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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social stability and 
order is often seriously threatened by urban flood 
disasters, a four dimensions model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urban flood disaster social risk 
amplification in Chinese transforming society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then we analyzed the 
amplific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flood disaster 
risk. Besides, we studie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urban flood disaster risk evolving 
from individual risk to group events and then to 
social risk. Furthermore, we applied the 
amplificatio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to the 
case study of Zhejiang Yuyao flood social risk. 
Finally, some advices are put forward to respond 
to urban flood disaster risk. 
Keywords: Urban flood disaster; So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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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发生后社会稳定与秩序

受到严重威胁问题，本文利用风险的社会放大

理论构建了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特大内涝

灾害社会风险四维放大模型，分析了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风险的放大机制，并在此基础了研究

了城市特大内涝灾害风险如何由个体风险演化

为群体性事件，进而演化为社会风险的机理。

此外，将风险的放大机制和演化机理应用到浙

江余姚城市特大内涝社会风险案例剖析中。最

后，提出了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应对建

议。 

关键词：城市内涝灾害；社会风险；风险放大；

演化机理 

 

1.引言 

近年来，随着台风、暴雨等极端气象灾害

频发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内涝已成

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2011年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对全国 351 个城市内涝情况进行调

查，发现 2008 至 2010 年间多达 62%的城市遭

受不同程度内涝[1]。另据民政部统计 2013年我

国各类自然灾害中城市内涝灾害影响尤为突出 

[2]。这些灾害不仅直接导致了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同时也给受灾群众带来了深远的心理影

响[3]。此外，Tierney K J[4]认为灾害会经常伴

随着社会团结和社会冲突问题，而且性别、种

族等不平等问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冲突。Nel P

和 Righarts M[5]对 187个政治单元（political 

units）1950-2000年间的统计资料分析发现，

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暴力冲突事件风

险，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混杂、不平等问题突出

的中低收入国家。针对自然灾害是否会引发政

治不稳定性，Omelicheva M Y6]运用冲突模型进

行探讨发现，政治体制特点和危机应对能力起

决定性作用，自然灾害在有社会冲突的国家往

往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催化剂。Hsiang S M[7]

也用定量研究证明了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存在

一定关系。人类对气候引起的压力事件的反应

往往表现为示威抗议、社会骚乱、政治攻击及

国家镇压（state repression）等形式[8]，严

重冲击着社会的稳定与秩序。2013年浙江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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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市受“菲特”台风影响，遭遇特大内涝灾害，

引发了物资哄抢、警民冲突、围堵市政府等群

体性事件，对当地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构成了

重大潜在社会风险。 

目前许多学者对城市内涝问题的现状、形

成原因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认为

城市内涝问题是城市建设不合理的后果，提出

的应对措施多是如何减小内涝灾害发生次数
[9-11]。但这些研究仅分析了城市内涝的形成原

因，缺乏特大内涝发生后对社会稳定与秩序等

社会深层次影响的研究，更少有学者研究城市

特大内涝灾害从自然灾害放大为社会风险的机

制和路径。 

此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

的社会制度与规范失效，而新的社会制度和规

范尚未成熟，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12]，社会

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

阶层分化严重，容易引起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

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在一定突发事件的诱发下

会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13]。中国社会转型使

得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叠加效应，转型本身就

是风险之源，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特征。而城市

特大内涝灾害的发生给弱势群体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和心理压力，会激发他们的不满情绪，产

