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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巨灾的机制
———汶川地震的经验

史培军 张 欢

摘 要: 汶川地震是中国近 30 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巨灾。总体而言，汶川地震应急处置和救援取得了

极大的成功。其中，最值得总结和分析的是抗震救灾最核心的四个机制: 决策指挥机制、生命救援机制、转
移安置机制和资源动员机制。抗震救灾中四个机制的运转过程，呈现出高度统一的巨灾共识、以政府为中

心严密的社会组织协同和以“体制内”为核心路径动员资源三个应对巨灾的机制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

是中国应急救灾体制在无法预设的巨灾情境下自然反应的即兴发挥，另一方面也是面临最紧迫、严重威胁

下，社会基本运行机制本能遵循的行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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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发生的汶川地震是历史上破坏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总体而言，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国政府应急处置和救援以及之后的恢复重建工作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功。但由于种种原

因，对于汶川地震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理性总结远不够充分。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五年，随着各种感

性的情绪与各类与这场地震相关的资料和数据一同慢慢沉淀下来，现在也许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对在

这场灾难中，我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进行一个更为理性的回顾。

一、巨灾与应对巨灾的机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汶川地震都是一场巨灾。灾害是对人类社会造成显著的物理损坏或破坏、
生命损失以及环境巨大改变的事件。灾害总是会不断发生，并且从历史经验看，灾害造成的损失与发

生的频率成反比。因此，基于损失对灾害进行划分有其意义，而损失最高级别的灾害就可称为巨灾。
如美国学者 Gad-el-Hak 将灾害分为五级————小灾、中灾、大灾、巨灾、特大灾害，其中死亡人数超过

1 000 人或受灾面积超过 100km2 的属于巨灾，死亡人数超过 10 000 人或受灾面积超过 1 000km2 的

属于特大灾害( Gad-el-Hak，2008) ; 马宗晋等把死亡 10 000 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按照 1990 年价格

计算) 100 亿元人民币以上视为巨灾( 马宗晋，1994) ; 史培军则提出死亡 10 000 人以上、直接经济损

失 1 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成灾面积 100km2 以上等三条标准，认为只要符合其中两条即可划定为巨

灾。显然，这种划分虽然容易操作，但标准过于随意，还不能揭示巨灾区别于一般性灾害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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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界定巨灾为某一灾害发生后，发生地已无力控制灾害造成的破坏，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才能进行

处置( 史培军，2008: 12—15) 。罗森塔尔( Rosenthal) 将巨灾定义为: “具有非常广泛、甚至是影响全

球的冲击力，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政策手段提出巨大挑战，而且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范围来看，都需

要创造具有层级的、系统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应对的困境。从威胁程度、不确定性和紧急性的角度来

看，巨灾无论是在量级还是在性质上都较一般的危机具有更大的放大性效果。”( Rosenthal ＆ Hart，
1998) 张欢提出，巨灾的界定和形成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巨灾对生命财产所造成

的威胁和损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巨灾应对措施必然是非常规性的( 张欢，2011) 。总之，由于

巨灾之巨，应对巨灾必须是社会总体性行为，因此，极端而言，只有当巨灾发生后，才知道如何应对巨

灾，才能确定一个社会面对巨灾采取及实现了哪些具体应对举措。
与巨灾的这种特性相对应，亦可以认为巨灾发生前，不存在真正的应对巨灾的机制。虽然在日常

状态下，各级政府及社会均会为应对灾害做各种准备，其中也总会有一些针对巨灾的措施，但是巨灾

之所以为巨灾，恰恰在于巨灾发生时，所有的准备都面临失效的问题。但当巨灾已经发生，政府及社

会本身无论主动或被动都会做出种种反应，对抗灾害的冲击，此时才真正显露出这个国家应对巨灾的

机制是什么。因此，也只有基于如汶川地震这样的巨灾背景，讨论中国应对巨灾的机制，才有意义。
从剖析汶川地震入手，讨论中国应对巨灾的机制有如下意义: 首先，汶川地震不仅对中国，对人类

而言都是一场付出巨大代价的灾难，同时它也是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以应对机制为纲总结汶川地

震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种较为全面、直接和实际的梳理方式，是对人类应对巨灾知识的最大贡献。其

次，虽然本文所讨论应对巨灾机制与汶川地震直接联系，很难直接推演到下次巨灾，但通过这种讨论

所描述的巨灾下不同组织和人们的行为可以引发社会对各类组织和人们决策和行为的思考和理解，

从而更有效率地学习和改善在下次巨灾中的行为。第三，巨灾发生后各类组织，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反

应也许会异于常态下的行为，但不会偏离其本身的行为方式; 换言之，所有组织和人的行为总是限定

在社会制度和相关体制的有限范围内，并在巨灾的压力下，以最为直接和本质的方式释放出来。汶川

地震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深入探寻当代社会制度的自然实验，因此基于汶川地震的应对机制探讨

其根植于常态下制度根源，更具实践和理论价值。

二、汶川地震应对机制的分解

因为巨灾应对机制包含着巨灾发生时所采取的一切针对性的措施，所以不妨从不同角度把巨灾

应对机制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
机制是中国政府语境下与体制对应的概念。自 2003 年“非典”之后，中国政府全面加强应急管

理工作以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出了“一案三制”①战略( 华建敏，2007: 5—10; 闪淳昌，2007: 20—
22) 。至 2008 年前，应急管理体制框架基本成型，而应急管理机制直至今日，也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
2010 年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专题研究了应急管理机制，形成了“4 阶段 × 5 模块”模式的全流程应

急管理机制框架，其中与应对巨灾相关的是“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先期处置、快速评估、决策指

挥、协调联动和信息发布五个机制( 闪淳昌、薛澜 等，2012; 闪淳昌 等，2010) 。这五个机制显然是基

于政府工作内容而设定的。如果把巨灾视为一类危机，从危机管理的角度，针对应对巨灾可以分解成

危机识别和隔离机制、组织协调机制和危机决策机制等( 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 。如果关注巨灾

下组织和人的行为，应对巨灾包括生命救援机制( Benthall，1993; Quarantelli，1983 ) 、转移安置机制

( Quarantelli，1980，1982 ) 、社会治安机制( Quarantelli，1994 ) 、决策和组织协调机制( Dyne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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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antelli，1984) 等。如果从其他国家应对巨灾经验看，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是 21 世纪后影响最大的

巨灾之一，也是得到全面评估的一次巨灾。美国白宫组织的卡特里娜飓风评估中总结的应对巨灾机

制包括: 应急通讯机制、后勤和转移机制、人员搜寻和救援机制、灾区治安机制、灾区公共卫生和医疗

机制、救助和安置机制以及公共沟通机制等( The-White-House，2006) 。
总之，以上对巨灾应对机制的分解虽然各有不同，但可归纳出这些都包含一系列巨灾情境下必须

或必然采取的行动。结合以上理论探讨和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所显露出的特点，可以将汶川地

震应对机制主要分解为四个方面:

1． 决策指挥机制

决策始终被理论和实践领域认为是应急管理的首要机制( Alexander，2002 ) 。此外，决策还是危

机情境下领导者最关键的任务之一( Boin，Hart ＆ Stern，2005) 。巨灾是灾害的极端表现，所有的巨

灾在物理特征上都是巨大能量在短瞬间的无序释放，所以巨灾必然对应极端危机情景。因此决策机

制是应对巨灾的首要机制。汶川地震中高效而有力的决策指挥体系和机制是抗震救灾工作取得巨大

成功的重要因素。
2． 生命救援机制

巨灾对人类社会的破坏首推严重威胁到大量人群的生命安全。基于此，许多学者才把死亡人数

作为界定巨灾的标准。因此，生命救援机制是应对巨灾的重要机制。汶川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地震发生后，胡锦涛做出首要指示就是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甚至提出哪怕

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一百的努力救援幸存者的口号。可以说，生命救援是抗震救灾首

