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灾后重建 
 

——汶川经验对芦山重建的启示 

史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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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已经过去
五年。五年中，灾区经历了规模宏大且艰苦卓绝的
恢复重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然，五
年的灾后重建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与教训。本文借汶
川地震灾后五年重建历程的回顾之际，对汶川灾后
重建的指导思想做一番梳理与反思，目的是为芦山
灾后重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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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后重建作为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量大
、历时久远的社会工程，必须有清晰、系统的指导
思想（也即重建思路）作指引。不同的重建思路将
带来不同的重建结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指引大
灾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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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控制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实践 
 

 社会控制，是由社会统治理念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
管理的思路，意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
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从本质上看，社会控
制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和超个人性。集中性，是指社
会控制总是集中地反映并服务于特定社会组织的总
体利益和最高意志。超个人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以
某种社会名义,代表某个社会组织施行控制。正是这
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超个人性，使它更有力地控制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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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控制思想运用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即主张由政府完全掌
控灾后重建资源，由政府完全主导灾后重建的一系列计划、
组织、协调和决策。每次大灾之后由于面临的重建任务繁重
复杂，所以以往的灾后重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灾
后重建主要以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人员为主体，少有非政
府的社会组织和人员参与；其二，灾后重建主要通过行政渠
道和行政手段开展，少有社会工作等专业的方法介入；其三
，灾后重建以资金和物质的救助为主，少有咨询辅导、社会
功能重建等方面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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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灾害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举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灾害救助和灾后
重建。中央政府责成经济社会较发达的省和直辖市
，对口援建遭受极重灾害的县或县级市，使得极重
灾区恢复重建所需的经费和物资基本得到了保障。
这样一种以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力量无偿对口援建
一个县级极重灾区的措施，其覆盖的范围和支持的
力度，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以往的灾害救助历史
中少有的，这种做法被称作中国特有的“无缝隙”
救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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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隙”救灾体系凸显了中央和地方政府
抗灾救灾和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的强大决
心，体现了“总体性社会（或后总体性社会
）”制度在集中力量应对突发事件上的优越
性。但是，以政府为主导和以政府为主要力
量的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也使得民间力量
（包括社会团体和个人）和以服务为本的专
业（包括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空间十
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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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由于财政预算和社会捐赠的救灾资源大部
分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又主要通过“无缝隙”救
灾体系发放救灾物资，民间力量取得这些资源的途
径很少、数量很小。在物质性的重建任务压倒一切
的灾区政府和民众面前，民间力量的介入与否，似
乎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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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由于在“无缝隙”救灾体系中，各级政
府承担的灾民安置、物资发放、住房修建、生产恢
复等灾后重建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而且政策性强。
所以，用行政手段推行的各种救灾措施只能照顾到
大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很难满足小的灾民个体和居
民社区复杂多样的不同需求。为了有效实现对灾区
社会秩序的掌控以完成灾后重建任务，一些政府机
构及其人员不希望有太多价值理念和行事方式与其
相左的专业社会团体介入灾区的事务。 

9 



 在上述社会控制理念指引下的灾后重建，汶
川在后重建呈现出以下喜忧参半的局面： 

 ——在“三年任务两年完成”、“五年任务
三年完成”的口号指引下，以住房修建、道
路修筑、生产恢复等物质性建设为目标的灾
区重建任务，以超出常规的速度提前完成，
灾区民众的基本生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
以保障。但是，以重构灾区民众和谐关系为
目标的社会建设的任务完成却相对滞后，经
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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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缝隙”的 “省”与“县”的对口无偿援
建中，各援建地区和单位之间相互攀比与竞赛，集
中人财物方面的优质资源开展项目援建，一大批高
标准、超规格的公路、学校、医院建成，地处西部
的受灾地区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灾区民众享受到
了灾前无法享受的物质生活。但是，超规格甚至超
豪华的设施设备也给灾区民众带来了使用、维护和
管理方面的成本负担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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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省土地资源”、“便于社区管理
”原则指引下，由政府主导甚至由政府包办
的灾区家园重建中，集中连片的住宅楼宇拔
地而起，依土地而建的自然村落变成了集中
居住的居民小区，没有进城的灾区民众过上
了“楼上楼下”的“类城市”生活。但是，
由“抽签”、“抓阄”确定的居住格局和邻
里关系，打破了长久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支持
网络，习惯于“散居生活”的村民在“类城
市”环境中生活处处感觉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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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一管理和使用救灾资源”的说辞下，政
府对于各级财政拨付的救灾物资实施严格掌控，基
本用于物质性的灾后救济和对口支援的重建项目；
对于慈善性的社会捐助物质，也授权由少数几个具
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统一募集和使用。这
样的财物管控方法，一方面，避免了救灾物资的私
自挪用和浪费；另一方面，却也使得除政府部门之
外的社会组织开展的救助活动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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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持灾区生产生活有序及社会安宁”的理
由，以及“加油不添乱”的规范要求下，政府对于
来自省内外、国（境）内外的社会志愿性救灾团体
及其活动实施较为严格的审核与“准入”制度。这
样做法的结果，一方面，保持了政府对于灾区社会
的有效掌控；另一方面，却也失去了促成政府、社
会组织与民众个人共治局面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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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治理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探索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
、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
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
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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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控制相比，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 

