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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与改革

扬汤止沸，莫若未雨绸缪：
从“ 预 警”到，ｉｔ
一 减灾防灾
Ｆ＝气

吕孝礼１马永驰ｚ
（１．荷兰莱顿大学公共管理系，荷兰莱顿市２３００ＲＢ；２．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危机管理生命周期中具有基础意义的第一环——减灾防灾环节（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对于整个危机管理
的成效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这已在各国危机管理实践和研究中取得共识。然而目前中国的应急管理领
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务工作者，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对“减灾防灾”这一环节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纵然在危机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危机的预警和响应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治意义。但是缺乏长期的
减灾防灾环节很难取得应急管理能力的综合提升，同时灾害响应的有效性也会遭遇瓶颈。本文在对减灾防
灾的概念和作用进行梳理和界定之后，总结了国外在减灾防灾中的成功之处，希望能为中国减灾防灾环节
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减灾防灾；应急管理；灾害管理；ＦＥＭＡ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９９７（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８—０８

一、引言
智利８．８级∞强震仅仅造成４３２人死亡（另有

限于地震减灾工作）在整个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
用，以及减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列举国外减

９８人处于失踪状态）②：汶川地震中北川陈家坝小
学全部师生的惊险逃生∞：安县桑枣中学紧急疏散

灾防灾工作中先进的做法和理念．最终为我国减
灾防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和实施提供相关建议。

无一人死亡＠……这些奇迹的背后无一不凸显着
一个重要的应急管理命题：为什么在受到近乎相
同灾害影响之下。这些案例却能创造出异乎寻常

减灾防灾研究在国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长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即国际减
灾十年实施阶段。国内主要有两支研究团队比

的应急响应奇迹？

较关注我国的减灾研究及建设规划。其一为以
史培军教授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在

在灾害过后的反思中。不难发现这些零死亡
或者少死亡的奇迹除了临危不乱的现场应急响应
能力之外，灾前有条不紊的减灾工作为这些奇迹
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坚实基础。如在上文所提及
的例子中，陈家坝小学的建筑都是七度设防，桑枣
中学在地震之前已完成了房屋的加同工作并坚持
开展地震逃生演练．智利则更是在国家的层面上
重视抗震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在美国．政府没有

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以灾
害系统认识和形成机制研究为主题的研究论文．
主张通过减灾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综合减灾模
式．即“从结构上将发展与减灾体系融为一体”，根
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规定当地安全设防标
准、救灾救济所占ＧＤＰ比例、相配套的一案ｉ制

将“宝”押在地震预报与预警工作上，而是根据兰

以及保险体系建设。近年来他们提出与保险业界
联合设计并拟推出巨灾风险防范与保险研究和

德公司的测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抗震减灾工
作中。＠因此．本文旨在阐述减灾工作（并非仅仅局

设计。【１】（Ｐ１。７）１２１（Ｐ６－－１７）【３１４ｌ（ｍ－－９）［５］（Ｐ１－９）其二则是以北京建筑
设计院金磊为首的研究团队，其研究更多的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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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以及城市规划的视角出发．主张对城市
进行综合减灾规划．函完善减灾立法，将应急与常
态减灾建设结合起来。［６１７１尽管上述两个团队在宏
观层面上提出了很多关于减灾防灾建设的规范化
设想和建议．但是在研究中都没有对减灾防灾基
本概念的梳理和界定，没有将灾害短期准备与长
期减灾工作环节进行区分和界定，并且在实施方
面尚缺乏相应的支撑研究，如相关的机制设计研
究以及相应符合当代公共行政与政府治理特点的
政策激励与惩罚措施等等。此外，其他的一些学者
在其文章中也偶有提及减灾防灾，如黄顺康【ｓ】曾对
危机预控的概念进行界定．并讨论了将预警与长
期减灾工作相结合的问题：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
和周玲博士【９ｌ以及钟开斌博士１１０Ｊ则提出了将应急关
口前移，更为主动关注减灾防灾及风险管理。总的

来说．尽管已有文章对于应急管理中减灾防灾这
一环节偶有提及。但是目前几乎没有文章对其进

表１ 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
基金对危机管理研究进行资助的主要方向
主要资助方向