生一些过激行为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交叉耦

合，对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会构成巨大威胁。而

且中国社会转型是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没有

的，具有浓厚的中国社会本土特色，已有的国

外社会风险的研究并不能有效分析中国社会转

型背景下的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同时

很少有研究探讨社会转型风险与城市特大内涝

灾害风险如何在互动中实现风险的放大与演

化。为此，有必要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

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与演化机

理，为有效阻断或控制局部性风险演化为社会

危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传统风险分析中最复杂的问题是一些被技

术专家评估为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经常

会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等产生

一系列影响；而技术专家评估为较大的风险却

不受关注。针对这一问题 Roger E.Kasperson

及其同事将风险的技术评估与心理、社会、文

化等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

大基本框架[14]（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SARF）。 

该理论认为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群

体的行为和文化会与风险事件相互作用，这种

社会相互作用会加强或减弱有关风险的信号及

行为反应，导致风险事件产生次级影响。这些

次级影响远远超过了风险事件对人类或环境的

直接影响，会波及到其他领域和地域，导致更

为广泛的“涟漪效应”。此外，每级影响不仅对

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还可能引发新风险甚至会

阻碍风险应对。Kasperson 将这种现象描述为

风险的社会放大，并用图 1所示的框架说明了

风险社会放大的过程。 

 

图 1.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 

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开始于风险事件，人

们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心理机制对风险事件进行

选择性解读、加工并传播给其他社会群体，社

会群体根据接受到的风险信息进行评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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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为反应。以上过程中信息的传播和社会

群体反应是导致风险社会放大的两个主要阶

段。信息传播过程中有关风险信息的报道量、

信息的争议度、信息的戏剧化程度、信息所包

含的象征隐喻和沟通渠道将会通过两个途径放

大风险：一是改变个体和群体接受到的风险信

息；二是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过滤。社会响应机

制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放大风险：一是个体简单

的风险反应；二是社会群体和政治群体观点影

响后作出反应；三是根据风险信号值做出反应；

四是污名化现象下的评估和反应。  

SARF 解释了风险事件在社会相互作用下

被社会群体关注或忽略的原因，目前已广泛应

用到热浪、火山云、森林火灾等
[15-17]风险事件

放大或缩小的研究中，为研究城市内涝灾害社

会风险放大奠定了理论基础。 

                                              

3.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 

3.1.基于 SARF 的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

四维放大模型构建 

城市内涝灾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一般没

有直接负责人，但当伤亡人员较多、基本生活

条件严重破坏时人们就会抱怨预警信息不准

确、不及时和政府部门救灾不力,甚至做出非理

性行为,如群体上访、围攻政府等，这些行为又

会作为一种风险信号被更多社会群体所感知

到，产生 Kasperson所描述的涟漪效应。由此

可见，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事件在各种社会因素

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影响会远远超过灾害本身对

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直接伤害，有可能演化成为

群体性事件甚至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危机，

是一种典型的风险社会放大。Kasperson 所构

建的 SARF 能够简单阐述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

会放大的两个维度：信息传递和公众反应。但

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政府是应对灾害事件的

主体,完全承担了灾害信息的发布、灾害救援及

灾后补偿工作，作为单一主体应对灾害事件模

式基本没有变
[18-19]，受灾群众主要依赖于政府，

对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受灾

群众的风险认知水平，进一步决定了群众的风

险行为。因此，政府这一特殊组织是我国风险

社会放大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有必要单独

分析其对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放大的作

用机制。 

另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环境，具有高

脆弱性和风险性社会的特征，一些弱势群体应

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同时面临健康、生存、

食物冲突等各种风险事件，Scheffran J
[20]认为

如果气候变化增加人们已经面临的风险，气候

变化就会增加人道危机甚至激发潜在冲突，使

得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从一种自然灾害演化为社

会风险事件。同时，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群体对

各种风险事件具有敏感性，灾后处于相同的环

境，容易达成心理共识，社会冲突发生后社会

群体容易以集体化、规模化的形式对抗，导致

风险的叠加与集聚放大。由此可见，我国社会

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不仅是城市特大内涝社会风

险爆发的肥沃土壤也会与其在互动中实现放

大。所以，社会转型环境是城市特大内涝灾害

放大与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需要进一

步探讨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因此，本文根据

SARF，结合以上分析的中国政府应急模式和中

国转型的特点构建了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的四维

度的社会风险放大模型如图 2所示。 

 

 

 

 

 

 

 

 

 

 

 

图 2. 中国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维放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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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压力感。根据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城

