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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灾害恢复力研究在领域的拓展和定义的延伸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灾害恢复力作

为系统的一个有价值的属性 ,与风险、脆弱性和适应性一起成为当前灾害综合管理和减灾研究的重要

内容。但目前灾害恢复力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和概念层面 ,鲜有深入的实际操作性强的工作开展。为

进一步理解水灾恢复力的内涵和实质 ,为区域恢复力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作者在原有对灾害恢

复力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的基础上 ,开展了以湖南省洞庭湖区为例的洪水高风险区水灾恢复力理论和

实践的研究 ,提出了由自然维、经济维、组织维、社会维组成的四维区域水灾恢复力概念模型 ,然后细

致分析了区域水灾恢复力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 ,提供了初步的区域水灾恢复力评估模型。最后在定

性分析的基础上 ,对洞庭湖区区域水灾风险管理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旨在为

政府的防灾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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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lience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 rogress in the field expansion, and the disaster resilience as an ex2
pected system p ropert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oncep t related to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reduction. However, the disaster resilience research is still at a concep tual research stage at p resent, there is no

common2accep t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r p ractical assessment model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view of

disaster resilienc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and p ractical resilience research of the flood disaster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First, a nature2economy2organization2society four2dimension concep tual model for regional

flood disaster resilience is put forward, and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duty in flood disaster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p rocess is analyzed in detail. Second, a brief assessment model for re2
gional flood disaster resilience is designed for further research. A t last, based on the local condition and flood risk

management p rincip les, some strategies of regional flood risk management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is suggested,

with the aim to p rovide some scientific disaster reduction decision2making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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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70年代开始 ,恢复力这一概念首先从力学被引入生态领域 ,以描绘系统承受压力及回复到原有

状态的能力。目前 ,它已经成为生态、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 / ISDR) [ 1 ]认为 ,在面对气候灾害等潜在压力时 ,恢复力是自然界和人类系统一个有价值的特性 ,有助于

可持续发展及减小脆弱性 ,值得深入研究。2005年 1月在日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针对可持续发展

所面临的灾害风险 ,从降低区域脆弱性水平、提高区域社会的灾害恢复力和加强区域综合减灾能力建设等角

度提出了具体的综合减灾策略 ,并通过了“2005 - 2015兵库行动框架 ”:建立国家和社区的灾害恢复力 [ 2 ]。

2006年 8月 27日至 9月 1日 ,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国际减灾会议上 ,国际灾害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呼吁以综

合的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的各类自然和人为的风险 ,进一步强调了风险管理、脆弱性评

价、恢复力建设在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 ,近年来恢复力研究在领域的拓展和

定义的延伸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目前灾害恢复力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和概念层面 ,还没有较深入的实

践性研究 ,相应的定量甚至定性评估工作也十分有限。本文作者在已有对灾害恢复力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 3 ]

的基础上 ,开展了洪水高风险区的水灾恢复力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旨在进一步理解水灾恢复力的内涵和实

质 ,为区域恢复力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为政府的防灾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受洪涝灾害

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生态意义。湖南省的水灾亦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 ,据统计 ,

民国 38 a中 ,湖区发生水灾 32次 ,平均 112 a一次 ;解放后至 1995年的 46 a中 ,有 34 a发生了较大的洪涝灾

图 1　洞庭湖区地理分布图

Fig. 1　Location of Dongting Lake

害 ,平均每 0175 a就有一次水灾发生。

1952年洞庭湖区共溃垸 84个 ,死亡 2

100人 ,洪灾面积 10113万 hm
2
; 1954年

特大洪水 ,几乎所有堤垸全部漫溃 ,淹没

耕地 25167 hm
2

, 减产粮食 8165亿 kg,

淹死 3 000多人 ,灾后疫病死亡 3万多

人 ; 1980年直接损失 217亿元 , 1983年

损失 10亿元 , 1991年损失 28亿元 ; 1996

年洞庭湖溃决堤垸 145个 ,其中 670 hm
2

以上的 24个 ,总面积 13160万 hm
2

,淹

没农田 8107万 hm2 , 10211万人被迫转

移 ,直接经济损失在 300亿元以上 [ 4, 5 ]。

所以 ,本论文选择我国洪水研究的热点

地区 ———湖南省洞庭湖区作为研究区来

研究其水灾恢复力和水灾风险管理 ,以

期提高湖区的综合减灾水平。本文中研

究的洞庭湖区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和长

沙四市的共 21个县市 [ 6 ]
,其地理分布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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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洞庭湖区水灾恢复力研究