要的工作。
3． 转移安置机制

巨灾有别于一般性灾害的突出特征是受灾地本身不足以抵御灾害的破坏，相应躲避灾害的直接

冲击就成为必要的应对措施。而且由于巨灾造成的巨大破坏，往往直接影响受灾地的基础社会运行

能力，如水、电、通讯等生命线中断，基本生活物资匮乏，乃至基本社会秩序无法维持等。这些状况都

使得转移安置成为应对巨灾不可缺少的策略。相应地，转移安置机制是应对巨灾的重要机制。汶川

地震上千万灾民的多次转移安置是抗震救灾工作中最为艰巨的任务。
4． 资源动员机制

巨灾释放能量的规模、造成破坏的严重性和社会影响的广泛性都决定了应对巨灾必须在短期内

向受灾地投入海量的各类资源，并且这些资源基本要依靠外界输入。无论生命救援还是转移安置，如

无充足资源的支撑，都无力完成。可以说，应对巨灾的成败直接决定于资源动员的效果。因此，资源

动员机制是应对巨灾的核心机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资源动员的规模和效率尤为令人惊叹，值得

深入分析。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中，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机制，一些是纳入其他机制中进行分析，如医疗

救治机制，就归入生命救援机制中进行分析，还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机制，分解到生命救援和动员机

制中分析; 一些是介于巨灾应对和恢复重建之间，如灾害救助机制，考虑篇幅而没有纳入本文进行分

析; 还有一些属于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很重要，但机制较为简单或性质特殊，如生命线恢复和堰塞湖处

置机制，也没有纳入本文分析。

三、汶川地震应对机制分析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 0 级地震，造成 69 227 人死亡，374 643 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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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923 人失踪，①直接经济损失 8 451 亿元人民币，仅极重灾区和重灾区 51 个县( 市、区) ，总面积 13． 3
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 986． 7 万( 国家减灾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抗震救灾专家组，2008) 。汶川地震

抗震救灾过程中，无论决策指挥、生命救援、转移安置，还是资源动员，均可圈可点，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这四个方面机制中，有些在灾前有所安排，但更多是抗震救灾实际过程中所形成或显露的。
1． 决策指挥机制

2003 年“非典”事件后，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对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决策机制也有

具体安排。《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指挥机制有三方面规定，一

是事发地政府要在第一时间承担先期处置职能，就拥有第一响应决策权; 二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

由国务院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国务院工作组承担决策指挥职能，同时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现

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三是涉及多个部门职能的重大突发事件，由该类事件的业务主管部门牵头，其他

部门予以协助。《突发事件应对法》格外强调了应对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时，由国务院在总理领导下负

责决策，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及派出工作组具体承担决策职能。同时，

《突发事件应对法》又把承担一线决策指挥的职能交由县级以上事发地政府，并要求事发地驻地中国

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负责人参与决策指挥。
汶川地震发生后，从国务院到四川等受灾地政府首先是按照这些要求采取行动，但之后在抗震救

灾过程中，决策指挥机制又进行了多种调整。
总体而言，应对汶川地震的决策指挥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地震发生后至 5 月 17 日。这一时期是地震后生命救援最关键的阶段，也是决策指挥

工作面临最大考验的阶段。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点 28 分汶川地震发生，在第一时间，虽然关于地震详细情况难以尽知，

但震感强烈，震中距离成都仅 80 公里，已经可以判断这是一次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地震发生后 1 小

时 27 分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
总理温家宝于 16 时 40 分乘专机飞往四川成都，21 时 40 分抵达都江堰市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晚，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22 时 15 分国务院根据对

灾情了解，决定紧急启动Ⅰ级救灾应急响应，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由温家宝任总指挥，李克强、回
良玉任副总指挥，全面负责抗震救灾工作。总指挥部设立由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

组、宣传组等 8 个抗震救灾工作组，分别负责具体指挥相关领域的处置救援工作。
地震后前五天，温家宝率领总指挥部成员在地震灾区现场考察了都江堰、什邡、北川、汶川、青川

等重灾区，总指挥部在前方连续召开了 6 次会议，在一线研究灾情、指挥指导救灾工作。灾后第五天，

5 月 16 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乘飞机赶往四川地震灾区，中午抵达绵阳机场后立即在机场主持召开

会议，同温家宝总指挥共同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地方各级政府也同时纷纷自主行动起来，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指挥机构，构成了一个

从省、市州到县( 市、区) 、乡镇，覆盖全部受灾地区的纵横联结的指挥体系。如四川省，省委、省政府

第一时间召开短暂会议、进行紧急部署后，省委书记刘奇葆也是立即前往震中汶川县，最终因道路不

通，12 日晚，在都江堰市路边临时搭建“帐篷”中，成立了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由于灾情紧急，灾

区县( 市、区) 一级地方政府第一时间承担起大量现场决策指挥职能，特别是第一时间生命救援及相

关资源动员工作中，决策指挥主要依靠县及以下基层地方政府。大量极重灾区乡镇，第一时间更是面

临通讯、交通中断等困难，但基本都能迅速建立指挥机构，果断进行决策指挥。例如，北川县陈家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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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地震破坏最严重的乡之一，不仅因灾死亡近 800 人，而且全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全乡近万人

涌入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场镇。乡党委在第一时间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无法取得和上级联系

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和群众情绪，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 张欢，

2011) 。再如绵竹市清平乡在地震后变成了一个“孤岛”。乡党委同样是果断自行决策指挥，动员群

众自救互救，收集控制生活和救灾物资，组织群众通过晚上燃起篝火、白天铺红布挥舞红巾等措施向

给外界传递救援信息等。在坚持三天后，乡党委又自行决策组织群众向外转移。
从 5 月 12 日到 17 日，正是地震后救援生命等应对巨灾工作最为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

是两头为主，中间辅助。一方面是总理亲临灾区，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地震灾区指挥指导救灾

工作。这样的机制极大地鼓舞了灾区干部群众，也能够最快速度了解灾情，第一时间决策指挥。另一

方面，因为灾区面积广大，抗震救灾“前线”变成了“前面”，加上地震严重破坏了交通、通讯等基础设

施，大部分灾区，包括极重灾区可能因无法有效联络上级，一般灾区可能因多种原因无法被上级顾及，

主要依靠县( 市、区) 和乡镇基层党委、政府决策指挥抗震救灾工作。这样的决策机制即有效链接了

中央政府和灾区前线，有助于迅速动员全国资源力量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又充分发挥灾区自救互救的

能动性和积极性，总体而言，取得了较好的决策效果。这一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是国务院抗震救灾总

指挥部下到救灾一线，受具体灾情的影响过大，并不利于客观判断总体形势，进而理性决策。同时不

同层级政府部门都集中在灾区，导致统筹协调难度增大。二是省、市州等中间层级地方政府在决策指

挥功能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第一阶段决策中还存在对救灾重点方向判断的问题。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汶川地震

本身的特殊性，但也不能否认决策机制所造成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从 5 月 17 日到 6 月 4 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公布。这一时期决策指挥工

作的主要任务从生命救援转入转移安置，决策指挥的紧迫性下降，但复杂性急剧上升。《恢复重建条

例》公布，标示巨灾应对阶段结束，灾后工作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从 5 月 17 日之后，一方面随着抗震救灾工作重心的逐渐转移，另一方面也总结了第一阶段工作

的得失，整个抗震救灾的决策机制进行了调整。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决策指挥功能集中到抗

震救灾工作战略性、全局性、政策性及综合协调的层面。5 月 19 日，国务院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总指

挥部的组成机构，将国务院组成部门划分为抢险救灾、群众生活、地震监测、卫生防疫、宣传、生产恢

复、基础设施保障和灾后重建、水利、社会治安 9 个组，分头负责相关工作的宏观决策指挥。① 总指挥

部的调整不仅是增加了一个组，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各组牵头单位、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这样总

指挥部组织结构与国务院常态工作部门建立起完全顺畅的对接关系。总指挥部统筹协调的能力强

化，国务院各部门更加主动参与到抗震救灾工作，保证了这一阶段出台大量重要的抗震救灾政策和更

有效从全国范围动员资源支持抗震救灾工作。总指挥部的重要调整还包括理顺了军地、军种协调决

策指挥机制，解放军总参谋部直接担任了抢险救灾组牵头单位，解放军的多个部门列为其他组的成员

单位。
同时，四川省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等省级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和四川省 6 个受灾市州抗震救灾指挥

部主要承担起灾区前线决策指挥功能。四川省是受灾主要省份，随着灾情逐步明确，四川省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转入抗震救灾。四川省领导由分赴 6 大重灾区一线指挥、省前线指挥部决策指挥和坐镇