市内涝灾害使受灾群众有较大的生存及心理压

力，受灾群众处于一种悲伤、无助的状态下，

在这种状态下个体在生理上会有呼吸急促、警

惕性提高等症状，这将作为一种风险信号被个

体意识到，个体对灾害往往会评估为较高的风

险。在高风险认知下，个体行为会失去理性，

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有些受灾群众情绪

比较激动很容易和别人争吵，甚至会有肢体冲

突；有些人因不能及时得到救援物资而进行哄

抢、对政府救灾不满而产生抱怨情绪。综上所

述，极端气象灾害发生会使个体面临生理、情

绪和行为风险
[3]。 

第二阶段：个体风险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根据 SARF，社会群体的行为反应将会产生

风险的第二轮放大，导致一些个体事件演化成

为群体性事件。这是由于灾害发生后个体事件

的发生往往是受灾群众对自身安危和切身利益

诉求的结果，受灾群众之间很容易产生情感共

鸣，盲目地加入到小规模集群行为中。此外，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利益诉求一般包含了对政府

救灾能力的巨大社会信任，并且根植于我国特

定的社会转型背景中，新的利益诉求和历史长

期积累的隐患交织在一起。如果政府救灾不力，

受灾群众往往会有抗议、群体性上访等过激行

为。这些过激行为经过信息传播过程的加工和

放大，风险事件就会放大，被更多的直接利益

相关者和潜在相关者所认同，并作为社会转型

时期已有社会矛盾的“点燃剂”，将局部的个体

风险转化为群体性事件。 

第三阶段：群体性事件演化为社会风险 

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短时间内参与人

员情绪比较激动、其行为失去约束性，往往会

做出过激行为或违法行为。如果政府只是利用

警力和警械对参与人员进行管制的话，人的生

命安全受到威胁而得不到保护，人们就会更加

愤怒，采取更极端的行为，甚至会产生暴力冲

突。这些行为对当地的社会稳定与秩序构成巨

大的威胁，导致公共信任制度和应急管理机构

应急能力满意度和认同度的急剧下降，引起社

会群体风险认知和风险态度的长期变化，社会

秩序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一般会产生较大的社

会和政治压力。此外，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次级

影响又将作为一种风险信号被更多社会群体感

知到，产生更高级的影响。这种“波及效应”

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其他领域甚至国际范围。 

 

4.菲特台风造成浙江余姚特大内涝社会风险

放大与演化案例剖析 

我国是城市内涝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

一，为了研究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与社会风险的

演化关系，本文对菲特台风造成的浙江余姚特

大内涝进行了相关分析。2013 年 10 月 7 日第

23号强台风“菲特”在福建省登陆，让多地饱

受洪涝之苦，其中浙江余姚受灾最为严重，遭

遇了百年罕见降雨，70%以上城区受淹，受灾人

口 832870 人，房屋受损 25650 间，转移人口

61665 人，余姚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 69.91 亿

元
[26]。救援物资、食物和饮用水连日短缺，受

灾群众饥肠辘辘、难以忍耐，受灾群众小章购

买救援物资不成便开始抢，然后从口头争吵变

为肢体冲突，将皮划艇上的 30箱饼干散落在水

中，周围的人一哄而上，将物资全部抢走[27]。

在这特殊时期，身为抗灾总指挥的毛宏芳却发

表冷血言论称“灾难期间，能吃上就不错了”，

自夸抗灾表现 60 分。11 日余姚民众因指责当

地电视台粉饰灾情，将采访车围堵，多辆警车

被砸坏并掀翻。10 月 15 日余姚近万市民在市

政府门前聚集，不满意当局救灾力度、抗议官

员为粉饰太平而发表荒谬言论，要求市委书记

毛宏芳下台。有示威者向政府大楼投掷石头，

也有人砸车泄愤，场面相当混乱。当局紧急调

派大批警员到场维稳，并爆发冲突
 [28]。此后，

多家报纸、媒体对余姚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大量

报道，一段时间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从浙江余姚洪灾事件的演化轨迹来看，事

件引起的本身原因是台风造成的百年不遇特大

暴雨造成城市特大内涝，是一场自然灾害事件。

按常理，受灾群众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抗灾救

援及灾后重建工作中。但是在各种信息的传递、

部分受灾群众的过激行为、政府官员不负责的

言论以及弱势群体的借机宣泄原有不满情绪的

情况下，从一场自然灾害不断放大演化为群体

性事件，最终对当地的社会稳与秩序造成了重

大的威胁。我们根据构建的城市特大内涝灾害

社会风险四维放大模型和演化机理对浙江余姚

城市内涝社会风险进行分析与解释。 

 