2. 1 区域水灾恢复力概念模型

区域灾害恢复力体现的是在灾害发生后 ,区域在自我调整和外界援助下及时进行生产、生活恢复 ,不断

适应灾害 ,尽量减轻灾害损失的能力。所以灾害恢复力受诸多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是一个复杂多因

子的动态概念。要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需要理清恢复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基本问题 ,建立区域水

灾恢复力的概念模型。

参照 B runeau等 [ 7 ]定义的关于地震灾害恢复力 TOSE维度空间理论 ,考虑到洞庭湖区的区域特征和水

灾这一灾种的特性 ,本文将洞庭湖区区域水灾恢复力定义为一个由自然维、经济维、组织维、社会维组成的四

维空间系统。自然维指的是农业系统的恢复能力 ,主要受耕作制度、农作物种类、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等因

素影响。杨光力等提出的洞庭湖区减灾避灾种植制度 [ 8 ]和现在大力发展的耐涝农业等都可大大提高农业

系统的水灾恢复力 ,减少农业灾害损失。经济维指系统的经济恢复力 ,主要受区域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的多

元化等因素影响 ;组织维指区域政府灾害管理、组织和决策能力 ,主要受政府效率、减灾规划水平、灾中响应

能力、水利基础设施状态 (防洪堤坝的标准、电排数量等 )、救灾政策、可调度的救灾资源的距离和数量、信息

传达速度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的抗灾救灾大背景下 ,中央的有效救灾政策、灾害发

生后区域外社会各界给予的金钱和物资的捐助也有利于区域灾后的快速恢复。社会维包括人的灾害意识、

保险意识、行动能力、社会交往水平等方面 ,主要受人口受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健康状况、投保比

例、社会交际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 ,灾害意识强弱很大程度上与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教育程度越高 ,

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越强 [ 9, 10 ]。可以看出 ,这 4个维度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 ,所以需综合考虑这些影

响因素 ,以区域水灾恢复力四维概念模型为基础 ,建立全面的水灾恢复力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然后在此基础

上进行因子相关分析 ,提取洞庭湖区区域水灾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子集。

2. 2 水灾恢复力利益主体的关系分析

史培军提出的“区域综合减灾范式 ”理论中 [ 12 ] ,建议建立政府、企业、社区综合减灾体系。从区域水灾恢

复力的概念模型中亦不难看出 ,恢复力研究中涉及到政府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 )、保险公司、以及企业、社

区和农户这 3大类 5个相关的利益主体。所以有必要理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明确各自

在区域恢复力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 ,为提高区域水灾风险管理水平、减轻自然灾害做出贡献。

另外 ,恢复力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到区域水灾恢复力虽然主要在灾后体现 (灾后恢复的时间和速度 ) ,但

图 2　灾害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机制

Fig. 2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elements

in disaster system

恢复力建设却贯穿在灾害发生的全过程中 ,其目标既

包括对本次灾害损失的控制和减轻 ,也包括将对下一

次灾害恢复的积极防御。图 2说明了灾害系统各个要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灾害恢复力在灾害系统中的作

用和地位 [ 11 ]。

(1)政府

政府减灾的主要任务是完善辖区的减灾行政管理

体系 ,确定辖区减灾投资规模或投资比例 ,制定适应辖

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减灾规

划 (空间布局、工程和非工程体系的建设等 ) [ 12 ]。可见

政府在提高区域整体安全水平、建设和谐社会并实现

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洞庭

湖区区域水灾恢复力建设中 ,政府发挥着“大脑神经中

枢 ”的管理和领导决策作用 ,其职责和任务主要概括如

下 :

