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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什么是安全文化？现有的中文文献中最流行的解

答为：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人员中的特征和态

度的总和。它确定安全第一的观念，使防护与安全问

题由于其重要性而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3）作者认

为，上述安全文化概念存在如下缺陷：第一，主体范

围过窄，仅限于生产企业；第二，内涵过于单薄，仅

强调了安全第一的理念；第三，该段文字译自外文文

献，存在明显的翻译痕迹，文字表达不明确，不易于

　Safety 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value of supremacy of life and a sense of crisis, i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inclu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designed to prevent accidents. It includes a code of conduct for safety protection, emergency measures, 

a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as well as salvage habits. The introduction of safety culture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began in 1986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top-down construction pla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1986-1993);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1993-2000);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oreti-

cal research (2000-2006); and Overall construction (2006-). Regulations surrounding safe production were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d promoted among large 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oretical studies of safety culture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understanding technical risk, engineering culture, safety culture,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institu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 and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The all-round devel-

opment of safety culture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ten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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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安全文化指建立在生命至上价值观和危机意识之上的，囊括严防事故的制度法规、防护知识、应急措施行

为规范、安全评价体系以及救助习惯的综合体系。中国大陆从 1986 年引入安全文化概念，实行了自上而下的

建设模式，经历了概念引入（1986-1993）、概念推广（1993-2000）、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2000-2006）和全面

建设（2006-）4 个阶段，初步建立了安全生产制度，在大中型生产企业推广安全生产理念，初步开展了安全文

化理论研究，在技术风险、工程文化、安全文化、核应急组织、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史和福岛核灾难后果分析等

方面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安全文化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公众广泛参与、多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才有望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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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通俗理解安全文化。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

安全文化概念，并从理论上对其以及相关问题加以深

入研究。

　　作者认为，安全文化指建立在生命至上价值观和

危机意识之上的，囊括严防事故的制度法规、防护知

识、应急措施行为规范、安全评价体系以及救助习惯

的综合体系。安全文化概念是不断变迁的，至今仍在

不断完善过程中。从内容上看，安全文化有广义与狭

义之分。广义的安全文化指人类对妨碍自身生存潜在

风险的防护意识；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危机防范的制

度、法规、知识、措施以及自我保护的行为和习惯等。

广义的安全文化主体指人类全体。狭义的安全文化概

念起源于核安全文化，建立在企业的生产安全文化基

础之上，拥有明确特定的主体。其内容包括：生命至

上的价值观；时刻防范各类事故发生的危机意识；防

止各种事故发生的制度规定、法规条款；自我、他人

和环境保护的知识（特别是包括类似防止核辐射的知

识）；紧急应对危机、危险和危害的具体措施；安全

的评价体系以及日常保护、救助的习惯。

　　就狭义的安全文化概念而言，西方社会的认识起

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核安全专家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的分析。1986 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发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是导致

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提出安全文化概念。

1991 年，INSAG在《安全文化》报告中提出：“安全

文化是存在于组织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

和，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厂的安

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4）

这个定义首次明确了核电安全文化的主体，批判了技

术至上主义，强调了安全观高于一切，从而引发安全

观革命。随后，安全文化以产业组织原则和发展理念

落实在西方国家的核工业，继而由行业专家认可并推

广到航空、航天、采矿等高危产业。安全文化逐渐形

成一项事业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主体包括机

构、政府和学者。研究内容为：安全文化的定义、性

质、表征、模式、信任、组织、行为、评估和安全氛

围等。强调发挥个体意识、注重概念分析、自下而上

传播是西方安全文化研究的特点。

　　到 21 世纪以前，中国大陆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

相同的狭义安全文化氛围，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也有

限。

　　作者在本文中回顾了中国大陆安全文化研究的过

程，以期说明目前中国大陆的安全文化研究尚处于起

步时期，其理论研究具有许多上升空间。作者通过阐

述清华大学学者有关安全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果，为了

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

期待与政府和企业合作，落实安全文化的实践应用。

2.　中国大陆安全文化研究回顾

　　安全文化在中国大陆从概念引入到实践应用、理

论研究，至今经历了 20 多年，呈现实践与研究交互

发展的轨迹和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1986 年末，国

际公认的安全文化概念被引入到中国大陆；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安全文化概念被逐渐推广到各个工业