补充说明

如２００６年陶家Ｈ：Ｆ］－雇金晕大招标项中清华大
学薛澜教授、南京大学馥单教授、Ｉ｝Ｉ囤政法大
婀期的危机预警研 学屿怀德教授为代表的研究项Ｈ．华中科技大
究
学余廉教授为主导的预臀研究中心在此方面
也开展，大｛矗研究．武汉理１ｊ大学罗帆教授为
主导的研究团队也就航窄预警作ｒ深入研究
危机应对中的决策 从心殚冈素或多约束条件情境ｍ发研究决策
特别是自然基金中以传统供Ｊ世链和交通流拧
资源物资配簧调运
制研究为基础应用到危机和灾害管理情境的
与交通流控制
分析
信息传播与控制

特别是近些年来互联网为基础的舆情传播与
监督相关研究

依托具体的亏大灾
如汶川地震之后２００９年两大基金资助了多项
害事件为丰体的灾
汶川地震重建相关研究
后重建研究
如边疆社会稳定研究、中长期粮食安全以及食
其它
品安伞研究

等多项减灾措施已经明确列入中闰减灾的主要任
务。ｔｉｒＯｌ０年底，陕西省启动了为期１０年的２４０万

行专门的论述锄¨胴９㈣【１２１。相应地，这一环节上的基
础研究工作．如对于减灾防灾基本概念的梳理和
界定。以及对灾害短期准备与长期减灾工作的确

地质灾害移民项目．也开肩了我国政府大规模灾害
移民项目的序幕。目前在我国部分地区，减灾硬件

定与厘清等，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
此外，从国家对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和灾害管

设．台风高发地带避灾点建设正有条不紊地在基层

建设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如沿海沿江沿河堤防建

理相关研究的资助与支持力度上看，减灾防灾没
有受到应有的莺视。⑨例如，在近年来国内受国家

政府开展．［Ｊ４１但这种减灾硬件建设的力度还更多地
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和灾害频发地区。此外，在政
府白皮书中．对于减灾的明确界定。以及对于长效

自然和社科基金资助的应急管理、灾害管理以及
危机管理研究中（见表１），就很少能够看到以灾害

措施与短期措施的区分，仍然是薄弱的。
因此通过本文的论述．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

发生之前（特别是长期）减灾为主要出发点的研
究。此外，在２００８年底国家自然基金委启动的非

作用，使更多国内学者从制度设计角度出发去思
考国家减灾能力建设。也正如朱正威、吴霞１１ ５】所言

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专项中，几乎所
有的资助都集中于危机发生之时的决策研究与信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危机管理的起点和基本手
段。作为对灾害管理基本条目和概念进行梳理和

息处理、个体与群体心理和行为分析，以及各种预
案平台建设等等．而围绕前期减灾建设的研究指

界定系列文章的一个初步尝试。本文将首先对减
灾概念＠进行梳理，然后探讨减灾环节的重要意义

导与资金支持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与之形成鲜

以及在应急管理实践中被忽视的原因，接下来分
析几个发达国家提升减灾能力建设的具体做法并

明对比的是．欧盟在２０１０年专门设立了民防减灾

金融工具研究项目，其目的在于提高欧盟减灾能
力和社区居民的防灾意识，∞仅从这一点上，我们
就可以看出欧盟对于减灾防灾环节的重视程度．
是目前国内还很欠缺的。

总结其理念．最后就中国减灾能力的建设提出相
关的建议。
二、减灾防灾定义及界定
通过中国危机管理网ｗｗｗ．ｃｒｉｓｉｓｌｌ９．ｏｒｇ危机

此外。从中国减灾实践来看，减灾Ｔ作尽管被

百科栏目中所能查询到的所有的定义（具体各种

列入政府Ｔ作的主要日程，但其相关的支撑研究
和配套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在ｌＯ年
前就提出了防抗救相结合的救灾原则．现在民政

条目的数量见表２）．本文对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和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的概念进行归纳和总结。中国危机管理网中关

部设有备灾处和减灾处。专门负责灾害预防、减灾

于这两个条目的定义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应急管
理局（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下文

等工作。在国务院印发的汶ＪＩＩ地震、青海玉树地震
灾后重建总体规划中，防灾减灾体系建设都作为
单独的章节进行明确论述。在２００９年发布的中国

简称ＦＥＭＡ）高等教育研究项目主任Ｂ．Ｗａｙｎｅ Ｂｌａｎ．
ｃｈａｒｄ博士几十年的实践与研究工作的整理。在此
基础之上，笔者结合自身所掌握的文献进行梳理．

政府首个减灾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中，“加强
自然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加强城乡社区减
灾能力建设”、“加强减灾科普宣传教育能力建设”

