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管理导论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于 2013 年开始主办并资助“FIST（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项目”，旨在建设一批高质量研究生开

放课程，课程秉承“集中授课、夏季为主、聘请名师、对外开放、计

算学分”的建设原则，依托学校国际化资源，广延海内外名师集中一

段时间讲授课程，面向我校研究生、本科生、兄弟院校以及社会公众

开放。“应急管理导论”是国家 2020 年设置的“应急管理”二级学科

的核心课程，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组织的

师资团队讲授，并于 2020 年入选“FIST”项目。前两届先后聚焦于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数字应急”等议题，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应

急管理研究的资深专家、权威学者，围绕应急管理基础理论和学术前

沿开讲，吸引了国内外五十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多个学科背景的同

学报名，涵盖了硕博研究生、科研工作者和实务部门工作人员。第三

届《应急管理导论》FIST 课程将于 2022 年暑期开课。

本课程特点在于：

1、课程视野的多元化。师资团队由深耕于应急管理研究领域的

资深学者、青年才俊和实践工作者组成，有国家级人才，有国家重大

研究项目主持人，应急管理学科带头人。教学团队授课经验丰富，学

术成果斐然，且具备应急管理实务工作经验。

2、课程知识的综合性。课程致力于盘活学科交叉研究“一盘棋”，

推动管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计算机科学

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吸纳了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

3、课程体系的前沿性。课程关注应急管理的前沿理论和知识体

系，旨在拓展学生在应急管理研究中的理论视野，并提高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与突发事件应对实践的适配性。

李瑞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行政系主任，《复旦公

共行政评论》主编，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应急管理），

上海市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等。主要从事应急管理、公共管理



等研究。

滕五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东京大学工

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

研究中心主任，《应急管理学报》副主编，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

上海市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

周凌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清

华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任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治理、公众认

知、环境政策等，在 Governan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Energy Policy,《公共行政评论》等 SSCI 和 CSSCI 期

刊发表文章 10 余篇。

孙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

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应急管

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灾害/应急管理、公众

灾害认知与响应行为、灾害文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北京市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多项，发表 SSCI/SCI 等中英文

论文 20 余篇。

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

理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风险管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南京大学

数据赋能与交叉创新实验室副主任，江苏省中安应急管理研究院

理事长，CSSCI 集刊《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执行主编，《Safety

Science》汶川地震十周年特刊客座主编，《Natural Hazards

Review》副主编，应急管理部《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工作专班

成员、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

应急管理、国家安全学学科负责人，主要致力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3 项，出版专著 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行政管

理》《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Risk Analysis》《Disasters》《Safety Science》

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目前，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我国应急管理

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研究工作，牵头组建长三角安全发展和应急管理联盟，协助推进

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

詹承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

国行政管理/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北京市应急管理领域学科带头人。

文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

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2021），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首席专家。

马宝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1999 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应急管理科学》主编。主要研究

方向：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学理论、中

国地方治理。

周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从事环境史、灾荒史、灾害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中国灾害防御协

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

雷晓康，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授。西北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陕西省中青年

社科拔尖人才。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陕西省人民政府立法专家、

陕西省应急管理专家、陕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家、陕西省公共文

化专家、陕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审查专家，陕西省

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省情研究院副院长。

周利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广

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南方灾害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已主持

24 项纵向课题，省部级 10 项，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

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 项。以独立或第一作者

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获得广东省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广州市杰出专家、广州

市优秀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广州学者青年拔尖人才与广州

学者特聘教授等重要荣誉，兼任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应急管理专家、

广东省灾害治理咨询专家与广州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等。

张英，应急管理部宣教中心研究员。博士，应急管理部宣教中

心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协辟谣平台特聘专家，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应急安全与减灾科普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应急安全科普研究与安全文化培育实践者，曾赴京都大学防灾所访

问研究，出版专著《防灾减灾教育指南》（2015）《灾害教育课程

设计》（2016）《减灾教育研究与实践》（2018）等，主编教材、

科普图书（地震知识与应急避险）多部并获得奖励（全国优秀科普

作品等），发表论文 60 余篇。



一、课程设置

1、开课时间

2022 年 8 月 8日—2022 年 8月 12 日。

2、授课方式

语言：中文

形式：·腾讯会议线上授课（面向课程正式录取学员）

·“应急管理模拟实验室”B站直播（面向其他感兴趣的学员）

3、课程安排

本课程包括四个模块：专题研教、模拟课堂、设计小赛和团队建设

（1） 专题研教

筚路蓝缕，岁月如歌。从应对唐山大地震到防控新冠疫情，英勇

的中国人民从自立自强抗击大灾大难迈向与世界人民互帮互助，结成

了安全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是灾难的真正受害者，是灾害

的真正抗击者，更是应急的真正参与者；人民、人民，还是人民，是

应急工作中的真正英雄。党和政府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应急观，始终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凝聚

