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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高校公关的误区
□熊英子
一

“
攻关”, 不是靠拉关系, 写些吹捧的文章这些

高等院校过去完全是靠国家拨款的事业
单位, 既没有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 也缺乏竞

虚的东西。
说法二: 公关不 就是搞搞 接待, 做 做宣

争的压力, 因此, 公共关系管理工作一般比较

传, 再加交际应酬的吗?现在学校对外已经有

薄弱。如今, 高等院校正面临严峻的形势: 办

接待办公室和宣传部, 对内有工会和学生部,

学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且普遍缺乏( 少数高校
除外) ; 教职工工资收入几经调整仍然不高;

还要公关部做什么?
说法三: 只要国家把经费拨足, 就能办成

经商大潮冲击校园, 学生读书受到干扰, 师资

一流大学。

队伍不稳定; 教学科研与社会实际脱节。
简言

二

之, 竞争的加剧, 高校在关注办学社会效益的
同时, 也需重视办学的经济效益, 而本来存在

由上面这些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的
公关工作至少存在着三方面的误区:

于其它领域里的竞争性和营利性在教育界也

首先是认识上的误区——浅表性。不少

体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有识之士提出
将公关导入高校, 来帮助高校营造最佳的社

的人对什么是公关一知半解; 对公关的职能
和功能认识模糊。他们以为公共关系就是接

会舆论环境与和谐的内部氛围, 以使高校争

待、
宣传、
交际, 就是人际关系, 把公共关系与

取办学经费、
吸引好的生源两项重要工作能

人事管理、
办公室工作、
宣传文秘工作等划等

顺利展开, 从而达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 建
成一流大学的最终办学目的。

号; 还有部分人以为干公关的主要是靓女, 靠
脸蛋和风度去“攻关”
, 高校这个神圣清高之

那么, 这些年我国高校的公共关系工作

地是靠实力取胜, 岂容这类行为; 更有少数人

究竟开展得如何呢?可以这样说, 与企业开展
公关活动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场面相比,

认为公共关系同“
拉关系”
等不正之风有密切
的联系。以上这些对公关不恰当的认识在高

与高校广泛开展的公关教学、竞相出版公关

校普遍存在。那么, 公关究竟是什么? 它的职

类教材书籍相比, 高校自身的公关工作显得

能和作用又如何呢? 所谓公共关系是一个社

相当冷清, 未受重视。
下面是高校内普遍存在
的有关高校公关的一些说法, 或许它们能让

会组织, 是为增进内部公众、
外部公众的信任
和支持, 在分析和处理自身面临的各种内部

我们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

外部关系时, 采取的一系列科学的政策和行

说法一: 要建成一流大学靠的是真功夫,
靠的是高水平的教学、
科研。不是靠公关去

动。
它是一种内求团结、
外求发展的管理思想
和管理艺术。由于组织取得内外部公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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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支持, 说明组织在公众心中有良好的形
象, 因此, 有人把公关称作树立形象的艺术。

最广泛的外部公众, 在公众心中形成“
这是一
个一流大学”
或“那是一个好大学”
的形象, 从

公共关系的职能很多, 可归为以下几类: 采集

而在吸引好生源与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对高

信息、
监测环境; 咨询建议、决策参谋; 传播沟
通、
广 结人缘; 协 调关系、争取 谅解; 塑造 形

校能有所帮助。
由此可见, 高校内在的高素质
与公关工作是相辅相承、
相互促进的关系。
此

象、
增进效益。因而, 公关又被人称作是组织

外, 那些认为工会、
宣传部门、
教务部门、
学生

的“
信息部”
、“
智囊团”
、
“喉舌”, 其作用是可

部门都是在做公关工作的想法, 其实很值得

想而知的。由于公关在实际运作中就是帮助
组织在公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所以它需

商榷。
不错, 高校的公关工作离不开上述各部
门的工作与配合, 但这些部门的工作是否属

要解决如何对良好形象进行定位, 以及用什

于公关工作, 则要看它是否具有整体性特征。

么方法去树立形象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策划
与谋略, 制定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一个公关方

因为, 公关实务必然涉及策划与方案, 它们都
具有整体性特性, 即公关工作的各环节不是

案定下来, 随后就是公关方案的实施、
反馈和

独立的, 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 为了

调节, 而公关在信息采集、
沟通协调、树立形

塑造学校的形象, 策划了一系列的方案和活

象等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使用诸如交际、宣
传等手段、
方法。公关从实务上看, 有浅层次

动, 建立了工会、宣传部等沟通体系, 那么, 这
些部门的活动就可以作为公关方法之一种。

与深层次之分, 浅层次如“
交际公关”
、“
宣传

但是我们知道, 目前许多高校里的这些组织

公关”
, 深层次如“创意决策公关”
等。当然, 深

的活动并不具有上述的整体性特征, 它们更

浅层次的公关实务需要相互配合, 才能相得
益彰。
此外, 公关在争取公众时所采用的是合

多的是在于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 或完成某
些既定的程序, 这显然不属于公关。否则, 就