产业的生产实践中；21 世纪以来，各领域的学者开

始从事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近年来，从政府到企业、

从学者到普通公民，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建设安全文化

的新阶段。作者将这段历程划分为：概念引入（1986-

1993）、概念推广（1993-2000）、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

（2000-2006）、全面建设（2006-）4 个阶段。

2.1　概念引入阶段（1986-1993）

　　近代以来，中国在引入西方工业技术和发展本国

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使用了“安全生产”概念，相

继制定出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末期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安全文化”概念和实施方

案。以核工业为例，1970 年 2 月 8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做出要在中国大陆发展核电的指示。因此，核

电工程又被称为“728 工程”。到 80 年代中期，江苏

秦山一期核电站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相继开始建设，

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发展核电建设。在核电站建设过

程中，安全是工程的要求之一，但没有引起特别重视。

原因在于，核电工作者一方面对核电技术的安全性深

信不疑，另一方面对与放射性物质泄漏相关的知识和

经验认识不足。1986 年 4 月 28 日苏联发生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事故，在国际核能源生产领

域引起震撼。核电的安全文化概念才逐渐加以明确。

　　1986 年 10 月，参与研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中

国大陆核专家把当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

出的安全文化理念引入中国。为此，中国大陆先后成

立了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家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有趣

的是：随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在核电企业中大力推广

核安全文化理念，而是在采矿业企业，在各个矿山重

点推广安全文化建设，并逐步拓展到建筑业、道路交

通业、航空业和石油化工企业。

2.2　概念推广阶段（1993-2000）

　　1993 年，在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李伯勇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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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警钟长鸣报》和《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相继开辟了“安全文化”专栏专版，发表了相关初步

研究成果。1994 年 6 月，《安全生产报》创刊。在该

报创刊号上刊登了李伯勇的文章《加大安全生产宣传

的力度，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

在文章中，李伯勇向生产管理干部和劳动保护工作者

发出学习和研究“安全文化”的号召。“安全文化”

概念从此在中国大陆向各行业生产企业推广。

　　在学术研究方面，1994 年 12 月，中国大陆首次

出版针对企业人员培训教育的安全文化读本《中国安

全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5）。1995 年，由政府

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安

全文化高级研讨会”。至 90 年代末，一些工程技术专

家开始探讨安全文化的定义、范畴、模式、基本理论、

安全文化素质等问题，例如金磊、徐德蜀、罗云的文

章“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的世纪思考”（6），为在企业

界推广安全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应该看

到，在这个阶段，安全文化还没有得到工程教育和企

业界以外的人士广泛而深入的认识。

2.3　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阶段（2000-2006）

　　香山科学会议是中国大陆被政府资助并予以关注

的高层学术会议。2000 年第 144 次香山科学会议的主

题是“安全管理与安全文化的交互作用”。2002 年，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编制了《安全文

化新论》（7），国务院出台《安全生产法》。从安全文

化意识和法规方面有效推动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实践。

与此同时，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从多

维视角关注安全文化问题，例如：哲学工作者刘跃进

发表了“从哲学层次上研究安全”（刘跃进，2000）（8），

心理学工作者于广涛、王二平、李永娟发表了“安全

文化在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安全控制中的作用”（于广

涛、王二平、李永娟，2003）（9）。2003 年 12 月 1 日

中国大陆开通了“安全文化网”（10），促进了安全文

化从企业走向公众。2004 年，一直倡导安全文化建

设的徐德蜀、邱成出版了专著《安全文化通论》（11），

为广泛推广安全文化教育提供了基本素材。在这个阶

段，中国大陆的安全文化从实践到理论进一步得到深

入发展。

2.4　全面建设阶段（2006-）

　　2006 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安全文化发展进入了

新的阶段。其标志是：中国国家安监总局于 2006 年

印发《“十一五”安全文化建设纲要》。《“十一五”安

全文化建设纲要》为中国生产企业全面推广安全文化

提供了实施框架。北京市从 2006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

届安全文化论坛（至 2011 年 11 月共举办了五届），

为北京市政府官员、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企业人员提供

了交流沟通的平台。2011 年，中国国家安全监督管

理局公布了《安全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更加

深入具体地阐释了安全文化的理念和今后发展建设安

全文化的设想。

　　可见，在中国大陆安全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表现

出如下特点和问题：第一，中国大陆的安全文化研究

始于核安全问题，但重在向煤矿、航空、石油化工等

其他产业推广建设。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国工业生产领

域的各个行业中，虽然工业化技术、设备等硬件条件

发展很快，但安全文化的实践和研究起步较晚，目前

正在推广过程中。第二，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更多地坚信技术的安全性，其中特别相

