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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考 2008年1月10日左右，当南方各省下起第一场大雪时，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今冬的雪强度会这么大、持续时间会这么

长、危害会这么严重，起初人们甚至很欣喜，因为多年都没

见到这么大的雪。然而当人们意识到灾害的严重性时，已经

错过了最佳的救援以及应对时机，一场雨雪冰冻灾害最终让

全社会措手不及。过于依靠常规经验判断异常天气，对超规

模冰雪的麻痹大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此次自然灾害影响的

蔓延。 雪灾破坏了南方大量电网，因为这次罕见的雨雪冰冻

气候超过设计标准，很多高压电塔因负载过重而纷纷倒塌，

湖南、贵州等地的电网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没有

可替代的应急供电方案 此外，南方地区的地下水管质地脆弱

且埋得过浅，很多水管冻裂，居民生活用水无法得到保障；

南方很多省市连专业的除雪除冰设施都没有，人们依靠简陋

的铁铲、撬子等工具一点点地打碎厚厚的冰层，除雪效率低

下致使路面受阻情况迟迟得不到缓解；南方大多数司机缺乏

雪地行车的经验，导致交通事故频发；雪灾还使得物资供应

空前紧张，肉类、蔬菜等价格出现较大规模的涨幅，煤电供

应频频告急，取暖设备一时间被抢购脱销⋯⋯ 这些都暴露了

我们防灾意识薄弱、对灾害形势估计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尚

不完善等弱点，很多职能部门也没有及时启动应对措施，初

期甚至抱有侥幸心理，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没有做最充

足的准备。 分析：2008年初雪灾影响扩大的原因主要有：首



先，灾害发生在南方各省，我国南部地区因气候较为温暖，

缺乏应对强降雪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与春运特殊时期重

合。恶劣天气更给今年春运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再者，

在此次灾害中受影响的京广铁路以及京珠高速都是我国主要

的南北交通干线，承担着运送大批旅客的艰巨任务；另外，

受灾严重的广东省是我国输入农民工最多的省份之一，春节

期间有大量外地务工人员需要返乡。 材料二：灾难关头，渴

望信息光明 整整12天被围困在“冰雪孤城”中的特殊经历，

将长久地印刻在湖南郴州市民心里。家住北湖区的张晓刚回

忆，雪灾中他最感动的是当地政府部门送给他一台小收音机

。他说，“当信息渠道中断时，那种孤独和茫然，比停水停

电带来的生活困难更可怕。” 及时了解灾情信息和救灾进度

，成为应对重大灾害的“减压阀”。在最艰难的时候，成千

上万的灾区群众从报道中了解到中央领导同志赶赴一线指挥

抗灾的行踪，了解到人民子弟兵与冰雪搏斗的壮举，他们因

此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信息公开、畅通、及时，是这次抗

击雪灾成功的经验之一。为吸取美国、加拿大特大雪灾教训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国务院应急办在2007年12

月11日就发出了开展暴风雪应对准备工作检查的紧急通知，

组织有关地方和部门，针对薄弱环节加强整改。此后，随着

天气形势变化和灾情进展，自2007年12月19日至2008年1月21

日，连续发出5个预警和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一些重要

工作部署在中央门户网站上陆续公布。 信息公开的背后是大

灾考验催生的执政新理念。在抗击非典关键时刻，党中央、

国务院正是从信息公开入手，采取果断措施，扭转了被动局

面。此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及时地将有关信息传达给公众



、在积极引导舆论中组织和动员群众，成为我国应对突发公

共危机的通行做法。 分析：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

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党的十

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然而，要使这一理念深入人

心，尚需努力。特别是在这场历史罕见的灾害应对中，信息

及时公开尤显重要。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的新起点。及时、准确地发布

信息，将是考量政府是否忠实履行职责的重要标准。 材料三

：应急联动体系建设 从最近发生的几次灾害看，无论是雪灾

、地震，还是洪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了救灾应

急指挥部；中央和地方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并调集全国力

量全力救灾；而且国家领导人还亲赴救灾第一线。中国政府

的应急反应工作是快速的、透明的，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正在稳步提高。然而，这几次灾难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 “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系统，都有自己的预案，都各自为政