成都指挥部居中联系协调三批行动，转为 11 位省领导分别负责四川省总指挥部总值班室、医疗保障、
交通保障、通讯保障、水利监控、救灾物资、宣传报道、港澳台及国际救援协调 8 个工作组和 7 位省领

导分别坐镇 6 个重灾区前线指挥部，理顺了省指挥部分工负责、自上而下、联系紧密、职能配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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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的决策指挥机制，同时保证了顺畅贯彻、执行中央指挥部决策指令，及时收集、整理各灾区前线灾

情、需求，有效综合各方信息和资源进行协调指挥三方面工作的有序进行，四川省总指挥部成为沟通

中央、兄弟部门省份和灾区各级政府的中枢环节。因为汶川地震一大特点是极重灾区不是集中于一

个点，而是呈一条线分布，所以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阿坝州、广元市和雅安市等 6 个重灾区市州指

挥部发挥着类似四川省指挥部的作用，即遵循中央和四川省决策指挥，又能够发挥自身在区域范围内

的综合协调作用，成为 6 个重灾区域内决策指挥中心。而由于灾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初步恢复和

重灾区灾民开始进行大范围转移安置，所以县( 市、区) 及乡镇一级政府主要转向执行上级决策。
综上，第二阶段的特点与第一阶段刚好相反，是中间为主，两头辅助。四川等省抗震救灾指挥部

和 6 个重灾市州抗震救灾指挥部是应对地震决策指挥机制的中心环节，中央则主要是把握宏观抗灾

政策、统筹全国资源，县( 市、区) 以下则更侧重执行。决策指挥机制的这种调整更接近于《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法》的构想，又基于抗震救灾实际情况进行了完善。从实践来

看，这一机制效果很好，中央立足全局，更好地把握了抗震救灾工作的节奏，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实际情

况，充分动员国家能力，适时出台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和政策，如对地震灾区困难群众的临时生活

救助政策等; 四川省及 6 个重灾市州则立足于灾区本地政府，充分发挥了熟悉灾区情况的特长，灵活

高效地决策指挥抗震救灾具体工作。这一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中央部门的统筹略显不足。
2． 生命救援机制

巨灾首要的危害是造成大量生命的损失，所以应对巨灾的首要任务是救援生命。地震灾害的一

个特点是震后可能有大量人员被困在废墟中，必须立刻救援。
汶川地震烈度高、灾区面积大，生命救援面临的任务重、困难大。汶川地震的生命救援动员了一

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除了地震灾区群众、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的自救互救外，国家共调动了 15
万军队、上百支专业救援队参加救援，社会各界大量的志愿者也参加了救援，亦有多支境外救援力量

参与救援。按照救援者类别，可分为三类。
( 1) 自救互救

自救互救是指地震后，灾区当地的居民自发或由当地政府等机构组织的救援活动。时间对于救

援地震废墟中的幸存者至关重要。外部救援力量，无论是军队，还是专业队伍，抵达灾区都需要时间。
因此，地震救援首先要立足、依靠灾区群众的自救互救。汶川地震由于高烈度灾区面积大、交通破坏

严重，自救互救对于生命救援格外重要。从人数看，绝大部分从废墟中解救出的群众源于自救互救。
地震后初期的自救互救主要是群众自发开展，主要方式包括家庭成员自救互救、街坊邻里自救互

救、工作岗位自救互救等。由于这些自救互救发生于第一时间，及时、就近，且对压埋情况较熟悉，所

以救活率很高。但自救互救中更为重要的是基层单位有组织的自救互救活动。自发的自救互救由于

限于救助者能力，只能解决表层和极浅层压埋，哪怕压埋情况稍微复杂，个体自发无组织的自救互救

往往就无能为力。此时，大量基层单位迅速作出响应，有组织开展的自救互救活动，不仅更为有效救

援了大量被压埋群众，而且这些有组织的救援活动本身直接发挥着安定人心，平复和转移震后群众的

惊惧和恐慌情绪的作用。汶川地震的一个特点是灾区出现了大量“孤岛”，即与外界通讯和交通严重

中断的灾区。在这些“孤岛”，基层政府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对于这些“孤岛”的抗震救灾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北川县城曲山镇几乎被地震完全摧毁，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幸存干部

群众开展的自救互救挽救了大量生命。汶川县城地震后也是与外界失去联系，县委县政府迅速挑选

356 名党员干部组成 13 支抢险突击队徒步救援各乡镇，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对汶川县的生命救援发

挥了关键作用。在极重灾区的乡镇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当然，由于汶川地震烈度高，灾区建筑损毁严重，即便是基层政府全力组织的救援行动，由于缺乏

有效的装备工具，对于多数深层压埋的情况，也束手无策。如北川中学教学楼倒塌严重，被压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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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多，地方政府组织了大量人员进行救援，甚至四川省一位副省长在现场协调指挥，进展依然甚微，

只能眼看呼救声渐微。
自救互救中的一类特殊人群是大量志愿者。据有关统计，汶川地震中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

达 300 万人以上，在 后 方 参 与 抗 震 救 灾 的 志 愿 者 人 数 达 1 000 万 人 以 上 (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2009b) 。其中参加过救援的志愿者数量也非常庞大。但是这些志愿者中绝大多数缺乏救援工具，也

缺乏救援的知识和经验，仅凭热情投入到生命救援中，虽有特殊的贡献，但效果很有限。①

( 2) 军队救援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规均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有

参加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责任和义务。② 汶川地震后，军队立即动员和进入灾区，参加生

命救援。如震后 8 分钟，成都军区就启动应急响应，从多个方向派遣军队向震中推进，命令灾区预备

役民兵立即进行救灾，以及出动医疗应急分队抢救伤员等。中央军委也在第一时间成立全军抗震救

灾领导小组，组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等赶赴灾区，全力救援。至 5 月 12 日 24
时，到达灾区救援的军队总数达到近 2 万人，数万军队通过多种运输方式赶赴灾区。最终，军队和武

警部队共投入 14． 6 万人参与抗震救灾，动员民兵预备役人员 7． 5 万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a) 。
由于军队出动时间早、规模大，所以军队在汶川地震生命救援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灾区无力救

援被压埋群众时，是人民军队及时赶到，深入废墟，迅速成为救援的主力军，挽救了大量生命。在生命

救援阶段，军队( 包括武警) 共搜救被压埋群众 27 000 多人，其中生还者 3 338 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009a) 。
军队救援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不仅军队最早进入被“隔离”的各个极重灾区，而且深入到所有

灾区村庄乃至排查每一处倒塌房屋，此即“进村入户”行动。军队深入“孤岛”，不仅为受困群众送去

了救命的物资，帮助抢救被压埋人员，医治和转运伤病员，帮助恢复与外界联络，而且组织解救转移了

140 万困于“孤岛”的群众到安全地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a) 。
军队救援的生命从总量和所占比例来说虽不是很多，但意义重大，特别是“进村入户”和“孤岛救

援”，有着重要的象征性作用，兑现了党和政府“一线希望、尽百倍努力”和“不放弃一个群众”的承诺，

极大鼓舞和坚定了灾区群众抗震救灾的信心。
军队救援的效果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于为了尽快进入灾区，震后初期许多进入灾

区的军队缺乏必要装备，甚至简单工具都不能人手一件，使得军队救援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救援效

果; 第二，绝大多数参与救灾的军队缺乏救援知识和训练，降低了实际救援效果; ③第三，军队和地方

救灾系统在信息沟通与行动协调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制约了军队救援效果。
( 3) 专业救援

在高烈度地震下钢筋混凝土建筑废墟中救援压埋群众的难度很大，需要专业救援装备和专业救

援人员。汶川地震中专业救援队伍的作用极大地凸显出来。在大量救援难度高、救援危险性大的现

场中，专业救援队伍往往变成了“唯一解”。这也是灾区政府灾后普遍把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提上议事

日程的原因所在。
专业救援队伍主要包括四类。数量最多的是消防部队，虽然相对设备和技术较差，但救援生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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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也有极少数志愿者携带专业装备进入灾区开展救援，如陈光标携 60 台工程车辆 5 月 14 日凌晨到达都江堰，参与
大量救援工作，并成功救出 11 人。
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14 条，《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4． 1 款等规定。
大量消防部队有较高的救援专业能力，但作者认为虽然消防部队属于军队体系，但应归为专业救援力量。