首先 ,制定科学有效的恢复重建计划 ,协调减灾与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进行灾情评估 ,制定救灾

政策、救灾物资储备制度、灾民救助标准等。提供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的保障 ,负责学校、医院、交通、

电力、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灾后重建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政府灾后救助的基本工作职责。同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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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灾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着重进行灾后经济的恢复和重新定位 ,协调区域开发和生态建设、经济发展

和防灾减灾 ,走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以 1998年湖区大灾为例 ,灾后国家提出了在湖区实行“退田还湖、平

垸行洪、移民建镇 ”的政策 ,将住处在低地的高风险农户转移安置到相对高的地方 ,给予一定的住房补偿费。

这不仅增强了灾民的恢复能力 ,也直接降低了区域未来的水灾风险。

第二 ,鼓励保险公司、企业、社区和农户开展自身的防灾防损行动 ,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监督作用。这就不

仅要求加强政府与保险公司、企业、社区和农户的联系 ,建立政府、企业、社区相结合的综合减灾体系 ,而且要

求工程性减灾和非工程性减灾措施并进 ,引导其开展科学的防灾减灾活动。

第三 ,推进洪水保险和再保险等有利于灾后快速恢复的经济和法律措施。洪水保险是灾害保险的一种

特定形式 ,作为一种防洪非工程措施 ,既可以减少政府灾后的救灾压力 ,为灾区居民灾后重建和迅速恢复生

产、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 ,也可以通过投保的门槛作用 ,限制水灾高风险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目前洪水保

险在我国仍未得到很好的发展 ,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 ,结合我国国情开展洪水保险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 ,尤其是洪水保险模式的选择、组织形式、法律保障、政策导向、风险转移与分散、部门间协作、以及保险

宣传和教育等方面。程晓陶等诸多专家学者 [ 13 - 15 ]对我国尤其是蓄洪区洪水保险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了深

入研究和探讨 ,强调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建议采取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户多方面筹集资金的

方式建立洪水风险基金 ,实现风险分担、利益共享。

第四 ,改变风险分担状态 ,进行区域内外的利益协调。湖区外部主要需要协调好与湖北省荆江大堤、江

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利益关系 ,以及与整个长江流域的关系 ;湖区内部主要协调重点堤垸、一般堤垸和蓄洪堤

垸这三者的利益关系。蓄洪堤垸的建设目的是确保湖区重点堤垸、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 , 在

遭遇特大洪水并迫不得已时 , 破垸分洪以缓解洞庭湖和荆江洪水过多的矛盾 , 即牺牲局部来保全大局。所

以政府应协调好受损方和受益方的经济利益 ,可以通过双方保费的合理负担或第三者责任险来进行调节 ,以

达到社会的最佳经济效益。

第五 ,重视社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救助作用 ,宣传与教育和组织社会各界的捐款捐物。社会的救

助功能在对付历次大洪水和灾后恢复重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是洪水风险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社会的作用具有临时性 ,基本上以解决灾民的暂时生活为目标 ,具有明显的慈善性质 ,只能缓解部分问题 ,

决非长久之计 ,不能作为主要目标 [ 16 ]。

第六 ,政府还应加大防灾减灾的科研力度和专业人员的培养。在相关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和专家意

见的指导下来开展相应工作才能高效可行。

(2)保险公司

目前 ,湖南省内各家商业保险公司还都没有开展专门的洪水保险业务 ,只是在企财险、农村家庭财产险

等险种里附带了洪水责任险。农作物的洪水责任险在开展了几年之后 ,也由于风险太大 ,特别是在 1996年、

1998年大洪水的高额赔付之后 ,保险公司基本上就停止了这方面的业务。所以保险公司应重新积极稳妥地

开展洪水保险 ,发挥保险公司在灾害恢复力建设中的“稳定器 ”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买不起 ,保险公司

赔不起 ”的农业险“怪圈 ”。

首先 ,保险公司需要协助政府完成洪水保险的制度建设 ,可借助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性公司的已有基础和

影响力 ,由其完成洪水保险出售、承担保费的收取、保险费率和灾后损失的赔付率厘定等业务工作。一旦灾

害发生 ,尽快组织人员完成勘灾定损 , 协助政府进行灾区的快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其次 ,保险公司应加强