 

 
 

（1）第一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发生后，有关灾害情况的各种信息铺

天盖地，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方报道，也有

来自互联网、人际关系网络和各种非官方媒体

的信息。灾害信息会在这些“放大站”根据信

息传播者自身的理解被加工、删除或放大，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失真。随着信息的不断强

化和传播，城市特大内涝灾害风险的严重性会

被放大，从而使人们形成高风险认知，构成城

市内涝灾害风险的第一轮放大。 

（2）第二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在一个日

益复杂的社会世界里，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他

们所面临的所有威胁。因此，他们被迫需要信

任某些科学专家、政府等权威机构。这些信任

会减少人们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但当人们

对专家或权威机构不信任或信任被破坏时人们

就会面临更高的风险认知
[21-23]。因此，社会群

体对政府等权威机构信任缺失时将会提高人们

的风险认知，进而导致风险的第二轮放大。此

外，当人们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十分信

任时，人们就会过度依赖政府。Bichard 和 

Kazmierczak[24]发现大多数人认为防灾和灾后

救援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政府部门必须采取保

护措施来减轻人们的灾后负担。因此，在这种

情形下，如果政府等权威机构救灾不力，受灾

群众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对政府部分采取

过激行为，直接导致灾害风险演化为群体性事

件。由此可知，政府等权威机构应对灾害的能

力和态度会通过信任度影响风险认知，决定风

险走向，构成风险的第二轮放大。 

（3）第三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根据风险

-信息-行为理论，当人们意识到事件或灾害有

风险时，人们就会搜集相关信息，在已有经验

基础上形成风险认知并做出一些降低风险的行

为。在前两轮的风险放大下，人们往往会形成

高风险认知，在高风险认知下，风险的严重性

被放大，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慌心理、失去理智，

采取各种非理性行为或过激行为，而这些过激

行为又被作为一种信号源传播出去，影响更广

受灾群众，直接导致风险演化，形成灾害风险

的第三轮放大。 

（4）第四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在中国特

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贫富差距较大和社

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存在

着强烈的利益诉求和不满心理，人们内部之间

存在一定矛盾，社会本身就处于一种风险社会

状态，各种风险事件一触即发。而城市内涝灾

害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城区往往是

城市发展落后的地区，在社会经济系统异常脆

弱情况下，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会引发食品短缺、

安置困难、流行病爆发等严重后果
[25]，社会中

被压抑的情绪和失衡的心理被点燃，导致灾害

风险的第四轮放大。 

3.2.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 

根据城市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维度放大模

型可知，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在信息传播、公众

反应、政府信任度、社会转型环境四个维度下

会不断放大为社会风险，产生“涟漪效应”并

遵循由城市特大内涝灾害本身演化为个体风

险，然后个体风险又演化为群体风险，进而转

化为社会风险的机理，如图 3所示。 

 

 

 

 

   

 

 

图 3. 城市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图

 

第一阶段：城市特大内涝灾害演化为个体

风险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的发生将导致房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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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压力感。根据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城

市内涝灾害使受灾群众有较大的生存及心理压

力，受灾群众处于一种悲伤、无助的状态下，

在这种状态下个体在生理上会有呼吸急促、警

惕性提高等症状，这将作为一种风险信号被个

体意识到，个体对灾害往往会评估为较高的风

险。在高风险认知下，个体行为会失去理性，

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有些受灾群众情绪

比较激动很容易和别人争吵，甚至会有肢体冲

突；有些人因不能及时得到救援物资而进行哄

抢、对政府救灾不满而产生抱怨情绪。综上所

述，极端气象灾害发生会使个体面临生理、情

绪和行为风险
[3]。 

第二阶段：个体风险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根据 SARF，社会群体的行为反应将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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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利益诉求一般包含了对政府