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界定．为以后更深
入的研究提供铺垫和依据。这一部分首先对西方文
献中减灾防灾的两个英文概念进行区分．然后对减
一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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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防灾的目的、手段等进行梳理。

海沿河的湿地，同时也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意

表２减灾防灾主要概念条目数量表

ｌ
ｌ

数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

３２

３

２３

６

数据来源：提取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ｉｓｉｓｌ １９．ｏ叫
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ｋｉ．ｐｈｐ．

在西方文献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两个
词汇交叉出现在应急管理的四阶段理论中．一定
程度上两个词有互相替代的作用。１１６１１１７】但也有一些
组织和学者对这两方面进行了区分。区分主要是
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视为阻止灾害和危机事件的发生。而
将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视为减轻无法阻止的灾害对于社区
与个人的影响。【ｌ司此外，也需要注意的是，减灾防灾
与应急准备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笔者认为中短
期应急准备。主要指利用现有预案、政策、培训和
已经储备及可调用的资源等提高对于灾害的防
御、响应和恢复能力；而减灾防灾工作的主要目的
是通过“长效措施”来阻止灾害发生．在无法阻止
的情况之下减少灾害的影响效应。１１９１２０１１２１１２２１具体包
含如下几方面：阻止一些灾害的发生。主要是人为
灾害和危机。如恐怖事件，生产事故等，＠㈣如降低
一些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嗍：灾害发生之后减轻灾害
中人员和财产损失或者潜在影响．如危险品、化学
材料泄漏或爆炸事故［２５１凋；减少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
ｔｖ）较大人群和社区的数量１２７１；寻求途径在全社会范
围之内分摊灾害给部分社会成员所造成的影响。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减灾防灾工作更为重视
长效措施，圆与之相对的灾害准备工作。则更多的
指代短期措施和应对。同时，减灾防灾工作强调可
持续的手段。［３０ｌ减灾防灾通常与上次灾害重建结合
起来进行．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形成一个循环。
减灾防灾手段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１．工程与建筑措施。［３１Ｄ２１１３３Ｄ４１主要包括修建各
种沿江沿海堤防．保护各种关键基础设施和城市
生命线系统。１３５１著名灾害政策学者Ｂｉｒｋｌａｎｄ １３６１将工
程措施视为短期措施。制定与实施防灾减灾建筑
安全质量标准．采用新建筑材料、施工方法及设计
增加建筑防灾可靠性。并对危旧房进行改造加固
确认避灾点以及对旧避灾点进行维修加固。阿搠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２０世纪初期密集而惨痛的地震
灾害（１９００年旧金山大地震更多地被美国人记为
“旧金山大火”．长滩地震）最终使得其政府和公众
意识到执行严格的建筑设计安全标准的重要作
用。［３９１同样．智利也正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大地震之
后认真吸取了教训，并严格实施了防震建筑的设
计与标准。才可能在８．８级强震之后出现如此低的
死亡率。［４０ｌ此外。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山火高发区，很
多房屋也都具有防火设计。＠在使用工程和建筑措
施时也被国外部分专家批评为不利于保护沿江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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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允许进行开发建设区域的
范围。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工程措施的可靠性并非
公众想象的那么高。卡特琳娜飓风时的新奥尔良
市内水渠的毁坏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２．土地使用和城市规划措施。［４１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５］主要是
通过控制和减少在危险区进行土地开发与使用。如
设置一些严格禁止进行建筑开发的危险区域。
３．管理和制度性措施。包括减灾能力建设、应
急专业队伍建设与培训、应急演练等。
４．社会措施。主要包括社区宣传教育、提高公
众防灾意识等。［４ｑ４＂ｑ教育的手段可以形式多样，包
括面向学校、厂矿企业、社区家庭、游客、政府官
员；教育形式包括视频图像、新闻简讯、工作坊、宣
传册等等。１４８１例如美国的“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ｈａｋｅｏｕｔ”项
目．目前已成为美国主要多部门合作面向公众开
展大规模的防震避险教育与动员以及应急演练的
重要途径，＠此项目通过网络等先进手段和喜闻乐
见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到防灾教育中来。
５．经济措施。主要包括税收和保险以及对危险
区社区进行搬迁。１４９１保险措施的具体案例可以参照
后文的美国洪水保险项目。［５０ｌ关于税收措施，为了
增加建筑物抗震能力．处于地震多发地带的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政府为鼓励私有产权物业
业主对其无筋砌体结构房产进行加固．采取了一
系列税收优惠措施。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８年，大约有
７