最高。① 如成都市消防支队参与救援的聚源中学，救出生还者 55 人，挖出遇难者 300 余人，是都江堰

灾区搜救人员最多、救人率最高、完成任务最快的救援点。其次是以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为代表

的各类地震救援队，他们是装备最专业、技术水平最高的专业救援队伍，承担着救援难度最大“救他

人所不能救之人”的任务。以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为例，救出生还者 49 人，精确定位幸存者 300
余人，表现非常突出。② 除了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外，还有 19 支省级地震救援队共 4 000 余人参

与汶川地震救援，共救出生还者 332 人。③ 第三类是矿山救援队。由于各类矿山是事故多发地，所以

全国建有各类矿山救援队，拥有较为专业的人员和技术装备。地震救援和矿山救援有很多相似之处，

地震中，矿山也是救援的重点地区。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什邡、绵竹、彭州等地均有大量矿山，地震后，

这些地区的矿山救援队立刻展开救援。同时，四川省安监局和煤监局震后第一时间向全省各矿山、危
化救援队伍下达出动命令，紧急动员调集四川省 25 支矿山、危化救援队共计 511 人赶赴各重灾区救

援。国家安监总局也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派 19 支经验丰富的救援矿山、危化的救援队伍共计 546 人

参加救援。全国安监系统救援队共抢救遇险人员 1 113 人，疏散被困人员 14 860 人。④ 第四类是国

际专业救援队。汶川地震是中国首次接受国际救援队参与救援。但直至 5 月 16 日，首批日本、俄罗

斯、新加坡和韩国的救援队伍才抵达灾区。最终共有 7 支共 281 人的国际救援队伍参与汶川地震救

援，共搜救出 76 具遇难者遗体和 1 名被埋 127 小时的幸存者。
总体而言，汶川地震的生命救援机制有效动员了多方面力量，取得了显著效果，从被掩埋状态下

共抢救出生还者 83 988 人。⑤

生命救援机制一个重要的配套环节是伤员救治工作。从地震废墟中救出的生还者大多数有打击

伤和挤压伤等外伤。这些伤员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要求医疗救治体系迅速转入一种准战争状态，完

成对大量伤员转送、检选和抢救等工作，加上地震对灾区医疗体系的严重破坏，都急剧增大了伤员救

治工作的困难。
地震后，四川省卫生厅 5 月 12 日即成立了抗震救灾临时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并设 6 个工作小

组，负责指挥协调四川全省医疗卫生救援工作。13 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成立，下设医疗保

障组，负责统一指挥全省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为了保障灾区的前线急救能力，医疗保障组首先从四川

省内外医疗机构( 队) 抽调医疗技术骨干 521 组建 3 个急救站，并于 13 日晚全部到位，全面启动伤员

抢救工作。随着地震极重灾区分散、急重伤员数量大、灾区医疗机构受损严重等特点显露，医疗保障

组迅速提出了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四集中”的救治原则。⑥ 将特危重伤员集中

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军区总医院三所大型综合医院进行系统治疗，其他危重

伤员集中到所在地三级甲等医院治疗，组织四川省内重症医学专家集中加强救治指导。同时，向卫生

部请求支援了 158 名全国各地的重症医学专家，组建重症救治专家组，派往各重症伤员收治机构，指

导和开展地震危重伤员治疗工作。“四集中”对重症伤员救治取得了良好效果，集中收治的 3 000 多

名重症伤员仅死亡 24 人，且平均年龄为 69． 4 岁。鉴于地震灾害的特殊性，灾区各地还普遍采取了对

伤员免费救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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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公安部消防局局长郭铁男 2008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中称，公安消防救援队挖掘被埋人员 8 335
人，其中抢救生还 1 721 人。
据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提供资料。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5 月 13 日凌晨抵达都江堰救灾现场，共 184
人，携带 1 辆救灾指挥车、2 台大型搜救车、7 吨专用救灾器材和 12 只搜救犬。
据四川省地震局提供资料。
据四川省安监局提供资料。
参见蒋巨峰:《2009 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四川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2009 年 1 月 15 日。
参见四川省卫生厅:《“5·12”抗震救灾医疗卫生工作总结》，2008 年 8 月 11 日。



为了配合救治工作，医疗保障组启动了伤员转运工作三级体系，即: 现场转送到就近医疗机构，基

层医院转送到市级医院，市级医院转送到省级医院，对于省内转运，明确要求“德阳市病人主要转往

眉山、乐山，绵阳市的病人主要转往遂宁、南充，阿坝州病人主要转往成都、资阳、内江，广元市病人主

要转往广安、达州”，“对于重症病人，在就近作急救处理后要转往三级医院救治”。① 为了减轻四川

省救治伤员工作压力，同时使伤员获得更好的救治，卫生部制定了《四川省汶川地震伤员转送工作方

案》。从 5 月 17 日至 31 日，通过 21 次专列、99 架包机以及万余次救护车，出动医务人员 5 000 余人，

从四川地震灾区向全国 20 个省( 区、市) 340 多家三级医院累计转运地震伤员 10 015 人。②

总体而言，汶川地震伤员救治和转运工作实现了高效率、高效果。但由于地震灾区过于广大，现

场医务人员匮乏，现场救援人员缺乏相关训练和知识，灾区现场检选，从现场到医疗机构转运等环节

则相对不尽如人意( 张欢 、陆奇斌，2010: 103—109) 。
3． 转移安置机制

巨灾的破坏性还体现在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础性条件的毁坏上，进而导致灾区短时期内无法

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此时，固然可以依靠外界生活物资的输入维系灾区群众的基本生存，但从效率

和灾区群众生活质量的角度，更普遍的做法是将灾区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汶川地震由于灾区广大，灾

区群众数量巨大，转移安置也更为重要。整个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期间，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达 1 510 万

人，③其中有些群众被多次转移。从目的和方式区分，可分为三次大规模的转移安置。
( 1) 紧急转移安置

汶川地震发生后，大量灾区由于与外界交通中断或困难，存在余震、震后地质灾害、堰塞湖等威

胁，以及群众极度恐慌等因素，大量受灾群众不得不被紧急转移安置到灾情较轻城镇及周边地区。其

中，还有上万名伤员和中小学生被转移安置到其他省( 市、区) 。据灾区不同市( 州) 汇报数据估计，紧

急转移安置的人数达 750 万人。
首先是极重灾区在基层政府组织下，将大量伤员和被困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到成都、德阳、绵阳等

大中城市或灾情较轻城镇。其次，大量灾区群众自发转移到灾情较轻城镇及周边建立的集中安置点。
如北川县陈家坝镇中小学师生近千人自行结伴步行上百公里转移疏散至绵阳集中安置点。这样自行

转移的灾区群众数量很多，甚至波及灾情不太严重的灾区。第三，随着军队深入到所有被“隔离”的

极重灾区，解救转移出大量群众，数量达 140 万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a) 。
为了满足紧急转移安置的需要，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等大中城市及灾情较轻城镇周边均紧急建

立起大批用于紧急安置的集中安置点。这些集中安置点既有利用帐篷或自建篷布房安置，也有利用

大型公用设施，包括体育场馆、少年宫、文化馆以及文化广场等。这些集中安置点因为建立仓促，存在

安置较为随意、管理松散、人员规模难以控制、后勤保障难以持续等问题。随着灾区大批外出务工人

员因灾集中返乡，因为寻亲等原因无法或不愿返回本乡，也大量聚集在这些紧急安置的集中安置点，

结果造成这些集中安置点不堪重负，甚至威胁到所在城镇的秩序。例如紧急安置中规模最大、知名度

最高的绵阳市九州体育馆安置点在高峰时安置人数近 4 万人，远超安置能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甚

至早在 5 月 14 日，灾区各地政府就已经开始酝酿从紧急转移安置转向临时性转移安置。
紧急转移安置中较为特殊的是由唐家山堰塞湖引起的紧急转移安置。唐家山堰塞湖是灾区中面

积最大、危险最大的一个堰塞湖，被认为如一旦溃决，将直接威胁到下游绵阳、遂宁两市 130 余万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5 月 21 日，绵阳市指挥部制定下发了《北川县湔江唐家山堰塞湖下游沿岸的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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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做好地震受伤人员转诊转院工作的通知》，川卫办发［2008］21 号。
据 2008 年 6 月 2 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文字直播资料。
参见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08 年 10 月 8 日) 。