群众、为了群众”的“人民应急”之路。本次《应急管理导论》课程

聚焦“人民应急论”，立足校内师资，广延校外名家，“圆桌仨研教”

“解惑三刻钟”，阐释“人民应急”的“政治”、“管理”、“社会”和

“文化”四重逻辑。本届课程共四个研教专题，每个专题 120 分钟，

采用三位主讲人依次讲授 35分钟、主讲人和学员集体互动 20分钟左

右的形式进行。课程内容细节后续发布。

日期 课程

8月 8 号

19：00-21：00

社会的逻辑

李瑞昌：作为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应急管理

周利敏：应急管理的社会逻辑

周凌一：风险感知与政策支持度研究

8月 9 号

19：00-21：00

政治的逻辑

张海波：中国第四代应急管理体系：逻辑与框架



日期 课程

马宝成：应急管理体制：挑战与革新

文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城市应急管理属

性与治理逻辑

8月 10 号

14：00-16：00
模拟课堂：“我是吹哨人”

8月 10 号

19：00-21：00

管理的逻辑

滕五晓：智慧应急的机遇与挑战

詹承豫：中国应急管理组织演变的“需求-功能”模型

雷晓康：“为有源头活水来”：基于管理学框架的应急

管理知识

体系构建

8月 11 号

14：00-16：00
设计小赛：“应急科普”

8月 11 号

9：00-11：00

文化的逻辑

周琼：灾害管理的文化转向

张英：新时代人民应急文化培育的科普路径与现实痛

点

孙磊：灾害文化研究的两种取向及其“人民应急”启

示

8月 12 号

14：00-16：00
团队建设：“合作收益”

（课程安排和内容可能会根据授课老师的档期进行调整，请关注

“应急管理模拟实验室”公众号平台，及时关注课程相关信息）

（2） 模拟课堂

本届模拟课堂的主题是“我是吹哨人”。课程主题改编自游戏“谁

是卧底”，旨在模拟人民对潜在风险吹哨的互动过程和心理活动。课

程细节后续发布。

（3） 设计小赛

本届设计小赛主题是“应急科普”。学员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设计

一个原创应急科普宣教作品进行课堂宣讲或者创意介绍。所有作品将

在应急管理模拟实验室公众号及相关平台进行推送展示。课程细节后

续发布。



（4） 团队建设

本届团队建设主题是“合作收益”。学员以小组方式互帮互助、精

诚合作，共同完成一个案例汇报或应急活动设计，并分享合作中的心

得。课程细节后续发布。

5、考核方式

考核形式 权重 评定标准

出勤 10% 课程签到记录

课堂表现 30% 互动讨论与交流

课程作业 60% 完成各位老师的课堂作业要求，理

论应用恰当，引用规范。

二、报名方式及要求

1、学员要求

本课程面向全球高校青年教师、学生及实务工作者，选课学员应具备

一定的应急管理知识，并对灾害、安全、危机和风险等主题有浓厚兴

趣和深度思考。

2、招生名额

30人

3、报名方式

请拟报名参加课程的同学在 7 月 20 日 24：00 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

报名问卷，填写个人基本信息、选课想法或课程认知，并上传个人学

术简历。

4、录取与选课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综合评定、择优录取，并于 7 月 25 日

前通过邮件发送录取通知，并告知课程群、选课要求及课程会议平台



信息等，未入选者请关注“应急管理模拟实验室”公众号留意推送直

播渠道信息。

5、联系人

唐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微 信 ： ty1090232889 ； 电 话 ： 18983234807 ； 邮 箱 ：

ytang20@fudan.edu.cn

秦梦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微信：q779564665；电话：13145190606；邮箱：

21110170057@m.fudan.edu.cn

徐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微 信 ： haojiubujian869839 ； 电 话 ： 18890305016 ； 邮 箱 ：

21110170058@m.fudan.edu.cn；

徐振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微 信 ： xzy1029778479; 电 话 ： 18717896293 ； 邮 箱 ：

21210170071@m.fudan.edu.cn

添加好友，请备注单位+姓名。

三、其他说明

1、费用

本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提供教学相关的录频或电子材料，禁止学

员在课堂上录音录屏。

2、选课

选课同学需配合任课老师以及课程协调员的工作安排，遵守课堂记录，

及时完成课堂作业。

3、课时学分

共 36学时，考核通过将获得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 2学分。

4、学分转换

本校选课学生将在结束课程后自动计入学分系统，无需开具选课证明。

外校选课同学是否支持学分转换，请咨询就读学校教务，课程证明可

在结束课程后自行联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理。其他通知要求详见复

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教学管理规定。将提供电子课程结业证书。

欢迎全国有志于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优秀学子加入！

mailto:ytang20@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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