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合作 ,并不断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产品改进和创新。对水灾风险不同的行业、对同行业

中面临水灾风险的不同企业执行不同费率 ,提高投保户防灾防损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 ,

降低出险率。比如加强与当地气象、水文、地质等部门有密切联系 ,及时获取气象和重要灾情信息 ,提醒保户

布置防灾工作等。再次 ,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承受能力 ,并通过再保险的手段进一步分散洪水风险。再

保险是现代保险业快速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 , 是对传统保险经营技术的突破。国外农作物保险或洪水保险

均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 , 特别是对那些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 ,必须依靠再保险来进行风险转移。最后 ,保险

公司需加强保险宣传 ,发挥其灾害风险教育的作用。通过普及保险知识 ,提高湖区人民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

识 ,使保险公司成为灾害风险日常管理过程中的另一重要力量。

(3)企业、社区和农户

受洪水风险威胁下的企业、社区和农户是灾后恢复的主体。在辖区政府减灾体系的框架下 ,加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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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农户自身的经济能力建设和安全建设 ,提高其对洪水风险的防御能力 ,是最根本的抵御风险的途

径 [ 11 ]。恢复力建设中 ,其主要任务是灾后积极配合政府安排进行自救和互救 ,平时主动进行防灾减灾 ,比如

参加保险、消除危房等风险隐患、拒绝在高风险地区开发等。企业可通过自身的技术进步和提高管理水平 ,

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使单位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的安全成本降低到最低水平。社区应充分考虑其所处地理

位置 ,已经历或面临的水灾强度、灾情程度及其风险水平 ,制定应急预案 ,通过安全教育、应急演练等行动 ,发

展社区安全文化 ,提高社区自救和互救水平 [ 12 ]。农户则应在政府指导下 ,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农业生产 ,调整

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 , 建立减灾避灾种植制度 , 发展可恢复的农业生产模式 ,从源头上减低农业风险、增强

灾后恢复能力。比如加大农用排涝设施投入 ,在堤垸和河湖洲滩上种植莲藕、茭白等水生经济作物 ,发展特

色餐饮、垂钓等农业观光旅游项目等 ,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实现人与水新的平衡与和谐。

2. 3 区域水灾恢复力评估模型

目前 ,虽然灾害恢复力评估在应急管理和减灾规划中的价值已得到足够重视 ,但面对“什么因素决定恢

复力大小 ”和“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恢复力大小 ”等问题 ,仍没有较合理的解决方案 ,也没有较全面系统的综

合评估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本文提供一个区域水灾恢复力评估模型的设计方案 ,目标是在洞庭湖区水灾

恢复力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 ,提取区域水灾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子集 ,评估区域恢复力的时空特征 ,

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区域恢复力建设方案。其具体评估环节和步骤如下 :

(1)构建并计算恢复力指数。参考 Chang等 [ 17 ]关于地震灾害恢复力的定义 ,将水灾恢复力指数定义为

研究系统在强度为 i的特定地震事件中满足预定义的性能标准 A的概率 Pr (A | i) ,即同时满足系统快速恢

复和稳健性的概率。所以恢复力指数可在历史灾害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数理统计加蒙特卡罗等数学模拟方

法来进行概率计算得到。当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系统快速恢复和稳健性的标准不易确定 ,而且历史灾害数

据较难获取。只能通过统计资料和详细的家户问卷调查获取较初略的数据。

(2)在前面建立的区域水灾恢复力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利用区域承灾体的属性数据 ,通过相

关分析、线性回归、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来拟合承灾体属性与恢复力指数的经验函数关系 ,从综合评

估指标体系中提取区域水灾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子集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

(3)进行区域水灾恢复力分析 ,研究整个洞庭湖区的水灾恢复力状况和时空格局 ,分析其强弱成因。需

要强调的是灾害恢复力评估具有不同的等级 :个体 —家庭 —社区 —区域 —省 —全国。目前国外大多灾害恢

复力研究都关注个体和社区尺度 ,而本文建议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中等尺度的灾害恢复力 ,因为区域尺度上