信核电站技术的安全性。第三，在中国大陆以往的有

关安全文化研究中对安全文化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

特别缺乏针对重大案例的深度系统分析。第四，中国

大陆推行了自上而下的安全文化建设模式，这有利于

安全文化规章制度的制定，但尚需具体深入广泛推广

安全文化的理念、知识，尚需把这种理念和知识落实

到每个个体的生活、行动习惯中，从而实现全民安全

文化氛围。换言之，安全文化并不仅对生产企业有意

义，而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和发展空间。

所以，安全文化问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有很多。从生命观上讲，虽

然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有“安全”概念和“居安思

危”的理念，但是，“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的“视死

如归”式的生命观居于社会主流。在制度法规层面，

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程不长（虽然时间跨度有一

百余年，但在政治条件约束下实际不过五十余年），

尽管在生产设备等硬件方面可能不逊于西方，但在诸

如：安全意识、安全生产规范、安全管理制度、安全

知识教育等工业化生产的软件方面不够健全，并没有

充分学习、研究、借鉴西方的传统和经验。在个人行

为和习惯上，忽视安全，把安全宣传称为“杞人忧天”。

在事故评价方面，首先出于对领导政绩的考量、对公

众管控的需求，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方式。另外，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中等收

入陷阱”时期，人们过度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

忽视关注自我保护、他人防护，乃至环境安全。除此

之外，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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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等反知识、反科学、反文化的政治运动之后，一

些对社会有影响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拜、迷

信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鄙夷

对科技风险的质疑，甚至排斥学术批判精神，从而导

致社会上“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乃至伪科学

盛行。上述现象表现出中国全社会安全文化的缺失。

这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这种潜在的社会风险

转化为现实危机，不仅会阻碍中国的国计民生发展进

程，而且更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可见，

安全文化问题在中国大陆尽管已经从政府到企业、从

学者到公众逐渐被加以重视，但尚需要加强理论研

究，仍需要拓展实践应用范围。

3.　清华大学对安全文化的初步研究

　　清华大学创建于 1911 年，原为综合性大学，从

1952 年以后改为多科技术大学，重点培养工科人才，

学校形成“强工科”的风格。1983 年以后，清华大

学逐渐恢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校园

中人文气氛逐渐兴起。

　　在安全问题方面，清华大学至今有两个研究中

心，一个是设立在工程物理系的“安全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安全减灾的技术问题；另一个是设立在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2012 年 7 月以后转为“社会科学学

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要从科技哲

学、科技史和科技社会学视角从事安全文化的理论研

究。

　　本文作者从 2006 年开始关注科技风险问题，当

时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为数甚少。曾与硕士生曹朋为

2006 达沃斯国际减灾会议（2006/8/27-9/1，瑞士）撰

文“减灾、风险管理在中国大陆（英文）”（12）。随后，

作者注意到：中国以往关心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主要

是核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大多坚信核安全取决于核技

术改造；很少有人关注由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所引发的

科技与社会文化问题。作者决定从研究切尔诺贝利案

例入手，进行深入研究。2006 年底带硕士生曹朋访

问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拜访原苏联切尔诺贝利委

员会主席纳扎罗夫博士，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收集了

相关档案资料。2007 年，作者邀请纳扎罗夫博士访华。

他围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灾难先后在清华大学、大

亚湾核电站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做了 10 场报告。

他提出“切尔诺贝利灾难说”，这一观点引起中国大

陆的一些核电企业领导、大学和科研领域的学者极大

反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部对此专门向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领导进行了汇报。作者在纳扎罗夫博士