疏散方案》，5 月 29 日，按溃坝方案启动三分之一的人员疏散撤离，至 5 月 31 日，共紧急转移群众

197 477 人，大量安置于集中安置点，6 月 11 日，解除唐家山堰塞湖黄色警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才

返回居住地。
( 2) 临时性转移安置

由于汶川地震的余震非常频繁，虽然大部分灾区受灾情况不是非常严重，无论房屋倒塌或受损严

重的群众，还是房屋轻微受损或未损坏的群众，都不需要紧急转移至异地安置，但是群众还是从数天

到数月不等无法居住在原房屋，必须转移到居住地附近，利用帐篷或自建篷布房安置。此类转移安置

称为临时性转移安置。其中有基层政府直接组织，更普遍的是政府筹集分配帐篷或彩条布等材料，群

众自行就近择地安置。这是涉及人数最多的转移安置类型。
更为重要而复杂的临时性转移安置行动是由灾区政府组织将大量紧急转移安置的灾区群众按照

来源地从紧急安置点转移安置到新建的临时性集中安置点。为此，灾区各地政府动员了几乎所有政

府部门与灾民流出地基层政府配合建立和管理就近流出地的临时安置点，组织灾民返乡安置。对于

因交通不畅、房屋倒塌严重或其他原因无法返乡灾民，也重新规划和建立集中安置点，并加以严格管

理。这项工作最早在 14 日就开始酝酿，到灾后一周紧急转移安置人数达到高峰时全面实施，主要采

用流出地基层政府劝导组织本乡灾民转移安置的方式，同时原紧急集中安置点延缓关闭，较为平和高

效完成临时性转移安置工作。例如绵阳市九州体育馆安置点虽然直至 6 月 29 日才完全关闭，但到 5
月末，安置人数已经锐减到千人以下。

紧急转移安置和临时性转移安置期间，各级政府投入发放了大量帐篷和自建篷布房材料，如民政

部截至 5 月 21 日共向灾区调运发放了 39． 234 万顶帐篷，①四川全省共发放帐篷 126． 1 万顶，组织发

放彩条布和篷布 3 594． 9 万平方米。②

( 3) 过渡性转移安置

由于汶川地震转移安置人数太多，包括数量巨大离乡安置群众，抗震救灾决策指挥部门很快意识

到大量灾区群众需安置过冬，甚至安置更长时间，才能重回永久性住房。针对这种情况以及安置点中

普遍反映出的灾民不稳定情绪，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提出“家庭重建”在先，灾民以户为基本单元

进行过渡性安置，保障灾民有“家”的私密性，尽快恢复其亲情之间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从 5
月 18 日开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了大量人员，配合灾区当地人员开展过渡安置规划选址和重建

规划等工作。5 月 20 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 11 次会议决定，用三个月时间在地震重灾区建

造 100 万套过渡安置房。当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署了由 20 个省市向灾区对口援建 100 万套过渡

安置房建设任务。③ 5 月底，首先在都江堰市建设了“幸福家园”等过渡性安置点，转移安置都江堰周

边原临时性安置点中的灾民。这些过渡性安置点房屋采用活动板房，管理采用安置点严格管理与安

置居民自我管理结合，并配合较高水平的后勤保障，取得了很高的安置效果，成为过渡性安置的样板

模式。
但板房安置也存在不满足农村地区居民意愿和要求、造价高、建筑施工存在诸多困难等问题。四

川省根据实际情况，将过渡性转移安置原则调整为“援建与自建相结合”、“采用多种建设方式搞好群

众过渡性安置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过渡安置: 鼓励、发动农村群众就地取材自建过渡房; 配合援

建省份建设活动板房; 灾区地方政府，通过统一建设过渡安置房、调剂直管公房、单位自管房、闲置房

等房源，安置部分群众; 动员和倡导社会力量捐建安置住房;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建安置房或以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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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一平:《救灾帐篷大调运》，《三联生活周刊》总 480 期( 2008—05—22) 。
参见四川省民政厅:《关于 5·12 汶川地震救灾救济工作情况的报告》，2009 年 3 月 23 日。
参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四川地震重灾区受灾群众过渡安置房的通知》，2008 年 5 月 20 日。



形式安置受灾职工; 积极鼓励受灾群众租房、外出务工就业。
截止 8 月 6 日，四川省完成 445． 4 万户家庭过渡性安置。其中，农村 347． 6 万户受灾家庭中，群

众自建过渡安置房安置 184． 3 万户，自建篷布房安置 40． 1 万户，加固修复住房迁回入住 76． 8 万户，

对口省份援建活动板房集中过渡安置 7． 1 万户; 另有建成永久性住房安置 1． 7 万户，正在重建永久性

住房保证入冬前建成入住、暂时利用帐篷临时安置 37． 6 万户。在城镇 97． 8 万户受灾家庭中，极重灾

区和重灾区 84． 3 万户城镇居民，通过对口省份援建活动板房安置 42． 86 万户，地方政府统建和调剂

房源、企业自建或货币化安置 19． 3 万户，集镇居民自建 9． 4 万户，居民租房、异地就业等方式自行安

置约 11． 92 万户，另外社会捐建 0． 82 万户; 其他一般灾区 13． 5 万户主要通过居民租房、地方政府调

剂房源、企业自建或货币化安置、集镇居民自建等方式完成安置。①

总体而言，汶川地震转移安置工作创造了世界救灾史的奇迹，转移安置规模达到超乎想象的 1 500
多万人，并且多次转移安置，总体上均平稳有序。能够顺利完成这样超大规模人群的转移安置，主要

还是依靠整体组织严密而具体执行自主分散的政府体制网络，而不是统一细致规划的转移安置方案。
相对应，转移安置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如紧急安置中一些集中安置场所出现安置人数严重超出安

置能力的情况; 安置过程中海量救灾物资的接受、发放及管理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影响了物资供应

和灾民需求的匹配程度; 板房安置计划事先调查不足，造成实施困难和计划的最终大幅削减; 过多建

设大型集中安置点，总体效果并不佳等，但是这些问题相对转移安置工作的规模和难度而言，都是必

然发生和可接受的。
4． 资源动员机制

巨灾具有的巨大破坏性决定了应对巨灾需要投入海量的资源，并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投放。
资源动员的数量和时间直接决定了应对巨灾的成效，甚至其他应对巨灾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用更多资源的投入来弥补。因此资源动员机制一定意义上是应对巨灾中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机制。汶川地震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之前应对所有大灾相比，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反差

最大，最令人惊讶的是短期内投入抗震救灾中的海量资源。
汶川地震救灾中，资源动员机制可以分别从救灾资金、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等几个方面分析。
( 1) 救灾资金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灾害国家，所以中央政府对于抗灾救灾安排有多项补助资金，同时 1993 年后

形成救灾资金分级负担体制，中央救灾资金投入与地方救灾资金投入比例大致为 55: 45 ( 邹铭，

2009) 。此外，为了确保应急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民政部、财政部建立了救灾资金应急拨付机制，中

央层面，规定中央救灾应急款在灾害发生后 2—3 个工作日内下拨; 地方层面，规定中央下达救灾应急

资金 10 日内由省级下拨县级，县级 5 日内落实到受灾群众手中。
由于汶川地震的特殊性，财政救灾资金的投入规模和效率都是惊人的。截至 2008 年 9 月 25 日

统计，中央和地方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 809． 3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 734． 57 亿元( 用于应急抢险

救灾资金 331． 32 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403． 25 亿元) ，地方财政投入 74． 79 亿元。② 救灾资金额

达到 2008 年 GDP 的 0． 27%，财政支出的 1． 30%，占比空前。从效率看，地震发生后，当晚中央财政

向受灾地区提供综合财力补助资金共计 5 亿元，仅在 5 月 12 日和 13 日两天，民政部就联合财政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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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四川省新闻中心 /四川新闻网，“2012 年 8 月 12 日抗震救灾、百日攻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四川省“5·12”地
震灾区受灾群众过渡安置房建设工作情况通报”，http: / / scnews． newssc． org /system /2008 /08 /12 /011031709． sht-
ml。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8 年 9 月 25 日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