救灾能力的巨大社会信任，并且根植于我国特

定的社会转型背景中，新的利益诉求和历史长

期积累的隐患交织在一起。如果政府救灾不力，

受灾群众往往会有抗议、群体性上访等过激行

为。这些过激行为经过信息传播过程的加工和

放大，风险事件就会放大，被更多的直接利益

相关者和潜在相关者所认同，并作为社会转型

时期已有社会矛盾的“点燃剂”，将局部的个体

风险转化为群体性事件。 

第三阶段：群体性事件演化为社会风险 

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短时间内参与人

员情绪比较激动、其行为失去约束性，往往会

做出过激行为或违法行为。如果政府只是利用

警力和警械对参与人员进行管制的话，人的生

命安全受到威胁而得不到保护，人们就会更加

愤怒，采取更极端的行为，甚至会产生暴力冲

突。这些行为对当地的社会稳定与秩序构成巨

大的威胁，导致公共信任制度和应急管理机构

应急能力满意度和认同度的急剧下降，引起社

会群体风险认知和风险态度的长期变化，社会

秩序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一般会产生较大的社

会和政治压力。此外，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次级

影响又将作为一种风险信号被更多社会群体感

知到，产生更高级的影响。这种“波及效应”

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其他领域甚至国际范围。 

 

4.菲特台风造成浙江余姚特大内涝社会风险

放大与演化案例剖析 

我国是城市内涝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

一，为了研究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与社会风险的

演化关系，本文对菲特台风造成的浙江余姚特

大内涝进行了相关分析。2013 年 10 月 7 日第

23号强台风“菲特”在福建省登陆，让多地饱

受洪涝之苦，其中浙江余姚受灾最为严重，遭

遇了百年罕见降雨，70%以上城区受淹，受灾人

口 832870 人，房屋受损 25650 间，转移人口

61665 人，余姚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 69.91 亿

元
[26]。救援物资、食物和饮用水连日短缺，受

灾群众饥肠辘辘、难以忍耐，受灾群众小章购

买救援物资不成便开始抢，然后从口头争吵变

为肢体冲突，将皮划艇上的 30箱饼干散落在水

中，周围的人一哄而上，将物资全部抢走[27]。

在这特殊时期，身为抗灾总指挥的毛宏芳却发

表冷血言论称“灾难期间，能吃上就不错了”，

自夸抗灾表现 60 分。11 日余姚民众因指责当

地电视台粉饰灾情，将采访车围堵，多辆警车

被砸坏并掀翻。10 月 15 日余姚近万市民在市

政府门前聚集，不满意当局救灾力度、抗议官

员为粉饰太平而发表荒谬言论，要求市委书记

毛宏芳下台。有示威者向政府大楼投掷石头，

也有人砸车泄愤，场面相当混乱。当局紧急调

派大批警员到场维稳，并爆发冲突
 [28]。此后，

多家报纸、媒体对余姚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大量

报道，一段时间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从浙江余姚洪灾事件的演化轨迹来看，事

件引起的本身原因是台风造成的百年不遇特大

暴雨造成城市特大内涝，是一场自然灾害事件。

按常理，受灾群众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抗灾救

援及灾后重建工作中。但是在各种信息的传递、

部分受灾群众的过激行为、政府官员不负责的

言论以及弱势群体的借机宣泄原有不满情绪的

情况下，从一场自然灾害不断放大演化为群体

性事件，最终对当地的社会稳与秩序造成了重

大的威胁。我们根据构建的城市特大内涝灾害

社会风险四维放大模型和演化机理对浙江余姚

城市内涝社会风险进行分析与解释。 

 

 

 
 