的影响下，组织课题组从事深入研究。

　　课题组先后有 10 位研究生和博士后参加。坚持

每周 1次研讨“核安全文化”问题。研讨问题涉及：

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原因、应急过程及其后果；中国核

电发展状况；中国核电政策；核电站基本知识；生态

学、文化学、工程哲学等，课题组的研讨逐渐形成安

全文化研究框架，作出一些成果。澄清一些概念问题，

例如：核安全与核电站安全不同；安全技术与安全文

化不同；核安全文化与安全文化不同等。在研讨基础

上，课题组成员以参加学术会议和发表论文的形式向

外推介研讨成果。

　　2007 年 1 月 5 日，鲍鸥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召开的“首届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研讨会”上作

“营造核安全文化 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由于与会者大多第一次接触核安全问题。报告完毕，

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副教授惊呼：“毛骨悚然！以前

从来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后果太严重了！”大家一致

认为这个报告需要尽快发表。但作者认为研究尚不深

入，时机尚不成熟。2008 年仅向第 8届“东亚科技

与社会（STS）”国际学术会议提供了论文摘要（13），

没有出席会议，也没有发表论文。

　　2007 年 8 月 20-24 日，第 11 届中国科学技术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办。作者携学生出席了

会议并作了 3个报告（14）。2009 年参加“工程哲学年

会”，提交了有关高温气冷堆发展战略研究论文（15）。

　　课题组成员研究安全文化的成果涉及：科技史研

究（16）、（17）；科技哲学、工程哲学和工程文化研

究（18）、（19）、（20）、（21）；安全文化理论研究（22）、（23）、

（24）、（25）、（26）；科技政策研究（27）、（28）等领域。

　　2008-2010 年间课题组中的 5名研究生毕业，3名

博士后出站。目前还有一名研究生做“中国核应急机

构历史研究”。

　　下一步，作者拟通过分析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

难案例，从科技哲学和科技社会学角度拓展安全文化

的理论研究。本研究旨在实现如下研究目的：弥补中

国大陆在“灾难史”领域的研究空白；重新解读“灾

变论”、技术自主性论和技术社会建构论；运用科技

哲学的研究方法提炼安全文化基本范畴、分析安全文

化的主体、功能和系统模式，完善“安全文化理论体

系”；从科技哲学角度分析安全本质，把安全价值观

与可持续发展自然观相结合，提倡“生命为本”哲学

命题，建构“安全发展理论”；把企业安全文化实践

与民生安全文化理论相结合，为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

安全发展提供多维思考和合理化建议。



139

中国大陆安全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安全文化理论研究属于重要的基础研究，科技史

和科技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助于安全文化研究。

安全文化理论建构是长期踏实艰苦的工作。作者及其

合作者在风险、工程文化、安全文化、核应急组织、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史和福岛核灾难后果分析等方面虽

然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尚处于起步阶段。

4.　结论及对未来的展望

　　1. 安全文化概念源于人们开始关注核电技术在给

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成为潜在的威胁。安全文化的

内容包括四个层面：理念层──生命至上、技术并非

是人类幸福源泉的价值观和时刻防范各类事故发生的

危机意识；制度层──保障安全操作、防止各种事故

发生的制度规定、法规条款；知识层──自我、他人

和环境保护的知识（特别是包括类似防止核辐射的知

识）；行为习惯层──紧急应对危机、危险和危害的

具体措施；安全的评价体系以及日常保护、救助的习

惯。

　　2. 多数拥有核电技术的国家把安全文化概念在核

电领域落实并推广到其他生产领域。80 年代末期，

中国在从国外引入安全文化概念后先重点推广到其他

生产领域，而在核电领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造

成这种结果的宏观背景在于中国当时处于经济急速上

升期，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核电技术安全性的乐观肯

定、对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以及对核风险估

计不足。

　　3. 中国在推广安全文化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

式。该模式有利于安全文化的制度建设。但在推广过

程中，“安全文化”问题被简单地转换为“安全生产”

问题，仅仅在产业推行，而且被视为只有通过改善技

术才能有效解决。

　　4. 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大陆目前

对安全文化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今后需要在加强各学

科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政府与学者、企业和公

众进行对话，帮助公众树立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

训练安全行为、培养安全习惯，增进国际合作等方面

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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