拨地震灾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合计 3． 6 亿元。① 5 月 2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确定中央财

政先安排 700 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并将中央国家机关当年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

5%，用于抗震救灾。②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动员了惊人的财政资金投入，既与政府充足的财政能力有关，也与救灾获得

的压倒性优先度和灵活的财政拨款机制有直接关系。
与财政资金投入相对应的是还有近乎同等数量的社会捐赠资金。截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全国

总共募集汶川地震救灾捐赠资金总额为 652． 52 亿元，其他物资折价 105． 3 亿元(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

中心，2008) 。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量草根组织接受的捐赠。在使用方面，绝大部分社会捐赠资金通

过转入灾区政府财政账户或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省份政府用于救灾，少部分由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

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等民间组织自行安排使用，或属于定向捐赠由接受机构按照捐赠者意愿

使用( 邓国胜 等，2009) 。
( 2) 救灾物资

由于汶川地震千万级别的受灾人口，需要的救灾物资是海量的，大部分物资不仅需要从外地运往

灾区，而且由于时间紧，需要量大，储备物资不敷使用，大量救灾物资是从工厂紧急订购获得。自

1998 年，中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救灾物资储备。救灾物资储

备制度对救灾有重要作用，如地震后仅 6 天，四川等灾区就调运救灾帐篷约 18 万顶。但储备救灾物

资规模、种类、数量与巨灾需求相比明显不足，如四川省在汶川地震前，仅有成都 1 个中央级的救灾物

资储备库和绵阳等少数地方级的救灾物资储备库，而绵阳储备库仅存有棉被 200 多床、帐篷不到 200
顶。因此，新采购物资占救灾物资的绝大部分，如地震期间民政部和商务部组织向 76 家厂商采购救

灾帐篷 90 万顶。整个救灾过程中，民政系统的救灾物资储备系统承担了 132． 14 万顶帐篷、483． 36
万平方米彩条布( 篷布) 、461． 21 万床棉被、13 万件毛毯、12 万件毛巾被、1 397． 86 万件衣物、10 万台

手摇照明灯和大批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的筹集和调运发放工作( 邹铭，2009) 。除了民政系统，灾

区政府、中央部门、其他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大量民间机构等还捐助、筹集和运送了海量的救灾

物资，均依靠市场库存和紧急生产提供。可以说，汶川地震获得充足的救灾物资，主要依赖于依托市

场机制建立起的庞大物资生产能力和政府体系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
( 3) 救灾人员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非常庞杂，需要数量巨大的救灾人员。救灾人员首先来自灾区自身人员，

包括重灾区人员普遍的自救互救，也包括较轻灾区迅速动员大量人员赶赴极重灾区救灾。如北川原

县城近乎全毁的灾情在 5 月 12 日晚间被绵阳市委市政府确认后，迅速动员了绵阳灾情较轻的三台、
盐亭等地派出救灾队伍赶赴北川。当夜，大部分乡镇就派出几十上百人救灾队伍自备简单工具赶赴

北川，而且由于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救灾队伍最后一段路程甚至步行完成。大量救灾人员极短时间内

赶赴北川县城，发挥了很大作用。再如平武县也是受灾最重的县之一，伤亡最惨重的又属南坝镇和平

通镇，而响岩镇位于二镇之间，灾情较轻。镇党委书记初步判断本镇灾情后，结合本镇工程机械较多

特点，12 日下午 4 时就组织了由 100 多人、8 台挖掘机和 4 台装载机组成救援队伍支援平通和南坝

镇，为抢救两镇压埋群众做出了重要贡献。灾区当地能够第一时间动员大量救灾人员，主要依靠灾区

基层政府组织体系在地震严重破坏情况下仍能保持强大的组织性和动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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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华社:“中央财政已经累计投入 22． 4 亿元支持灾区抗震救灾”，2012 年 5 月 15 日，http: / /www． gov． cn / jrzg /
2008 － 05 /15 /content_976516． htm。
参见朱国栋: “成德绵经济带损失惨重 四川期待东山再起”，《上海证券报》2008 年 5 月 22 日，http: / / finance．
qq． com /a /20080522 /000262_1． htm。



军队也是最重要的救灾人员来源之一。前文已述，来自军队和武警部队的救灾人员有 14． 6 万

人，还有 7． 5 万人民兵预备役人员。他们不仅是搜救压埋群众的主力军，而且是深入“孤岛”解救被

困群众的中坚力量，无愧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第一时间大量动员军队深入参与救灾是中国应对巨

灾重要而独特的机制。
第三，大量的专业人员亦是抗震救灾中不可缺乏的力量。汶川地震中，参加抗震救灾的地震救援

队、矿山救援队等专业人员超过 5 000 人; ①一线参与伤员救治的医务人员超过 5 万人，其中其他省市

派出医疗人员近 6 千人，军队( 武警) 系统派出 3 千多人，而地震 72 小时内到达一线灾区的医疗救治

人员就达 35 880 人 ( 代小舟、沈骥、赵万华、焦云智，2008: 797—802) 。大量专业人员得到迅速有效

动员依赖于安监、卫生等救灾应急相关政府体系已经形成的快速应急反应能力和行政组织协调能力，

此外地震前已有的强大物力基础和大量的相关投入也是根本性的保障。
第四，志愿人员的广泛参与也给抗震救灾补充了大量救灾人员。汶川地震中深入灾区的国内外

志愿者统计达 300 万人以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b) 。而且，志愿者虽然不是有组织的系统性救

援力量，但是在对政府体系抗震救灾工作拾遗补缺、满足灾民特异化需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大量志愿人员参与救灾与前文述及海量社会救灾捐赠都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唤醒”和公民社

会逐渐形成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产物( 萧延中、谈火生、唐海华，2009) 。
总体而言，汶川地震资源动员机制最突出反映了中国应对巨灾的机制特征，其基础是中国日益强

大的综合国力，其内核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心的行政、军队及所谓“体制内”动员机制，而其外

貌又生长出新觉醒的公民意识。

四、中国应对巨灾机制的特征

从汶川地震四类具体应对机制的分析可以对中国应对巨灾机制归纳出如下典型特征:

第一，具有高度统一、万众齐心的巨灾共识。
所谓共识，就是共同的认识，一致的看法。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达成社会共识很困难。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过程，因此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是社会共

识越来越少，而社会分歧越来越多。但是汶川地震发生后，自然而然、极短时间就形成了从最高领导

人到普通群众、从救灾相关部门的官员到体制外的草根组织成员、从专家学者到青少年学生、从灾区

干部到普通受灾群众共通一致的巨灾共识。这一巨灾共识的核心是给予抗震救灾最高的优先度，为

了抗震救灾可以一定程度上放弃其他选择优先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面子、健康、机会、权力乃

至生命等。在这种共识下，整个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认可和赞同这种优先度，并在各自程度上用实际

行动来确认这种优先度。例如在汶川地震灾区中，常常可以听到如“这不是为了救灾么”，“如果不是

救灾，我才不会……”的话语，而听者亦立刻会表示理解或赞同。正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共识，温家宝

总理在汶川地震后 2 个小时就飞往灾区，成千上万志愿者在第一时间到灾区一线参加救灾，全国上下

能捐赠出超乎想象的六百多亿救灾善款，中央国家机关公用经费能直接削减 5%预算，21 个对口支援

省份对拿出地方财政收入 1%援助重灾县。
在这种巨灾共识影响下，首先，任何抗震救灾工作都会得到相关社会人员和组织的积极配合，抗

震救灾的整体社会效率被极大提高。这与应对巨灾效率第一的内在要求紧密贴合。其次，抗震救灾

成为一种一致同意的集体行动，有效解决了救灾利益与个体利益发生冲突的问题。第三，抗震救灾成

为具有最高优先度的工作，压倒、中断、暂缓或转移了常态下存在的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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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四川省地震局、四川省安监局提供资料估算。



组织，以及社会阶层间等各类矛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和谐状态。
正是由于地震触发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巨灾共识，才能够取得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巨大成功。
第二，以政府为中心完成周密、细致的社会组织协同工作。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领导和组织核心是各级政府组织，包括党的各级组织等。虽然从上至