６００处物业接受了３５０万美元房产税减免。【５ｌ】
三、减灾环节被忽视的原因

事实上。减灾环节在全球应急管理实践中都
或多或少被忽视。灾害和危机在发生之时会成为
社会和政治上关注的焦点事件，往往会在政策议
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灾害结束之后的一段
时间之内，也会引起各方的短期关注。［５２１但是。灾害
的发生特别是破坏性强的灾害的发生并不具有很
高的频率，所以政府部门很难分配出相关的预算
或者投入足够的资金到减灾实践中。
（一）减灾效果的体现是反事实的并难于进行
绩效评估
灾害和危机为危机领导者提供了机会之窗．［５３１
灾害响应中的突出表现能更易于博得公众亲赖
（如“９·１ｌ”事件中纽约市长Ｒｕｄｙ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１５４１在救
灾中．这些领导者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公众的需
求。［５５１同样，在我国。救灾英雄表彰往往比减灾社区
的努力受到更多的重视。当然，灾害中表现不好的
领导者同样也会招致更为激烈的批评和质疑。而
减灾阶段所投入的努力不能直接或者在短期之内
（特别是在执政者的任期之内）看到成效，［５６１１５７１无法

在投入之后看到明显的绩效。卿礓ｅ哙众除非短期之
内遇到类似灾难。否则很难注意开展减灾防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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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ｌ媒体和公众也很少以长远眼光关注灾害战略规

致了中央政府流向地方的灾害补助没有解决长效

划或者深究灾害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瞰删因此。这
些因素综合起来促使政府更倾向于将灾害资金分

性减灾防灾问题．致使同一区域在遭受同一灾害
时反复受灾还能拿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救济。直接

配到救灾环节。【矾】嘲６６１６７】
（二）减灾的预算与努力和政治意愿与收益通

导致了政府在分配纳税人收入时的不公平性。［８１１８７１
我们可以理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我们也需
要重新考虑当地在减灾中所应该做出的减灾防灾

常是相违背的
美国虽然在减灾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是一定程度上在减灾环节投入预算

努力。中国在救灾环节上还没有开始实施如何在
分配救灾资金时促进前期减灾工作问题，而美国

偏少。１６８１６９１在美国，减灾环节被视为应急管理中“最
被忽视的环节”。１７０１７１Ｉ政府更倾向于将预算放到灾

减灾政策中已经提出了过失性原则．吲即地方政府
如果在减灾工作中不作为．那么在向联邦申请救

害事件发生之后的响应和恢复阶段．而不乐于在
灾前对减灾进行投资。嗍这是因为政府在应急响应

灾补助时，将不会得到批准。
五、国外的经验解析

中的失误通常会招致更多的批评．但是在灾前的
工作通常不会招致那么大的批评。［７３１这使政府在潜

当提及减灾的重要性时．往往都会获得公众
和各级政府的认可，但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是与经

在意识上更倾向于提高灾害响应和灾后救助能
力，而不是提高减灾能力。嗍

济发展和经济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长期减灾努力
经常会被忽视。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联邦

（三）科层制的惰性——减灾工作要求去主动

政府与地方政府就减灾工作在经济上的激励与惩
罚互动为我们提供很多新的启示。【８４ｊ上世纪９０年

发现社会的脆弱点
减灾政策措施通常需要地方政府执行．通常
是在上级政府的强制约束下实施。美国如此，［７５１１７６１
中国也不例外，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规定．防洪规划也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时列

代Ｊａｍｅｓ Ｌｅｅ Ｗｉｔｔ主政ＦＥＭＡ时，推进了很多具有
前瞻性的减灾防灾工作．一改以往应急管理中以
应激性为主体的做法。ｔ８５】１９９５年ＦＥＭＡ国家减灾
战略的工作目标是提高公众减灾防灾意识并在

入城市总体规划，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总是遇到很

１９９５年开始的２５年中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低

大问题。执行过程中，总是很难将减灾防灾工作列
入日程。Ｉ明
四、减灾环节的作用

５０％。阁上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减灾工作的主要理念
是使公众远离高风险区域，将减灾防灾工作作为
“应急管理的基石”同时也将其作为ＦＥＭＡ工作的

单纯依靠“预警一响应”应激式应急管理模式
无法满足当代灾害和危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

