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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预防视域下高校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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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生安全管理工作是学校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由于受内外环境影响，校园 危机事件时有发生，需要高

校积极加强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 为此，高校要通过树立科学的安全管理理念，打造网格化管理协同机制，构建专兼结合
的网格化管理队伍，以实现校园安全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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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质量的学生安全管理是高校顺利开展常规工作的重要前提，是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基
础，是学校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受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高校校园中的不稳定因素日趋增多，校
园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尤其近几年来的校园诈骗活动频频发生，加之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也对校园安
全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校园安全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时期，如何找准校园安全管理的目
标点、定位点和着力点，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网格化管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当前
社会的新问题、新矛盾。高校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是对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嫁接和应用，也是有效解
决当前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新思路、新路径。
1 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现状审视
1.1 学生安全管理理念滞后
学生安全一直是学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大部分高校都制定了翔实的规章制度，尽量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校园安全保障。但受传统的学生安全管理理念的制约，高校在学生安全管理中仍然延续既有的管理手段，
重管理、轻服务，难以有效应对变化了的新形势、新情况；规章制度刚性化强，重视从人力、物力上做好各种
危机预防的准备，缺少危机预防的系统管理和顶层设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传统的学生安全管理理
念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形势的发展，尤其在当前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很多高校为了学生安全采取封闭式校园
管理，这样的管理虽然确实有利于保证学生的安全，但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学生的心理诉求、生活需求，长此
以往，必然会导致危机事件的发生。当代大学生具有活泼好动、思维活跃的特点，学校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不
仅要做到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还要做到对学生心理上的认同，形成全校上下一盘棋的格局，通过共同努力为
学生打造良好的安全保障。
1.2 学生安全管理模式落后
长期以来，高校学生安全管理都是以刚性化规章制度与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为主要特点，虽然政策制度
比较完善，但随着层层落实，效果甚是不理想。很多高校仍然采用“学校-学院-班级-学生”
的安全管理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中，辅导员（班主任）往往成为学生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但辅导员（班主任）由于专业知识
的限制，以及需要处理其他工作上的事情，对学生的安全管理力度不够，导致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生心
理问题、网络诈骗风险、人际交往障碍等成为高校近几年频发的危机事件，但任何危机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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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都有一定的逻辑可循。从已有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学生安全管理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安排，还需
要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让他们认识到危机所在，能主动学习预防知识，有困难时主动寻求帮助。大学生群
体中网络诈骗时有发生，尽管学校层面、班主任层面都组织宣讲，甚至有老师布置学生抄写预防诈骗知识，
但是学生被诈骗事件仍有发生，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因此，高校在学生安全管理过
程中必须改变既有的模式，要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
通过全员一盘棋的方式开展安全教育。
1.3

学生安全管理技术匮乏

学生安全管理是一项涉及多方的复杂工作，
需要各相关方加强协同。但就目前而言，大多数高校的校园
安全管理依然沿袭传统的管理模式，以人管理为主，学校对学生的安全状况掌握不全而且不及时，对学生的
安全问题没有开展有效的预防，不能在问题的早期和萌芽状态就进行有效的介入和控制，而更多的是进行
事后
“救火”，
在学生安全工作中显得比较被动。数字化技术应用将成为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
提高学生安全管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虽然很多高校都在开展数字化校园建设，但并未将安全管理纳入其
中。校园安全管理是需要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
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将相关事件录入大数据，
通过大数据分析
及时发现问题所在并及早介入，可以让老师在教育学生时更具目的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4 学生安全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学生安全管理是高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随着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学校对安全管理人员素质要求
越来越高。近些年，校园网络诈骗成为多发的危机事件，使学生在经济上和心理上承受诸多压力，也给校园
安全管理带来了新挑战。校园安全管理人员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校园安全治理的效果，需要根据时代发展
和校园安全治理新情况不断提高，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和校园安全治理的新要求。目前，很多高校的安全
管理仅仅依靠学校的保卫部门、公寓管理人员及校园保安，而公寓管理员和校园保安很多都是来自外包企
业，普遍存在人员职业素养不高、安全管理方式方法滞后等问题。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安全管理人员的职业
素养建设，提高他们对校园安全治理新情况、新变化的敏锐意识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为网格化管
理做好铺垫。
2 网格化管理应用到校园安全管理的可行性
2.1 智慧校园建设为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可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智慧校园建设将高校带入全新的数据时代。智慧校园综合运用大数据、
移动
互联、
云计算、
虚拟化等技术，打破传统校园的时空限制，把校园里独立分散的管理信息系统和教育资源整合
为一个具有高度感知能力、
协同能力以及服务能力的有机整体。[1]智慧校园利用大数据实现了资源共享，
能够
将学校管理和学生需求统一纳入数据库，为学校更好地运行创造条件，为学生安全管理提供了技术的支持，
进而为学生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可能。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主要是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
将学生安
全管理划分成为无数个网格来实施分级、
分层和分片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安全管理，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掌
握各个网格的动态和变化，
从而实现学生安全管理的可视化和可操作性，
保障学生安全管理有效有序进行。
2.2 危机预防的决心为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动力
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校安全管理漏洞百出，危机事件频发。传统的学生安全管理主要以班级为单位，
辅导
员为第一责任人，一旦有危机事件发生首先问责辅导员。辅导员由于带班人数较多，时间和精力上有一定的
局限性，很多时候对学生的安全管理难免有疏忽，再加上安全教育和信息反馈不及时，在学生管理和教育上
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些往往会导致危机干预不及时，从而产生重大的校园安全事件。危机预防重在对信息的
把握，重在提前干预，要想提高危机预防的效果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动态和心理诉求，从而从根源
上解决问题。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能够实现信息的及时收集，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
目标人群，并进行重点监控和管理，由学生、辅导员、公寓管理员等网格员及时跟踪，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帮
助学生走出困境，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同时，网格员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处理结果上传到系统中，实现信息
的畅通，从而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
2.3