（1）第一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发生后，有关灾害情况的各种信息铺

天盖地，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方报道，也有

来自互联网、人际关系网络和各种非官方媒体

的信息。灾害信息会在这些“放大站”根据信

息传播者自身的理解被加工、删除或放大，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失真。随着信息的不断强

化和传播，城市特大内涝灾害风险的严重性会

被放大，从而使人们形成高风险认知，构成城

市内涝灾害风险的第一轮放大。 

（2）第二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在一个日

益复杂的社会世界里，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他

们所面临的所有威胁。因此，他们被迫需要信

任某些科学专家、政府等权威机构。这些信任

会减少人们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但当人们

对专家或权威机构不信任或信任被破坏时人们

就会面临更高的风险认知
[21-23]。因此，社会群

体对政府等权威机构信任缺失时将会提高人们

的风险认知，进而导致风险的第二轮放大。此

外，当人们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十分信

任时，人们就会过度依赖政府。Bichard 和 

Kazmierczak[24]发现大多数人认为防灾和灾后

救援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政府部门必须采取保

护措施来减轻人们的灾后负担。因此，在这种

情形下，如果政府等权威机构救灾不力，受灾

群众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对政府部分采取

过激行为，直接导致灾害风险演化为群体性事

件。由此可知，政府等权威机构应对灾害的能

力和态度会通过信任度影响风险认知，决定风

险走向，构成风险的第二轮放大。 

（3）第三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根据风险

-信息-行为理论，当人们意识到事件或灾害有

风险时，人们就会搜集相关信息，在已有经验

基础上形成风险认知并做出一些降低风险的行

为。在前两轮的风险放大下，人们往往会形成

高风险认知，在高风险认知下，风险的严重性

被放大，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慌心理、失去理智，

采取各种非理性行为或过激行为，而这些过激

行为又被作为一种信号源传播出去，影响更广

受灾群众，直接导致风险演化，形成灾害风险

的第三轮放大。 

（4）第四维度的灾害风险放大：在中国特

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贫富差距较大和社

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存在

着强烈的利益诉求和不满心理，人们内部之间

存在一定矛盾，社会本身就处于一种风险社会

状态，各种风险事件一触即发。而城市内涝灾

害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城区往往是

城市发展落后的地区，在社会经济系统异常脆

弱情况下，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会引发食品短缺、

安置困难、流行病爆发等严重后果
[25]，社会中

被压抑的情绪和失衡的心理被点燃，导致灾害

风险的第四轮放大。 

3.2.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 

根据城市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维度放大模

型可知，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在信息传播、公众

反应、政府信任度、社会转型环境四个维度下

会不断放大为社会风险，产生“涟漪效应”并

遵循由城市特大内涝灾害本身演化为个体风

险，然后个体风险又演化为群体风险，进而转

化为社会风险的机理，如图 3所示。 

 

 

 

 

   

 

 

图 3. 城市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图

 

第一阶段：城市特大内涝灾害演化为个体

风险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的发生将导致房屋倒

塌，人员伤亡，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

严重受损。这一方面使受灾群众的衣食住行受

到了严重影响，灾害发生后人们比较恐慌，有

城市内涝灾害 个体风险 社会风险 群体性事件 

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 

 
 

（个人、经济、环境、 

认知和社会因素） 
（情感共鸣、利益相

关者加入） 
（风险“波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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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发言人要及时表态，将真相及时告知

公众，对于歪曲性报道或谣言及时予以澄清，

正确引导舆论，防止各种谣言带来的社会秩序

混乱。另外，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故

意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标题，各种报道之间

存在不一致性，为了消除信息不确定性与争议

性给受灾群众带来的恐慌，政府部门要建立“新

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新闻发布机制，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 