首要目标。【硼在Ｗｉｔｔ对于ＦＥＭＡ的重组中．一个明
显的特点是，将减灾环节摆在非常显著的位置，通

求。并非所有的灾害和危机都能事先做好预警工
作，如泥石流和地震。从长远利益出发，降低社区

过设立一名专门负责减灾环节的主管领导，建立
减灾规划，旨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机制和项目．并

的脆弱性同时提高社区的减灾能力与增加对灾害
客体本身的预防．二者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是互为

提供资金激励来调动地方积极性参与减灾工作：同
时．也通过有条件提供救灾资金来迫使地方政府主

消长的。增加对于灾害客体预警和响应的研究与投
入，势必减少对于提高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的投入。

动参与减灾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与我围行政管理
体制相比，纵然美国政府在联邦与地方关系上有其

相对于在救灾中进行投入。在减灾环节的投
入可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减少公众

分权性与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但是其政策设计和实
施中的一些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国家洪水保险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ｏｄ Ｉｎｓｕｒ－

和社区所受到的损失。阐美国国家建筑标准研究院
复合灾害减灾委员会（Ｍｕｌｔｉ—Ｈａｚａｒ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ＮＦＩＰ）∞

ｄａｒｄｓ）ｔ７９１结合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在减灾工作每
支出１美元将会在灾害救助中节省４美元。根据

保险项目作为减灾建设的重要组成之一．虽
然ＮＦＩＰ尚有诸多不足同时在美国对其也存在很
多争论．婉嘲８９Ｉ删但是ＮＦＩＰ项目的部分设计理念．特

ＦＥＭＡ估算。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和独立城在
１９９３年中西部洪水之后减灾的投入比１９９９年洪

别是联邦政府如何通过ＮＦＩＰ调动地方政府在减灾
建设中的积极性，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这

水中大致减少了７００万美元损失。［８０ｌ
’减灾环节政策同样也涉及到救灾资金的公平

一部分论述并非旨在介绍美国洪水保险的设计。而
是关注其如何通过洪水保险来推进减灾工作。

使用问题。在灾害救助环节中．一些地方政府虽然
接受了来自上一级政府的灾害救助．但还是在经
济利益的驱使下，继续在灾后重建中允许在危险

在实施圉家洪水保险的过程中．保险也是主
要服务于减灾工作，而并非单纯为了在时间和空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

地带开发住房，不能很好地执行建筑标准，这样导

间上分摊灾害损失，为社区灾后重建提供保障。１９１１
ＮＦＩＰ规定凡是地方政府承诺达到联邦政府对于
一３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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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工作的标准，即可加入享受联邦政府巨额补
贴的洪水保险项目．以降低当地在洪水中所遭受
的损失。这些标准主要是要求地方政府在减灾建

７５％，地方政府仅仅承担２５％，以此来激励地方政
府的参与度。这一资助标准在２００１年的时候进行
了修订，阒为最初的资助标准是地方拥有减灾计

设中限制对泛洪区的开发建设，并推广防浸式建
筑。凡是居住在符合联邦政府要求地区的居民即

划即可，后来则发现减灾计划跟真正实施减灾项
目之间还存在执行的问题。［９６１同时，在这些巨大的

可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ＮＦＩＰ保险项目。具体操作
上，ＦＥＭＡ对参保社区进行等级评定，将其分为ｌＯ
个级别，＠处于级别１的社区居民可以享受４５％的

资金刺激和诱导下．地方在减灾防灾工作中开始愿
意投入资金。其相应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以更大力

保费折扣．处于级别１０的社区居民不享受保费折
扣，其他各级别社区居民的保费折扣则依次递减。
在ＮＦＩＰ执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

度的投入将处于危险Ⅸ的居民和企业不断迁出。
另外一笔用于减轻潜在灾害对于当地影响的
资金是Ｐｒ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ＤＭ）。２０００年的
减灾法案将减灾工作推向更为主动的Ｔ作方式。

题。比如，在最初自愿性参与原则下，一些地方政
府并非十分热衷参与，１９７２年之后美国议会强制
规定任何处于洪水区获得联邦政府抵押贷款的物

凡是地方政府已经确定某一可能在当地发生的灾
害，并表明其可以通过公私部门合作减轻灾害损
失，总统可以使用国家灾前减灾资金为地方政府

业必须购买洪水保险．这一举措极大地增加了洪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尽管布什上台之后．尤其是“９·１１”后美国应