。”一位参与过汶川救援工作的应急工作人员称，灾难发生

后，他们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但是发现救灾需要地理、医

疗、水、电等专业机构的数据支持，然而，各机构间却缺乏

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快速响应机制。 “几经周折我们联系到地

质部门的应急系统工作人员，但他们说已把我们的请求上报

有关上级部门，我们没有权限，所以暂时不能调运他们的数

据。”这位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的一线工作人员感慨道，直

到上级政府部门应急指挥中心赶赴一线协调后，各部门的屏

障才得以打开。“这耽误了多少宝贵的救助生命的时间啊！

” 那位一线救灾工作人员痛心的说。 “我们也想把数据拿出



来共享，和其他部门合作开展工作，但是部门间条块分割太

严格，各种条款限制的又太多。”一位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

工作人员无奈的说。 尽管各地政府部门有应急预案，也做了

灾备，但在受到自然灾害物理打击和断路、断电、断缆影响

下，各受灾地区通讯几乎大面积停滞，数据备份更是几乎蔑

视殆尽，而且即使是要害部门的业务连续性更是无法保障。

这突出说明目前我国应急预案和灾备的不足和脆弱。 分析：

反思今年抗雪抗震救灾的教训，不难发现条块分割、利益多

元的弊端。突发事件来临，由谁来提出处置动议？谁来整合

跨部门、跨区域的应急预案？遇到人事变动，岗位责任制如

何落实？这一连串疑问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在雪灾之初，应

急工作不到位的事实：个别公路收费站全然不顾已经排起长

龙的车队，人为增加道路拥堵；有的区域和行业间应急预案

，衔接不畅；基层应急部门没有应急状态下组织指挥的职责

，眼看着错失抗灾良机⋯⋯如何加强组织协调以增强综合减

灾能力已成为今后应急工作的一个重点。 材料四：沙尘暴 沙

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

尘物质吹起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小

于1km的严重风沙天气现象。经统计，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

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90

年代初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

失愈来愈重。2002年3月18日到21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围

最大、强度最强、影响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沙尘天气过

程袭击了我国北方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影响人口达1.3亿

。从1999年到2002年春季，我国境内共发生53次沙尘天气，其

中有33次起源于蒙古国中南部戈壁地区。 作为我国西北地区



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沙尘暴可造成房屋倒

塌、交通供电受阻或中断、火灾、人畜伤亡等，污染自然环

境，破坏作物生长，影响交通安全，给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

的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

如1993年5月5日，发生在甘肃省金昌、威武、民勤、白银等

地市的强沙尘暴天气，受灾农田253.55万亩，损失树木4.28万

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36亿元，死亡50人，重伤153人。 

分析：治理和预防沙尘暴的措施：1、停止对自然资源的掠夺

式开发，把环境保护提到法制的高度上来。2、保护和恢复林

草植被，建立以植树造林为主的生态屏障，防止土地沙化进

一步扩大，尽可能减少沙尘源地。3、因地制宜制定防灾抗灾

救灾规划，完善区域综合防御体系。4、控制人口增长，减轻

人为因素对土地的压力。5、加强科普宣传，提高人们的环保

意识。 6、与蒙古国建立长期合作防治沙尘暴的计划框架，

减少境外沙源对我国的危害。 材料五：地震 1、北京时

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北纬31度，东

经103.4度）发生8.0级地震。中国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均

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其中以陕甘川三省震情最为严重。泰国

、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地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四川地震灾区，现

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截至2008年8月11日12时，四川汶川地

震已确认69225人遇难，374640人受伤，失踪17939人，抢险救

灾人员已累计解救和转移1486197人，共救治伤病员3663816人

次，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96538人(不包括灾区病员人数)

。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157.97万顶、被子486.69万床、

衣物1410.13万件。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活动板房)已安



装638500套，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644.04亿元。 2、

我国历史上几次较大的地震：2001年11月14日青海昆仑山地

区(8.1级)；1999年9月21日台湾花莲西南地震（7.6级）；1976

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地震（7.2级）；1976年7月28日河北

唐山地震（7.8级）死亡24万人；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地震

（7.4级）；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7.3级）；1973年2

月6日四川炉霍地震（7.6级）；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地震

（7.7级）；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地震（7.4级）；1966年年3

月8日至29日河北邢台地震（7.2级）；1950年8月15日西藏墨

脱地震（8.6级）；1920年12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海原

县地震（8.5级）死亡23万人；1556年中国陕西华县地震（8.0

级）死伤达83万人。 分析：防震减灾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

完善预防措施。加强地震监测网络建设，不断提高防震减灾

综合能力。(2)加强对重大建设工程和一般民用建设工程的抗

震设防监督管理工作，提高城市和农村住房的防震抗震能力

。(3)健全紧急救援系统建设，提高地震应急反应能力。(4)广

泛宣传动员，普及防震抗震知识，提高人们的避险意识。(5)

危急时刻保持生命求援线通畅。(6)个人也应当有一定的应急

储备。(7)尽快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巨灾保险制度。材料六：台

风 虽然没有像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所造成的损失那么惨重，然

而从2005年7月中下旬开始，“海棠”、“麦莎”、“泰利”

、“卡努”强台风接踵而至，连续袭来的台风造成大量水利

设施以及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农林牧渔业、

工矿企业停产，公路、桥梁中断，房屋倒塌。据浙江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公布的数据：四次台风共造成浙江直接经济损

