国防控力量。 

以合作发展部为中心，M学校校友总会为窗口，校友

个人、企业、地区与行业校友会为单位，团结号召广大的

校友群体，凝聚全国甚至全球的校友力量，为国家与学校

疫情防控提供支援。 

物资支援方面。通过校友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合作发

展部发布疫情防控物资倡议书，号召海内外校友和社会人

士为全国各地与M学校作提供帮助。此后，多个校友企业、

地区校友会、行业校友会为武汉一线人员、M学校提供医

疗物资支援。 

技术支持方面。在疫情防控中，各位校友、各个校友

企业各展所长，为全国与M学校的疫情防控提供基站建设

与电力支持、通讯建设与网络保障、数据管理与测量、基

础办公保障、信息咨询、消毒灭菌等多方面工作的支持与

助力。 

3.3．网络层面 

工作与信息网络的搭建，是促进M学校信息资源流通、

推动防控工作分派落实的有效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疫情

防控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作与信息网络，是在学校日常工作

中建成且经过长期使用，根据经验反馈而进行程序调整与

改进后的科学成果，而并非疫情期间紧急搭建的产物，因

此该网络才能在特殊时期发挥良好作用。 

3.3.1．“一纵两横”的工作机制 

在学校的建设过程中，M学校建成“一纵两横”的工作

机制，搭建完善的校内工作网络。其中，“一纵”指以学校

-学院-教师团队为代表的纵向网络，“两横”指学院与学院、

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横向网络。 

在工作过程中，学院团队与相关部门利用学校信息门

户网站、人事工作软件等为平台，通过多种联系方式如微

信、QQ等作为补充，建立起全面立体的联系网络，有利于

学校内各学院、各团队与各机关部门之间的工作交流与沟

通。 

不同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将会根据具体情况建成不同

形态的工作机制，但一个科学完善的工作机制是校内工作

有效开展的基础，其在面对突发性校园事件时将会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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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先进的技术与信息平台 

利用本校的通信与技术优势，M学校构建出先进的技

术与信息平台，以支撑日常教学办公事务。 

在信息发布方面，已有信息发布平台包括五种形式，

分别为：学校（学院）官方网站、短信平台、邮件系统（教

师系统与学生系统）、网上服务大厅与企业微信。视频会

议平台目前包括welink与企业微信两种形式。在日常的信

息交流过程中，各院各部门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使用微信、

QQ等方式进行信息发布。 

技术与信息平台是有效交流沟通的工具，其能够保证

信息在正常时期与紧急时期的传递与输送，推动事件的有

效处理。 

3.3.3．完善的主体联系网络 

联系网络中不仅包含学校各部门工作人员、各学院在

校师生等行为主体，还包括在校生家长、校友个人与校友

企业、相关教育部门与政府机构、其他高校等行为主体。

除各学院因工作要求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联系网络外，M

学校以该校合作发展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部门为主要

窗口，通过全球范围校友会的建立，构建出完善的校友网

络，通过多种活动、项目的开展构建完善的联系网络。 

联系网络的搭建将加强M学校与各行为主体联络，促

进校内外各类资源的流通。作为一个网络节点，M学校在

特殊时期也能够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与窗口，汇聚多方力

量，提供支持与帮助。 

4．结论 

对高校来说，应对新冠状病毒这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

件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打破原有教学秩序，依

靠线上教学与新型管理模式进行高校管理是一种挑战；通

过多平台多方式的选择，全面实现线上教学，积累线上教

学经验是一种机遇。 

回顾M学校在疫情应对中的措施，可以发现：在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政策是高校发展的方向指导，组织

是管理行为的实施基础，网络是主体联系的物理保障，上

述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行为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的科学制定需结合多方面进行考

虑，对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学校具体实际的思考缺一不可；

负责事件处理的相关组织既可以是临时成立的，但已有相

关组织基础的高校在实施管理措施时将更具效率与科学

性；网络的搭建绝非一日之功，在学校建设的过程中，即

应考虑工作网络、联系网络的搭建，以保证特殊时期各主

体间的正常交流与沟通。因此，科学有效的临时决策虽是

高校应急管理的“速效药方”，但长期管理过程中所建成的

组织平台与管理框架才是保证良好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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