水保险参保数量。但低廉的洪水保险也一定程度
上促使减灾工作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不断地在
危险地带进行重建，并不断地遭受灾害损失。１９２１为
破除这一反复受灾的恶性循环，一个新ｂｕｙｏｕｔ项
目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实施，即政府出资购买危
险地带的房产，将这里的居民移居到安全地带。
１９９３美国中西部洪水之后，ＦＥＭＡ开始大规模实
施这一项目。据ＦＥＭＡ估计，由于ｂｕｙｏｕｔ项目的实
施．在１９９５年洪水中大约可以减少三千万美元的
损失。ｆ９３ Ｊ２００４年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２００４）更是专门对重复受灾房

产做了特别规定。Ｉ蚓一些专家也认为洪水保险直接
面向个人赔付比较难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正
在探讨以社区为中心的赔付方式。１２
（二）减灾资金激励
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激励主要
可以分为两种：针对某一已经发生的灾害的减灾
资金以及针对潜在灾害的减灾资金。最初减灾资

急管理以反恐为主要基调，部分减灾项目被撤销．
但是上述项目得到了全美基层应急系统官员的大
力支持。⑩同时，也有人质疑这些项目到底是不是
对于配合ＦＥＭＡ丁作的那些地方的奖励。１９７１减灾
项目在执行中也遇到很多实际性的问题．如１９８８
年到１９９６年实际用于减灾的资金大约占救灾资
金的比例低于２％。１９８１但是，ＦＥＭＡ这一政策的理念
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即：救灾资金使用
中应有所指向，最终通过对救灾资金的控制来逐
步激励和完善地方的减灾防灾工作。
（三）澳大利亚山火减灾策略
山火灾害（澳大利亚称为ｂｕｓｈｆｉｒｅ．美国称为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已经成为威胁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
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希腊、两班牙、意大利等地）
的一种自然灾害。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形成了颇具
特色的应对山火灾害的策略。由于山火走势的不

确定性，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主要是采取谨慎

金主要着重于在受灾重建时需要着重考虑以后减

的策略——在有可能威胁到这一社区的情况下即

轻类似灾害所受的影响．在后期不断演变成更为
主动地减轻可能发生的灾害所带来的影响。为防
止同一地区将来再次遭受相似灾害而受损，联邦

组织大规模群众转移来应对山火威胁。但是。在应

政府设立了Ｈａｚａｒｄ

个人财产”（１ｅａｖｅ ｅａｒｌｙ ｏｒ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１９９１这一
策略目前已引起了其他山火频发困家．如美因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ＭＧＰ），这笔资金适用范围是根据斯坦福法案总
统宣布的重灾区。地方政府可以在ＦＥＭＡ针对此
次灾害的救助资金中划拨出１５％左右用于
ＨＭＧＰ。在１９９３年美国中西部大洪水之后，Ｖｏｌｋ．
ｍｅｔ修正案将原有斯坦福法案＠所规定的联邦对地
方的灾后救助资金中用于防灾减灾部分的补助比
例进一步提高，由原来的１０％增加到１５％。这一资
金仅仅适用于已经参加了国家洪水保险项目的社

对山火的长期实践中，澳大利亚逐步形成了与国
际主流不同的策略“要么提早转移，要么留下保护

高度重视。［ＩＯＤｌ例如，在２００９年美国的第三十四届
自然危害研讨会（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上，澳
大利亚山火研究领域的权威研究者和专家作为特
邀嘉宾做了大会主题发言，这一年度会议灾害管
理相关领域的实践者与研究者云集，可见美国同
行对此做法的重视。

澳大利亚山火应对策略的成功实施是建立在

区。在使用减灾项目的资金时，地方政府需要匹配
一定比例的资金．Ｖｏｌｋｍｅｒ修正案还将联邦政府用

科学调研和山火来临之前成功的减灾教育和准备
基础之上的。这一政策实施之前，澳大利亚人面临

于减灾防灾资金补助比例从原有的５０％增加到

着大量的山火威胁（如１９３９年Ｖｉｔｃｏｔｒｉａ大火．

一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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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Ｂｅａｕｍａｒｉｓ大火．１９６７年Ｔａｓｍａｎｉａ大火．

１９８３年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大火等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
死亡。专家在调研山火所造成的人员死亡的原因
时发现．山火接近房产的最后时刻转移是造成受
灾人员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最后时刻留在自己的