失251.5亿元。对于受煤、电、土地等要素制约，正处在经济



增长调整期的浙江经济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2005年5月初

，台州温岭的果农张初亮与当地两位村民合伙承包了数十亩

大棚，打算种上市场行情看好的“麒麟瓜”，放手一搏。在

接二连三的台风侵袭后，他的瓜果园化为一片废墟，损失至

少10万元。而养殖业所受到的打击则更大。瑞安一家青蟹养

殖场的负责人潘志友告诉记者，“麦莎”带来的暴雨一夜之

间淹没了他开的两个池塘，等水下去后，池子里面的青蟹逃

得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在奥康集团行政部负责人周威

的脑海里，1999年的那场台风才是他最难忘的，他甚至清楚

地记得那天是9月4日。“当时因为经验不足，而台风来得又

特别猛烈，伴随着暴雨，公司的厂区全被大水淹了，机器设

备和大部分成品都浸泡在水中，损失估计有近千万元。” 据

温州商会和下属各行业分会、协会以及鞋革协会等组织不完

全统计，4次台风期间，给温州的各种企业带来的损失估计

为40亿-60亿元。 分析：应急反应考验政府行政能力，它促使

政府提高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台风的监测和预报，是

减轻台风灾害的重要措施。利用气象卫星资料，可以确定台

风中心的位置，估计台风强度，监测台风移动方向和速度，

以及狂风暴雨出现的地区等，对防止和减轻台风灾害起着关

键作用。当台风到达近海时，气象部门根据所得到的各种资

料，分析台风的动向，登陆的地点和时间，及时发布台风预

报，台风紧报或紧急警报，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介为公众服

务，同时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发布台风预报或紧报是

减轻台风灾害的关键举措。 材料七：洪涝 洪水灾害是我国发

生频率高、危害范围广、对国民经济影响最为严重的自然灾

害。大约2/3的国土面积存在着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洪水灾



害，全国6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40%的人口，35%的耕地

，600多座城市，主要铁路、公路、油田以及许多工矿企业受

到洪水灾害的威胁，防洪重点是东部平原地区。据统计，20

世纪90年代，我国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2000亿元人民

币，仅1998年就高达2600亿元人民币。水灾损失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在1%～4%之间，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0

～20倍。 1950年7月，淮河大水，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

所罕见；1954年7月，长江、淮河大水；1963年8月，海河大水

；1975年8月，河南大暴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灾

情极为严重，2.5万人死亡；1985年8月，辽河大水；1991年，

江淮连降大到暴雨，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1998年的长江

、嫩江、松花江洪涝灾害；2003年6至7月，淮河流域连降大

雨，发生了超过1991年的大洪水，皖、苏等省沿淮地区遭受

严重的洪涝灾害。 2008年6月，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

部降下大到暴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部

分地区引发严重的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造成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南

方9省份不同程度受灾。截至2008年6月14日，共造成1787.4万

人受灾，因灾死亡71人，失踪13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27.4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50.2千公顷；倒塌房屋5.6万间；直接

经济损失106.1亿元。 分析：1998年夏，一场罕见的特大洪灾

几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当年全国共有29个省区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3004人，倒塌房

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6亿元。灾害是不幸的，可

幸的是那场洪水激发了人们对于天灾人祸的思考。痛定思痛

，反思历史，对于导致洪水肆虐的各种主客观原因中，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把破坏大自然当作生财之道带来的严重后果，

国家也从此下令禁止在江河流域砍伐树木。 材料八：北京“

逢雨即堵”考验市政应急机制 对于北京这样一座拥有1500多

万人口、200多万辆机动车的特大型城市，几乎每一场大雨都

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检验着这个城市的市政设施、交通运输

、应急处置能力。 7月31日一早，一场倾盆大雨袭击京城。上

午7时30分，北京丰台区的马家楼桥至花乡桥中间的京九线铁

道桥下已是一片泽国。主、辅路双方向均因积水已经无法通

行，铁道桥下方向西300米处全部积水，最深处接近1米。交

通部门被迫对双方向的交通进行管制。如注的暴雨中，更严

重的交通拥堵出现在机场高速路。因机场高速路双向交通中

断了3个半小时，机场路上的车辆排成15公里的长龙。大雨时

，以积水地区为中心，受阻车辆排起了长龙，它所带来的连

锁反应是更大面积的拥堵。 针对气象部门发布的普降大雨的

预报，北京交管部门提前制定了雨天交通秩序维护方案，充

分做好应对大雨的准备，并根据雨情迅速启动雨天交通保障

措施。但要真正解决拥堵，光靠交管部门疏堵是不够的，必

须抓源头，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积水问题的长效机制。 

分析：7月下旬8月上旬是北京的主汛期，北京全年60%以上的

降水都集中在这一时段。每年大雨降临时，尽管北京市政府

各部门采取了多种积极、有效的措施，但散布全市、严重影

响交通的积水路段，仍令人质疑目前北京城市雨水排水系统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大中城市若想在大暴雨来临后能及时应