法的科学方 法, 因而, 那 些违法违纪的 行为

会得出公关无所不在, 其作用无处不显, 也就

( 例如, 行贿、
受贿、
公款宴请、大吃大喝等) 、
非光明正大的行为是与公关毫无关系的, 是

没有必要在高校导入公关、发展公关了。
其三是意识上的误区—— 缺乏症、欠主

一些对公关不了解的人只看见“
关系”两字,

动性。
主要表现在缺乏积极主动塑造形象、
沟

想当然加上去的。

通交流协调适应的意识, 即: 高校缺乏公关意

其次是方法上的误区——片面性。它表
现为对公关工作的“
有话必说”
原则的与整体

识, 主要是指高校领导层缺乏公关意识。
领导
干部是高校工作的策划者与组织者, 领导干

性原则的理解不全面。公关工作之所以区别

部是否具有公关意识, 直接影响到高校公关

于其它社会实践, 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工作具
有鲜明的特点, 即“有话必说”
, 而且是“
先做

工作的展开。
而现在一些高校的领导层, 他们
在意的是学校在上级主管心中的形象和同行

好了, 再说出去”
, 把组织所取得的成绩和所

中的评价, 至于社会公众那里, 虽也希望能获

做的工作有技巧、有魅力地说出去。
高校公关

得好评价, 但并不太在意。因此, 如今高校这

工作是帮助高校在公众心中树立真实和良好
形象的实践活动。显然, 要做到这一点, 高水

个象牙塔的封闭性依然存在。
作为社会组织,
它很少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公众介绍自己已取

平的教学与科研是公关的基础。高校公关工

得的各项教学、
科研成果, 以争取外部公众的

作的基本过程就是在为其内部公众创造一个
团结和谐氛围的情况下, 取得高水平的教学

认可, 树立高校良好的形象; 对内, 与教职工、
学生等内部公众缺少沟通了解, 教职工在想

和科研成绩,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些科学合

些什么, 需要什么, 需求的分布与强度如何,

理又有效的沟通传播方式将这些信息传播给

很少有高校做过系统的调查 ( 下转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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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以及著书 6 部、发表文章 300 余篇的教育研究体会; 请创建“
全国重点技工学校”的校长谢
长瑞、
创建“
煤炭部标准化学校”的校党总支书记武维全等毕业生回校介绍当好中等学校领导、
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所有这些都成为在校学生的楷模, 使同学们从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 扎
根矿区, 献身教育, 大有用武之地; 建功立业的道路, 就在自己脚下。
因此, 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
“
学师, 爱煤, 从教”
的信念更加坚定, 誓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献给煤炭矿区的教育事业。
在随机调
查的 770 名毕业生中, 87% 的人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奖励和表彰, 49% 的人在各级各类教育刊
物和其他新闻媒介中发表论文或教学经验、
体会等, 770 名调查对象中共发表文章 2000 余篇,
主编、
自编或独著教育、
教学类图书 100 余部。全国煤炭矿区有 10 余所省重点中学和 40 多所
部标准化中学, 其中大部分教学骨干是学院毕业生。被授予“
煤炭部标准化学校”
称号的山东龙
口矿务局中学, 连续三年高考升学率达 90% 以上, 在山东省及全国煤炭系统均处领先地位。该
局教育培训部长张福智激动地对调查人员说: “这里面有淮北煤师院毕业生相当的功劳! ”
“
德高、
学高、
功高”的培养目标激发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师生的办学热情, 成了学院办好
师范教育的最高信念, 也鼓舞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按着这个标准要求自己, 规范自己, 愉快地
走上煤炭矿区中等教育岗位。煤炭部领导视察学院时高兴地说: “淮北煤师院是我们煤炭系统
唯一的高师本科院校, 按照这个目标办下去, 煤师院大有希望, 全国煤炭矿区的基础教育大有
希望! ”
( 责任编辑

郑慧臣)

( 上接第 50 页) ( 或许领导们以为他们已全都

之妙处。

了解掌握, 无需多此一举) , 一些事关教职工
切身利益的大事 也只是校领导少数人 说了

2. 用前 瞻性 的眼光 看待 形势、看待 公
关。
就目前的教育形势与社会大环境而言, 运

算, 教代会流于形式; 教职工对学校政策若有

用公关去争取 公众对高校来说还不是 很迫

不同的看法、
建议, 要么没处提, 要么提了也没

切。
但目前, 可从突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的束

用; 教职工对于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
情感投资
的需求时常很难得到满足。久而久之, 造成教职

缚入手, 认真对待公关。
3. 对公关功能的发挥要有正确的认识。

工对学校的冷漠感, 使学校内部缺乏向心力和

首先, 要使大家知道良好的组织形象有助于

凝聚力。例如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师下海经商现
象, 与其说是经济意识的觉醒, 不如说问题主要

组织目标的实现。
其次, 高校公关是个系统工
程, 它需要领导层与基层、
教学科研与行政、

出在高校内部公众关系未做好。

后勤部门的默契配合。

三

4. 公关活动是一种具有 民主性的经营

由上分析可见, 高校要引入公关使自身
更好地发展, 必须消除公关误区, 采取如下对

和管理活动。只有那些具有强烈公众意识的
人, 才可能抓住稍瞬即失的机遇, 才有可能做

策:

好公关工作。这一切将对高校领导层的水平

1. 利用文化优势修正对公关的认识。避
开传播中的扭曲、误导, 直接去领略决策公关

提出更高的要求。
( 责任编辑

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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