 第一，行为主体由一元变为多元。社会控制侧重政
府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强调政府是社会管理
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而社会治理则强调合法权力
来源的多样性，认为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组织、企
事业单位、社区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同样具有参与
决策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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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政府行为由包办变为引导。在“为民做主”
的理念指引下，社会控制很容易表现为“做人民主
”，政府往往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
会事务；而社会治理理念则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
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政府不再包办一切，而是致
力于引导各种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
共同承担社会管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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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权力运行由单向变为双向。社会控制的权力
运行依循自上而下的方向，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
，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行政手段，对社会公
共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则是一个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
谈判协商、对话合作、沟通交流、相互认同和确立
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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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相互关系由从属变为合作。在社会控制格局
下，除了政府被赋予管理社会的职能外，其他社会
组织和公民个人都被看作是控制行为的对象，政府
与民众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而社会治理则强调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拥有参与
社会管理的同等权利，在社会治理格局下，政府与
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之间是“平等”、“合作”、
“相互监督”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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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治理过程由短期变为长期。在社会控制视野
下，政府行为目标侧重于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任务；而在社会治理视野下，行为主体
更看重社会基本要素的培育，其中包括社会组织体
系的发育完善、公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和能
力的增长、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的形
成、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交往互动方式和机制的磨
合等。而这些社会基本要素的培育，绝不是依靠“
大跃进式”的社会动员即能奏效，需要通过长期、
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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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实践看，社会治理的
重建思路虽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世界
性的“行政改革”与“政府再造”潮流影响
下，尤其是在党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参与
灾后重建的各级政府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
动地经历着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职能的
转换，再加上四川灾后各类社会组织的介入
与坚持，社会治理的重建思路在四川灾后的
特定地区、特定项目和特定人群中有了初步
的实践和探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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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口援建四川都江堰的上海市政府，组建四支
社会工作专业队伍，进驻四个灾后临时安置板房区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与社区组织及居民一起，
通过召开“巷巷会”、制定“和谐巷公约”、推动
“火凤凰计划”等措施，营造出多方参与建设灾后
家园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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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口援建的两地政府支持下，中山大学和香
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师生在震中汶川映秀镇创建了
社会工作站，并深入汶川重灾区草坡乡等地开展专
业服务。在草坡乡政府支持下，社工与当地村民参
与设计、施工和精心准备，将“汕头援建指挥部”
公共建筑打造成集“乡村旅游”和中国农村社会工
作培训基地为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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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口援建四川理县的湖南省政府，将社会关系
重建纳入灾后援建规划，出资支持长沙民政职业学
院社会工作师生，在理县创建“湘川情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深入汉族和羌族等村寨，提供的专业服
务覆盖理县近百分之十六的人口，促进了民族团结
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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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李嘉诚基金会与民政部救灾司合作开展的 
“5.12地震极重灾区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灾后社
区重建项目”，将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综合性
恢复重建模式及国家级重建项目示范点为目标，推
动建立政府主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社区
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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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合作的“希望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
在受灾地区教育部门及学校和家长配合下，在四川
广元和德阳两市的九所中小学开展三年专业服务之
后，又由广元市利州区以政府购买的形式，支持专
职社会工作者注册成立“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继续为灾区民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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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州通济镇大坪村村民通过参与式规划，将自
然村分成五个自然组合的居住点，将生态旅游作为
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方向，并积极培养乡土建筑师
，就地取材，利用本乡生产的木材，结合当地资源
条件修建生态住房，倡导家庭使用环保厕所、沼气
灶；帮助农民开展刺绣、生态养殖、种植等农业生
产，为绿色生态产品找到出路；将村民民主参与的
方式融入到项目开展中，村里所有重大公共决策都
通过村民讨论，特别强调重建中的文化因素，把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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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典型经验可见，社会治
理的理念与方法已经在部分地区、部分项目和部分
人群中得到传播和探索，这些做法集中体现了社会
治理的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政府部门作为最终的责任主体，在灾后重建中
发挥组织、协调与提供资源保障的主导作用； 

 二是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
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灾后重建事务，形成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机制； 

28 



 三是社会工作团体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着链接社会资
源、倡导社会公平、强化社会网络和改善社会环境
的专业作用； 

 四是灾后重建已经从侧重住宅、厂房、校舍、道路
等物质性的设备设施建设，扩展到重视民众心理健
康的维护及社会关系的重建； 

 五是在政府支持及专业团体帮助下，灾区民众自组
织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纷纷通过联合与结社的
形式面对与解决共同关心的社区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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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芦山灾后重建：从社会控制走向社会治理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 

 通过综合性的评估、宣传教育和制度建设，建立起一个以基
层社区为基础的全民性减灾防灾体系，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
应对突发性的各种灾害，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从物质
、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着眼与着手，恢复、改造和重建一个
生产运行正常、物质丰富充裕、公民心理健康、社会组织健
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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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致上述目标，社会控制的理念与方法显然是不
适用的，必须在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上实现由社会
控制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首先，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必须在执政理念和方法上
实现大的转变，充分认识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
已经不能靠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已经不能单靠自上
而下的行政命令就能奏效，而要发动和依靠更多社
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共同参与，在与其他社会管理主
体的协商合作中才能达到善治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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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广大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联系和动员各自所
属社会成员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的作用，协同政府
一起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在政府执行的社会政策
只能照顾到大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以及只能满
足大的社会需求的同时，通过社会组织的资助运行
来满足小的社会群体及公民个人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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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广大社会公众要摆脱凡事依赖政府的心理状
态，真正发挥社会主人翁的作用，积极参与社会事
务的决策和实施，在遵循社会规范、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的同时，善于表达自身意愿及满足自身利益。 

 总之，要按照社会治理的思想指引，在灾后重建阶
段的社会建设中，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理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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