对，其根本的保证，一是高标准的城市排水系统和雨灾应急

处理设施，二是常态化、制度化、标准化的建设、管理和监

督机制，尤以后者更为重要。和其他自然灾害相比，暴雨是



常见天气，自然应当以常态化的相关制度加以应对。 材料九

：“透视”雪灾：代表委员建言提高抗灾保障能力 全国人大

代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硕士生导师余敏辉说，非典过后，

国家完善了全国疾病防控体系；洪涝旱灾年年频发于华夏大

地，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较早成立了各级防汛

抗旱指挥部。几十年一遇的冰冻灾害，应该推动我们以法律

手段建立灾难预警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豪吉集团董事长严

俊波说：“当大雪突降南方地区时，我发现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是兴奋，鲜有人考虑到一场灾难的到来，因而，也没有进

行抗灾准备工作。” 来自抗雪灾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庆

市委书记朱读稳深有感触地说，这次雪灾除信息发布前瞻性

不足外，有关部门在救灾中联动性也有欠缺。他举例说，在

雪灾期间，交通部门和交警部门对高速公路是否放行有时存

在不同观点，这就需要一个协调和应急联动机制。 全国政协

委员、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邵秉仁建议，此次雪灾暴露出的

问题表明，国家对灾害性事件的反应灵敏度不高，同时在处

置预案上存在不足，应当成立常设性应急机构。 余敏辉说，

这次电力设施在雪灾中损失很重，这主要是南方供电线路设

施设计的抗雪标准过低。国家要适当调整相关行业的抗灾标

准，增强基础设施抗灾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水利厅

厅长纪冰认为，完善关系到社会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时

候是不需要计算成本的。应对重大自然灾害迫切需要加大涉

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分析：2008年春节我国南方发

生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给群众

生活带来很大困难。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

从这次特大自然灾害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对现代条



件下自然灾害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灾区

代表委员带着对抗灾减灾的思考和建言来到两会会场，给我

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材料十：有大灾无大害重庆经验

值得重视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2月12日，冰雪灾害已造

成1111亿元直接经济损失，并致107人死亡。大量损坏的输电

线路需要维修，大量倒塌的房屋需要重建，大量冻坏的庄稼

需要整理⋯⋯随着各地天气的逐渐转好，广大南方地区进入

了灾后重建的重要时期。 损坏的输电线路、倒塌的房屋、冻

坏的庄稼当然需要关注，但是灾后重建中更要高度注意的是

要大力提升抗灾害能力，以便将来出现类似险情时，能够科

学应对，把损失降到最低。 这场冰雪灾害酿成一场重大的日

常生活危机，充满不确定的自然力的难以估计性，当然是重

要因素。与此同时，人对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在硬件设施和

软件机制上的准备不足，也不可忽视。由于南方地区不像北

方地区那样与冰雪常年相伴，在输电线路、交通设施、水电

管道等方面，普遍是以温好气候条件为前提来建设。这让异

常冰雪天气，找到了可乘之机。 在冻雨和暴雪造成的损失面

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因此而尤其重要。事实上，在同样

的自然灾害面前，南方不同地区的表现有着明显差异，并不

是所有地方都造成了惨重损失。 新华社2008年2月15日报道，

同样暴雪成灾的重庆市，就没有发生电网瓦解、大面积停电

和抢险救灾人员伤亡事故，实现了有大灾而无大害。重庆市

所属区县山地林立，却在雪灾中表现良好，主要与两个因素

有关：一是硬件设施建设过硬。重庆市部分电网，在2005年

渝东南黔秀线发生覆冰灾害后，提高了设计和修建标准，即

从30年一遇的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这使重庆电网承受冰



雪积雪的能力大大增强。二是在抢修损坏电网过程中，应对

措施得法，讲科学不蛮干，从而避免了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的

人员伤亡。 重庆的经验表明，只要平时未雨绸缪，危机时决

策正确，自然灾害的不良影响，还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的，而临时抱佛脚，事发时才采取即时措施，难免会被自然

灾害所缚。 分析：在灾情尚未出现时就早做预计，并因此提

高输电线路等的设计和建设标准，虽然表面上看增加了开支

，花了“冤枉钱”，但从长远来看，却能在灾害发生时有效

减少经济损失和社会恐慌，实际上是以较少的投入避免了较

大的损失。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自然灾害，要学会的，正是

算大账而不是算小账。重庆未雨绸缪预防灾害的经验，正是

南方多数地区在雪灾中应该学习的地方。 "#F2F7FB"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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