国务院到下至乡镇均成立了大量指挥部等临时性组织架构，但从筹划、决策、指挥、执行到监督的全过

程中，实际运作主要还是基于原有的政府组织体系。上节所讨论的四个机制中，政府组织不仅均是具

体机制运作的核心主体，而且也是这些机制中，其他主体能够参与和有效发挥作用的不可缺环节。如

灾后第一时间灾区群众的自救互救，很大程度上还是依从于基层政府或干部的组织。社会部门虽然

捐赠了大量救灾物资，但实际筹集、运送、分发等环节中，都不同程度上依托了各级政府部门。
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还显示出政府组织体系对社会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典型的事例如

在混杂大量不同来源灾民的临时性集中安置点，通过建立临时党支部等临时性组织，就实现了派驻少

量管理人员完成对大量人群的有效、有序管理。再如，仅依靠少量乡镇领导干部就将自行疏散的大量

灾民顺利有序转移回本乡安置。地震后初期，也曾出现局部地方失控的情况，如灾民自行疏散或抗震

救灾工作被拖延，但基本是由于当地乡镇主要领导因伤亡或因交通阻塞滞留在乡镇外而造成，当解决

这些问题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组织能力马上就能恢复，局势迅即就会扭转过来。
更进一步，抗震救灾中灾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往往显示出比地震前更强的组织和控制

能力。例如，为了保证抗震救灾的有序进行，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从全国各地向灾区调集、派驻了大

量特警、武警等部队以维持治安，但除了零星的强制措施外，基本没有发生政府与灾民激烈对抗或采

取大规模强制措施的事件。再如，地震后初期大量自行到灾区参与救灾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大多逐

渐纳入政府管理体系或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帮忙不添乱”成为社会组织自觉不自觉

采取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都超出了灾区基层政府自身的预期。
抗震救灾中一个鲜明特色是大量军队参与救灾，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救灾主力军，但军队在保持自

己独立体系的同时，也是依据政府的组织调动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值得格外重视的是，抗震救灾中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强大组织能力不是一种僵化的自上而下的指

令传达和执行，而具有相当的自组织性。这种自组织性本源上与碎片化威权体制( fragmented authori-
tarianism) ( Lieberthal，1992) 相通，但在应对巨灾背景下，显示出的是基层政府灵活能动地筹集资源、
组织动员社会力量、规避化解制度障碍、解决不可解困难或问题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灾区基层政

府的自组织性是政府部门强大社会组织能力的重要来源。
组织性是一个社会应对巨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经验

就是灾区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秩序性，包括多次涉及上千万灾民的转移安置，都有组织、有秩

序地顺利完成。而有效完成这种社会组织协同工作，基本仅依靠既有的政府组织体系。
第三，以“体制内”为核心路径动员资源。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所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根本因素是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深

厚的经济实力。这些经济实力虽然广泛分散在社会所有角落，但动员这些经济实力却主要以“体制

内”为路径。
所谓“体制内”，是近年来广泛流行的用于描述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特征的一个概念。“体制内—

体制外”二元划分的精髓与艾斯平 － 安德森归纳的三种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特征———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局内人—局外人及“好”服务业—“垃圾”服务业(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2004) ———具有

内在的一致性。体制内即是指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与政权紧密联系并在国家权力中

起主导作用的制度体系，也泛指公务员、国企编制内员工、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及其家属等居于国家管

理阶层的群体。而体制外就是其他排斥在政权之外，不处于主导地位而边缘化的部分及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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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动员了海量的资源，从资源动员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救灾资源还

是来自于政府体系，而专业救援人员、医务人员、直升机等不可替代的资源则几乎全部集中于体制内。
虽然抗震救灾也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如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了 700 亿元救灾资金，而社会捐赠也达到近

700 亿元; 军队和武警部队调集了 14． 6 万人救灾，而深入灾区的志愿者也达 300 万以上; 中央国家机

关所有部门以不同方式参与救灾工作，22 个省向灾区对口支援，而参与救灾的 NGO 也有数百个。①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资源最终怎样支持抗震救灾工作和怎样达到所需要的灾民手中，则发现主流

路径还是在“体制内”。汶川地震后的社会捐赠中，民政部、其他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募集的资

金以及特殊党费总计 379． 33 亿元，占全国募集资金总额的 58． 1%，各级红十字会、各级慈善会等募

集资金总计 234． 53 亿元，占全国总金额的 35． 9%，其他捐助资金也都集中在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募基

金会等机构( 邓国胜 等，2009) 。各级红十字会和各级慈善会均是“官办”社会组织，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参照公务员管理，行政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层级较高红十字会还略有自主性，基层红十字会仍然

属于卫生局下的部门，而慈善会系统自主化程度比红十字会系统更低。因此，社会捐赠的资金主要还

是流向党政部门。对于志愿者，因为最为制度化和便捷的参与渠道，是共青团和红十字会组织，所以

抗震救灾中，共青团和红十字会是最主要的志愿者中转站和管理者。地震后初期，也有不少的个体志

愿者，但他们很快或者陷入难以实际参与救灾工作和缺乏后勤保障等困境而无以为继，逐渐离开，或

者被纳入到体制内管理渠道。各类社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志愿者，但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救灾工作也

严重依赖于各类体制内的路径，并且随着救灾工作的进展，能够留在灾区坚持救灾的社会组织基本都

建立起与灾区政府部门密切的协作关系。对参与汶川地震救灾的社会组织调查显示，被调查 74 家

NGO 中，直接通过灾区或所在地政府部门进入灾区的达 41 家，而其他 31 家通过 NGO 网络或个人社

会关系进入灾区的组织也绝大多数属于间接通过体制内途径。②

以“体制内”为核心路径动员资源总体而言提高了资源动员的效率。如地震后，灾区通讯设施遭

到严重破坏，四川重灾区 8 县下辖 109 个乡镇通讯中断，甚至阿坝州与外界联系一度中断。③ 为了迅

速恢复通讯，中国移动动员了 2 000 多名抢修员工抢修，甚至采取空降等紧急措施在灾区盲点通讯乡

镇开通卫星基站，保证截至到 5 月 13 日 19 点四川省移动电话接通率已达 90%以上; 中国联通投入了

150 支抢修队伍计 3 000 人，截至 5 月 20 日 22 时 50 分，全面完成抗震救灾 10 个重点乡镇的通讯抢

通工作; 中国电信则在 5 月 15 日 13 时 50 分，率先打通汶川与外界的光缆线路。④ 再如为了缓解灾区

救治伤员压力和更好救治伤员，从 5 月 17 日至 31 日，通过 21 次专列、99 架包机以及万余次救护车，

出动医务人员 5 000 余人，从四川地震灾区向北京、天津等 20 个省( 区、市) 340 多家三级医院累计转

运地震伤员 10 015 人。⑤ 期间无一例伤员死亡，也无一病情加重。显然，如果不是“体制内”动员路

径，很难达到这样的动员效率。
总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体制内本身集中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足以迅速动

员支撑有效应对巨灾。在体制外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在巨灾中也能够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动

员，但体制外资源与灾区需求间连接的路径还是依靠体制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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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08 年 5—7 月通过 NGO 交流的信息平台、现场追索询问及新闻报道和
网络查询，追索到 263 家 NGO 参与了抗震救灾。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08 年 5—7 月对参与汶川地震救灾的 74 家 NGO 调查资料。
参见四川省通信管理局统计材料。
参见相关单位总结材料。
参见中国政府网: “截至 5 月 31 日从灾区向全国转运伤员 10 015 人 创造新奇迹”，2008 年 6 月 2 日。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08 － 06 /02 /content_8299851． htm。



以上巨灾共识、以政府为中心组织方式和体制内资源动员路径三个应对巨灾的机制特征更经常

被概括为“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最常见的是用于形容中国学习自苏联和延续自计划经济的竞技体

育体制，由政府体育部门牵头，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以夺取竞技运动的好成绩。进而，举国体制泛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

相关的资源和力量，在超出常规的时间内或正常的发展规律下完成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机制就是救灾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并能够通过政府体系和

“体制内”网络统一集中和动员举国的力量投入到这一目标中。

五、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前文已经强调，巨灾发生前不存在应对巨灾的机制，只有巨灾发生了，国家和社会有了行动，才能