资金支持。感谢民政部减灾中心徐富海先生、重庆
大学王林博士、清华大学王郅强博士、南京大学张
海波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洋博士、英国阿伯丁
大学杨丹博士、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减灾与灾后重建
中心戈岳博士生为本文修改所提供的建议。）

房子里。采取正确的灭火和自救方式通常很少造
成死亡。［１０１１这一策略实施的重要前提是，经过精心

注释：

准备的房屋和必要的培训，房屋和业主可以抵御山
火灾害。１１０２１在找到造成死亡的原因之后，公众减灾

２０１０ｈａｓ２０１０ｔｆａｎ／＃ｄｅｔａｉｌｓ．

教育在实施这一政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呻哈
众教育中需要让公众提早作出是否转移的决定与
计划，并且为公众救火和自我保护提供大量的社
区教育。同样在教育中．消防部门有前瞻性的开展
教育工作，也鼓励媒体参与提高公众防灾意识。１１０４１
澳大利亚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减灾措施．如在树林
和草原地区减少助燃物．以此来遏制火灾发生的
可能性．同时也阻止火的燃烧速度和燃烧时的火
焰高度，在一些地区，当地政府严格控制建筑物所
在位置、建筑设计以及建筑材料的使用。
六、国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救灾理念的创新，下拨救灾物资和调配
救灾资源需要与防灾减灾所作出的努力挂钩。以
此激励地方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减少灾害和危
机所带来的损失。除了考虑各地所受灾害影响的
程度之外，救灾资金的调配需要考虑资金使厢的
公平性，因为这部分资金是来自于全国纳税人。在
政策制定中，除了强制性的措施之外，结合必要的
激励性措施也能有效地促进一些政策的实施。同
时．这一理念还有利于破除某一脆弱性社区反复
受灾而不进行减灾能力建设的恶性循环。Ｉ嘲
（二）巨灾往往是推动减灾建设的重要契机。
正是因为减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日常得不到政府和
公众的足够认识，所以，从应激性角度来说，相关
部门更应该抓好巨灾恢复和重建的重要契机推动
减灾和防灾工作。呻１如１９９３年美国中西部大洪水
之后．Ｗｉｔｔ领导下ＦＥＭＡ利用这一巨灾恢复重建
的契机开创了大规模的灾后重新安置和泛洪区居
民的迁出计划．此举大量减少了处于危险区居民

①ｈｔｔ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

②此数字来自于智利政府内政部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
日公布的已经确认死亡的名单和失踪人员名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ｇｏｖ．ｃＹｆｉｌｅｓａｐｐ／Ｌｉｓｔａ ｄｅｓａｐａｒｅｅｉｄｏｓ．ｖｄｆ．

⑧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８－０５／１ ８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８ ｌ ９９７６４．ｈｔｍ．

④具体报道参见如下报道：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ｒｎ．ｃＩｌ，
ＧＢ／６４０９３／６４３８７／７２９ ｌ ５９９．ｈｔｍｌ．

⑤根据广州日报报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ｒｎ／２０１００３１ ８，
ｎ２７０９０５７２５．ｓｈｔｍｌ．

⑥参见《嘹望新闻周刊》对原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何永
牟和原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的采访报道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ｎ／ｄｓｄ／２０１０－０３—２２，１５００１９９１５９３８－４．
ｓｈｔｍｌ．

⑦即在充分考虑自然诱发灾害的同时，认真应对其
中的一些人为诱发因素。

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马宗晋院士为代表的中国
灾害管理研究学者所定义的“防灾减灾系统工程”包括
了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各个环节，其论述中认为防灾属
于减灾系统工程的一个环节，主要是指灾前短期的非工
程措施，抗灾更多的指代“永久性和临时性的工程措

施”。而本文所论述的减灾防灾环节主要是来自于国外
的应急管理和灾害管理分析框架，指代灾前的长效减灾
措施。其论述中认为防灾属于减灾系统工程的一个环
节，主要是指非工程措施。

⑨本文在标题中使用了“预警”主要是指代以“预
警”为主体的目前国内对于危机管理应急管理的研究现
状和实践现状。
⑩参见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ｃｈｏ／ｅｉｖｉｌ＿ｐｍｔｅｅｔｉｏｎ］ｅｉｖｉｌ／
ｐｒｏｔｅ／ｐｄｆｄｏｃｓ／ｅａｌｌ一２０１０／ｇｒａｎｔ—ａｐｐｌｉｅ＿ｇｕｉｄｅ．ｐｄｆ．