安全管理的格局化为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契机
高质量的学生安全管理格局是时代发展所需，是高校自身发展所需，因此高校在学生安全管理中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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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职责，清晰目标与责任，积极谋划，防患于未然。时代在变，科技在飞速发展，高校学生安全管理要与时俱
进，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建设全方位立体化的学生安全管理网格化体系，实现学校安全管理横向到
边、
纵向到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管理网格。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是一个精细化管理的过程，
实现了空间
上、时间上、人员上的有效连接，从空间上对高校校园进行分区分格，从责任上将管理的责任细分到每一个
使得每一个管理人都有明确的责任定位于管理目标。[2]安全管理的格局化为学生安全管理网格化提供
个体，
了契机，同时，学生安全网格化应用使得高校学生安全管理工作更加精细化和智能化，能够提升学生安全管
理的质量与效率，
使学生安全管理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保障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3 校园安全网格化管理路径探究
3.1 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
科学的安全管理理念是网格化管理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高校危机预防的前提条件。科学的安全管
理首要坚持
“以人为本”理念。高校要根据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规律，
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构建柔性化的学生
安全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校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要树立“预防为主”的安全管
理理念。高校的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必然会对学生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些对学生是致命性打击。为了
尽可能避免此类负面影响的产生，高校要积极树立防范意识，通过网格化的管理，利用大数据分析产生危机
的可能性，
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同时，学校还要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分析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
把握其
中的内在规律和联系，为学校的安全管理树立警示牌。再次要树立“主动出击”
的管理理念。学生安全管理是
一个长久性工作，需要管理者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有目的性地主动开展学生安全管
理工作，
通过有效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手段来保证校园安全的有效运行。最后要树立“柔性管理”理念。传统校
园安全管理过于刚硬，这样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学生的发展需求，需要管理者必须优化管理模式，用学
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3]
3.2 打造网格化管理协同机制
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是一个多方联动的过程，需要依托智慧校园，建立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借
助大数据技术实现资源的共享共通，以便实现对学生的动态化、整体化和精细化管理。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
不仅仅是职能部门的事情，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积极主动担当，协同推进实现多方联动的全方位实施格局。
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实施可以根据不同部门分担任务情况细分网格、细分层级，尽管各部门分工有所不同，但
彼此间不是相互隔离的状态，而是紧密联系、彼此相呼应的关系，宏观上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推进学
生安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各相关管理部门必须遵循共建共享的理念，打破不同部门间的壁垒，实现部门间
的无缝对接。网格化管理的实质是将管理重心下移，通过众多人的参与实现数据的共享，进而实现扁平化的
管理。因此，各相关管理部门要按照“分级负责、
分类处理”的原则，
切实做好、做细学生管理数据分析、传递、
反馈、
共享工作，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信息共享，提升学生网格化管理的信度和效度。[4]
3.3

构建专兼结合的网格化管理队伍
高校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成效如何关键在于网格员。网格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网格平台的正常运行，

因此选聘的网格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信息素养和心理素质，具有大局观。[5]为了实现学生安全网格
化管理成效，笔者建议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网格员队伍。对于高校而言，学生安全专职网格员主要由公寓辅
导员、保安、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等组成，选聘的过程中要注意合理的年龄层次和较强的专业能力、突发事件
处理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从源头上优化网格员队伍，确保其专业化和稳定性。选聘完成后，高校要定期对
网格员进行系统化培训，使他们熟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懂得相关安全设施的操作，掌握相关事件的处理流
程，
实现网格员工作专业化。兼职的网格员主要是学生干部，他们来自于学生群体，更能进一步了解学生的
生活细节，
从而真正实现安全管理全方位无死角。高校也要注重和加强对兼职网格员的培养，可以通过专职
网格员对接兼职网格员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实现有人引、
有人领，
从而推动网格员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
4

结束语

高校学生安全管理是一项长期性、
复杂性的工作。从已有的经验总结可以看出，校园安全管理必须要全
局一盘棋，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管理。同时，高校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将刚性管理转化为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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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将日常管理转化为学生的内心需求，从而提升管理成效。校园安全管理重在预防，需要高校有危机预
防意识，在科学理念指导下系统打造学生安全网格化管理系统，通过高质量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建设，提高高
校学生安全管理的预防意识，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推进校园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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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Safety Gri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Prevention
LIU Xiao-qing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 college’s effective op－
era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campus crises occur occasionally,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colleges to actively strengthen students’safety grid management. Thus, a college should establish
scientific safety management concept, shape a grid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 a special－
ized as well as part-time grid management team to achieve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campus safety.
Key words: crisis prevention; colleges; grid management;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