真正显露出这个国家和社会应对巨灾的机制。但显露出的机制虽非事前设计，也必然有其根源。认

识应对汶川地震的机制特征，并不能帮助设计和规定下次巨灾来临时的应对机制，但理解这些机制的

根源，还是会有助于下一次更好地应对巨灾。
1． 巨灾共识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汶川地震后万众一心的巨灾共识并非地震前就存在的，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只有巨灾真正发生

了，才能进入巨灾情景确定自己的选择，并且也不能依据较小灾害下的选择确定巨灾下的选择。汶川

地震前中国也发生过许多灾害，包括 2008 年初南方部分地区雨雪冰冻灾害就是很大规模的灾害，在

可观察到的行为上，并不存在如汶川地震那样的共识。巨灾共识也不太可能在地震后的第一时间就

是所有人的认识，但至少有相当多的人第一时间就认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并立即付诸行动。这些人

包括温家宝总理，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人员，包括许多新闻媒体从业者，包括直接赶赴灾区的志愿者，更

包括大量在网络、短信等新媒体上行动的人们。促使这些行动的缘由有责任、同情、爱心、恐惧等不同

的因素，但核心都可归结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我很重要，因此我的行动对救灾很重要。而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又极大降低了人们采取行动的门槛。于是第一时间许多人，特别是

普通人的行动就形成了足够的强度，并进一步形成社会环境对各类参与救灾行动的认可并促使周围

其他人更积极的响应，而积极的响应反过来又让更多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最终，给予抗震救灾最高

的优先度成为整个社会的巨灾共识。形成巨灾共识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形成的初

始条件就是足够多的人第一时间采取救灾行动，从而使得这样的行为能够形成社会环境促使更多的

人参与救灾行动，而非采取救灾行动的人越来越少。
进一步，为了让下次巨灾时整个社会依然形成巨灾共识，就需要培养、激发和维护人们面对巨灾

时勇于行动的同情心、责任心和信心。
2． 政府在巨灾中发挥中心的组织作用既是责无旁贷，也是惯性依赖

巨灾破坏力的规模决定了人类只有严密地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巨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

国社会曾建立起最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曾经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趋于

瓦解，社会流动性、多元化和原子化不断加剧( 李路路，2004: 10—16; 田毅鹏、吕方，2010) 。如大量乡

村地区基层组织日趋薄弱的现象已经很普遍，基层政府越来越难以把群众有效组织起来。但汶川地

震后，却呈现与常态趋势相反的状况，基层政府普遍显示出卓越的群众组织能力。出现这种情况，一

方面是灾区基层政府和干部面对巨灾，勇于承担责任，敢于站出来组织群众。对北川等极重灾区乡镇

领导的访谈显示，几乎所有乡镇政府面对严重灾情和与上级难以联系的情况，都能够采取果断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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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些严厉措施，组织动员群众救灾。① 另一方面，面临巨灾可怕的破坏力时，普通人会自然服从、
依赖于社会中强大的组织者。不仅政府是社会中最强大的组织，而且人们会本能回忆起原有计划经

济体制下组织体系的高效，因此灾区群众会更自觉服从、依赖各级政府。另外，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组

织体系瓦解过程中，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可替代的组织方式，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社会组织，客观上

组织能力均很孱弱。在汶川地震后，也有大量社会组织等开展许多工作组织人们参与救灾，但在总体

上并不居于主流。
虽然汶川地震背景下，以灾区各级政府为中心将人们有效组织起来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但是经济

体制的转轨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组织方式。应对巨灾的组织体系虽以政府为中心，

但并非完全如计划经济体制一样自上而下的层级组织体系，而有大量自组织的特性，灾区各级政府本

身亦是置身于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组织，它们的组织能力即来自于政府体系自上而下的威权，也包含在

市场下的自组织活力。同时，社会组织虽然不是抗震救灾的组织中心，特别对灾区群众的组织能力很

有限，但是提供了一个替代性选择，在政府较少关注的次要救灾工作或政府未组织到的人群方面，发

挥了弥补政府不足的作用。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体现在它们的自组织能力方面。
进一步，应对巨灾所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政府与市场经济规则中自下而上的自组织间并非完

全冲突，“举国体制”针对短期内应对巨灾的明确目标，仍然依赖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

运行机制。为了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更需要思考如何利用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3．“体制内”已经对社会资源配置具有主导性的影响

“体制内—体制外”二元社会分层最重要的影响是“体制内”对社会交易成本有决定性影响。“体

制内”因素即可以减小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大交易成本，进而通过影响交易成本而扭曲市场资源配

置。而且，虽然“体制内”本身是一种层级化的制度体系，但在运作机制上亦表现为一种社会人际网

络。“体制内”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往往并非由自上而下的指令决定，而是由“体制内”自身的网络结构

决定。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通过“体制内”路径动员资源，总体而言减小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救灾资源

动员的效率。但之所以“体制内”可以减小救灾资源动员的交易成本，主要原因并非来自政府部门自

上而下的指令，而是因为“巨灾共识”的存在。
可以预见，“体制内—体制外”二元社会分层将是中国社会长期内最重要的社会结构特征。相

应，“体制内”为资源动员的核心路径也还将是应对巨灾的核心机制。那么，下次巨灾来临时，“体制

内”是否还能够减小救灾资源动员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动员的效率呢? 恐怕还是主要取决于“巨灾

共识”。

总之，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所显示出的“举国体制”看起来很类似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

模式，但实际上与计划经济体制有根本区别。汶川地震应对巨灾机制的核心是“巨灾共识”下当代中

国政府及“体制内”主导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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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Bei Dao，Wan Zhi and Shi Tiesheng among others，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oday in the years between
1978 and 1980． In contrast to the Scar Literature of the same period，Today dared to face up to absurdity and nothingness in the
deep history． They wrote down calmly the truest，most complicated，vivid and private anxiety in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inclu-
ding their thinking on time，death，fate and dreams，which confirmed the real value of the existence of life by their free choices．

Translation of Being Wang Lu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the word being appears in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verb，noun，participle，etc． ，but its sense stems

above all from its form of verb，which functions first of all as copula． It is impossible that its noun does not have the sense of copu-
la，while its verb does have． Therefore，in the discuss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word being should be translated in to Chinese
not as cunzai，which only means existence，but as Shi，which means primarily copula． And moreover，we should understand being
in the sense of copula and insist on this trans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out for the purpose of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Paths for Inquiry of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From the China-America Academic Conference of Sci-
ence and Religion in Recent Years Zhang Xiuhua

There have been many models of interpretation of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However，how are the models possi-
ble? In present，scholars possess powerful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and try to question and interpret th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recent years，the China-America Academic Forum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embody this academic interest and the-
oretical trend of growth，and the inquiry regar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presents ten paths of researches: path of
destruction for theory of conflict; path of seeking root of culture; path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path of contextualizing; path of recur-
rence of classics and etymology; path of question concerning essence; path of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path of analysis of school;
path of study of individual case; path of practice．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atastrophe: The Experience of Wenchuan Earthquake Shi Peijun，Zhang Huan
Wenchuan Earthquake is the worst catastrophe in China recent 30 years． In general，th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scue in Wen-

chuan Earthquake is very successful． Among them，the most important experience of response catastrophe came from four core mecha-
nisms including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life rescue mechanism，transfer and re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which should b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four mechanisms of Wenchuan Earthquake，this article
sums up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response mechanisms to catastrophe that are the highly unified catastrophe consensus，the rigor-
ous organizing of the whole society centralized by governments，and in-system path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in
the one hand，came from naturally extemporaneous play of China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in the unpredictable catastrophe situa-
tion，in another hand，came from instinctive behaviour pattern of social basic 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urgent and serious threaten．

The Change of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Model: An History Inquiry into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12 Chinas Five-year Plans Yan Yilong，Wang Shaoguang，Hu Angang

The formation approach of Chinas Five Year Plan ( Hereafter FYP)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over the last six decades．
We can identify five models，namely，1) the model of collective decision within the small circle of top leaders ( the 1st － the 2nd
FYP) ; 2) the Mao-dominant model ( the 3rd － the 4th FYP) ; 3) the restored collective model ( the 5th － the 6th FYP) ; 4) the
consultative model ( the 7th － the 9th FYP) ; and 5) the wisdom-pooling model ( the 10th － the 12th FYP) ． The trajectory of chan-
ges with regard to the formation of FYP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olity，a progression toward
mor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 下转封三)

·061·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