⑩本文对于减灾防灾的界定，特指西方文献中ｍｉｔ—
ｉｇａｔｉｏｎ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环节。
⑩特另ｑ是“９·１ｌ”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其政策文
件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对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环节的解释。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Ｂｕｓｈｆｉｒｅ．

⑩参与的部门包括美国国家地理、美国红十字会、

的数量。

加州应急管理局，具体请查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ｋｅｏｕｔ．ｏｒｇ；，．

（三）向园外学习先进减灾防灾经验是必要的，
但是借鉴经验的同时不要忘记国内减灾防灾实际
问题。更多从自身实践寻找原因，制定真正符合当

实施，后来１９６８年颁布国家洪水法案之后，才获取真正
的资金资助并付诸实施。

地情况的减灾防灾政策。如上文所述澳大利亚应
对山火灾害的经验。他们没有受全球灾害管理风
潮的影响，即遇到可能发生的灾害就进行大规模
群众转移，而是从自身出发，分析造成伤亡和损失
的真正原因．从而制定出真正减少损失和伤亡的
政策。
（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对于博士阶段研究工作的

⑥ＮｒＩＰ于１９５６年在议会获得通过，一直没有付诸

⑩如：风险地图更新速度相对较慢，一些泛洪区涉
及到的边界地带经常会有动态变化，而保费金额并没有
随之进行动态变化；很多居民不愿意加入洪水保险，即
使他们不断地受灾，也照样能够从ＦＥＭＡ获得灾害救
助，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个保险项目的惩戒性存在不
足；再如，洪水保险项目并耒涵盖风对于财产所造成的
破坏，所以，很多可能受飓风破坏的居民，也不能够得到
索赔。除此之外，在２００９年科罗拉多举行的灾害管理领
一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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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ａｚａｒｄｓ．２００１．３（３－－４）：Ｐ．１

【９１】【９４】【９５］Ｂｕｒｂｙ，Ｒ．Ｊ．，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Ｗｉ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 Ｈａｚａｌ＊ｄ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９］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ＵＳ 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６０４（１）：ｐ．１７ｌ—１９１．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６ｌ（６）：ｐ．７２８—７４０．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１－１２２．

Ｋａｔｒｉｎａ ａｎｄ

ｆ９３］Ｇｏｄｓｃｈａｌｋ，Ｄ…Ｒ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７１】【９７］Ｐｌａｔｔ，Ｒ．Ｈ．ａｎｄ Ｃ．Ｂ．Ｒｕｂｉｎ，ｅｄｓ．Ｓｔｅｍｍ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９：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ｙ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９９］［１０１Ⅳａｎｄｍｅｒ，Ｊ．ａｎｄ丸Ｔｉｂｂｉｔｓ，Ｉｓ

ｌＯＳｓ０８＂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ｓｔ ｏｐ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ｕｓｈｆｉｒ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ｅｄ．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ｒｔ Ｂ：

Ｈ．Ｐ１ａｔｔ．１９９９．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２００５．６（２）：ｐ．８１—９１．

ｔｈｅ

『７４］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ｍｃ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Ｅｘｉｓｔ．ｂｕｔ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ｉ—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ｌｌ

Ｏ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ｌ姐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１０７：Ｐ．９－１５．

【１ ０２］Ｔｉｂｂｉｔｓ，Ａ．ａｎｄ Ｊ．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

ｏｒ

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ｂｕｓｈｆｉｒ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２００７．７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４１：ｐ．２８３－２９０．

Ｂｏｏｋｓ．

【７８】【８４］Ｎｅｗｔｏｎ，Ｊ．，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

Ｅａｒｌ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ｅａｖｅ

ｆ７６１Ｐｅｒｒｙ，Ｒ．Ｗ．ａｎｄ Ａ．Ｈ．Ｍｕｓｈｋａｔｅ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

１９８４．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Ｏｎｏｒｕｍ

『１００］ＭｅＣａｆｆｒｅｙ，Ｓ．Ｍ．ａｎｄ Ａ．Ｒｈｏｄ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 ｏｒ Ｌｅａｖ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Ｉｓ

２００７．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ｍｃｅ．Ｐ．７４．

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ｙ

【１０３］［１０４］Ｈａｎｄｍｅｒ，Ｊ．ａｎｄ Ｋ．Ｈａｙｎｅｓ，ｅｄｓ．Ｃｏｍｍｕ－
Ｂｕｓｈｆｉ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０８．ＣＳｌＲ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５．

Ｃａｎａ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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