的研究更能反映出恢复力的时空格局 ,能更好地分析恢复力的影响因子和进行减灾政策建议 ,有利于实现区

域可持续发展 ,而且数据的可获取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也都更好。

(4)进行区域水灾恢复力的情景仿真研究和减灾行为的效益评价。由于灾害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

统 ,所以建议在恢复力影响因子集确定的基础上 ,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来进行区域水灾恢复力建设的情景仿

真模拟 ,分析哪个承灾体要素对恢复力最敏感 ,哪种恢复力建设方案最有效最合理 ,进而为灾害恢复力提供

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5)考虑区域对水灾长期的适应方式和行为 ,总结历史灾害的经验教训 ,进行增强湖区水灾恢复力的对

策研究 ,创立湖区水灾备灾模式 ,以降低脆弱性及风险 ,提高区域减灾水平。

3　洞庭湖区水灾风险管理对策

在 2006达沃斯国际减灾会议上 ,有关专家提出当前风险管理工作的实质可概括为 :管理不可避免的 ;避

免不可管理的。水灾风险管理是一个包括灾前、灾中、灾后等不同阶段的周期性管理过程 ,在每个阶段均有

相应的风险管理理论加以支持 ,从而使整个管理过程科学化 ,并达到整体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 16 ]。同时 ,水灾

风险管理必须重视除害与兴利并举的灾害管理思想 ,注重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和流域全局利

益与区域利益相协调。

在综合考虑水灾管理的诸多环节和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洞庭湖区的实际情况 ,本文提出洞庭湖区水灾综

合风险管理对策如下 : (1)继续开展“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 ”工作 ,调整优化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和生

产结构 ,发展减灾避灾农业。做好移民安置工作 ,并为其提供新的可持续就业形式。发展湖区特色经济 ,实

现减灾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2)大力推广政策性洪水保险 ,加强群众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 ,加大政府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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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力度 ,做到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户多方面风险分担。 (3)加强长江流域洪水综合管理 ,完善防洪工程

和洪水预报与报警系统建设 ,重视流域的生态风险管理 ,实现流域防洪、供水、生态环境的综合风险最小、效

益最佳。 (4)进一步贯彻“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与扶持 ”的救灾

工作方针 ,保证救灾物资储备 ,培养壮大救灾的专业队伍 ,完善各级政府灾害应急预案的制定 ,提高区域灾害

的抵御和恢复能力。 (5)进行区域风险评价 ,制定区域风险评价图和风险区划 ,为政府减灾决策和保险公司

业务服务。同时加大水灾风险信息的公开程度 ,积极鼓励公共参与到风险决策中去。 (6)加强各级政府、政

府各部门以及政府与保险公司、企业、社区和农户的协调 ,鼓励和引导企业、社区、民间组织和民众等多元的

管理主体参与水灾风险管理 ,共享灾害信息和减灾资源 ,提高综合减灾的效率和效益。 (7)推进水灾风险管

理研究 ,积极应用推广成功的区域减灾范式和最新研究成果 ,提高地方政府管理者的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 ,

加强专业人才的输送和培养。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灾害恢复力研究推广到可操作层面 ,着重探讨了高风险地区区域水灾恢复力的概念模型和评估

模型的建立 ,初步分析了区域水灾恢复力利益主体的关系 ,理清了区域水灾恢复力建设过程中政府、保险公

司、企业、社区和农户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提出了洞庭湖区水灾风险管理的对策 ,为区域减灾提供了一

个新的方法和思路。在区域水灾恢复力研究中仍存在评估模型所需经济、社会、灾害等各类数据难以保证、

评价模型的可操作性验证等诸多难点。而且区域恢复力影响因子随时空尺度的变化而改变 ,所以要克服定

量评估模型的时空局限性比较困难 ,这会影响到恢复力评估模型的适应范围。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对区域水

灾恢复力的实证性定量研究 ,提供出高效可行的恢复力建设方案 ,发挥其在区域减灾中的作用 ,为政府决策

和其他利益主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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