（2）构建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预

警与响应平台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是由个体事件

逐步演化为群体性事件进而演化为社会风险。

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风险信息，一旦

爆发会给社会稳定与秩序带来严重威胁。因此

有效阻断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要就要及

时预警，建立政府部门牵头，民政局、卫生局、

公安、武警部门配合的社会风险预警与响应平

台，及时捕捉灾害发生后酝酿的各种风险信息，

根据风险信息的特征将具体化解工作落实具体

部门，各部门联动预防、预警，阻断其演化途

径，防止应急中出现漏洞。同时，鼓励社会群

众举报周围隐藏的风险事件，并及时处理、消

解误会和矛盾，将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创造

群众与政府相互信任的氛围。 

（3）完善救援保障体系，鼓励社会参与

救援和灾害保险的实施 

由浙江余姚的案例可以看出，灾害发生后

群体做出非理性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灾害造成

的食物短缺、安置困难等有关衣食住行的基本

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

因此，灾后政府要及时调拨大量救援物资救援，

平时就要完善救援保障体系，给弱势群体创造

良好的就业环境和经济补助，提高其防灾减灾

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由于政府的能力和资

源是有限的，还应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到救灾中，

也可以降低企业的一部分税收刺激企业为灾区

捐款或在灾区开发项目。同时，鼓励企业和个

人在平时购买灾害保险，减小灾害带来的损失，

提高人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6.结论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

环境破坏等直接伤害，在社会、政治、经济因

素下会不断放大演化，对社会稳定与秩序构成

潜在威胁。本文根据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构建了

中国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维放大模

型，探讨了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级放

大机制和三阶段演化过程，得到信息传播、公

众反应、政府信任度和社会转型风险导致了城

市特大内涝风险的放大，并且遵循由自然属性

的内涝灾害演化为个体风险事件、群体性事件、

社会风险的机理。并用浙江余姚城市特大内涝

社会风险案例对提出的模型与演化机理进行局

部验证，同时提出了信息披露、社会风险预警

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社会风险应对建议，为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借鉴。但是由于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

的演化与放大过程是动态的，需要在微观和宏

观中进行分析，缺乏丰富的数据验证。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资料将以上

研究进行量化研究和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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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互动，人际交流，信息失真 

和放大与信息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宁波

电视台对灾区进行报道时称“一些道路积水已

退去，有些路段是趟着水进去的”时，有些受

灾严重的灾民认为报道情况与自己实际情况不

符，并打电话叫人过来，同时围观的群众拍照

发微博称“记者在现场说余姚灯火通明，记者

骂余姚人是神经病”。个别受灾群众根据自己的

理解对信息的解读并通过微博和电话等形式传

播出去，导致信息失真。被扭曲的信息点燃了

受灾群众不满情绪和心中的怒火，做出一些非

理性行为（围观直播车、谩骂、威胁），利益诉

求引发周围群众共鸣，直接导致个别事件演化

为群体事件，此为风险的第一轮放大。 

(2) 政府信任危机 

“菲特”台风发生时政府部门虽然通过手

机短信向广大群众发布了预警信息，但是对这

次灾情估计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具有滞后性，

部分灾民认为预警信息是马后炮。同时，一些

被困群众买点花生白菜需要数百元、裹着报纸

过夜，并不清楚去哪领取救援物资，政府救灾

应急能力遭受质疑[29]，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

剧下降。群众情绪失控，因而引发近万市民在

政府门前聚集，场面混乱，当地政府以劝导和

调动警力方式压制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发了受

灾群众恐慌、不满情绪，当地社会稳定与秩序

收到严重威胁，对社会和政治形成了较大压力。

从而导致了风险的第二轮放大，使得群体事件

演化为社会风险。 

(3) 个体过激行为及政府官员不负责言

论行为 

浙江余姚个别群众的非理性行为和政府的

不负责言论是导致群体上访、群体过激行为的

直接驱动因素。在救援物资发放过程中，物资

发放人员没有将物资卖给小章，小章不满将救

援物资抢走的行为会传染给周围的群众。根据

社会学研究，群体心理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就是情绪传染和行为模仿，由于小章抢到了物

资，周围人群会模仿这种行为，从而导致群体

哄抢物资。一旦某个个体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

由于情绪和行为传染及法不责众心理，周围人

群的情绪就被点燃，参与到打砸警车、围攻政

府的行为中来宣泄不满情绪，导致风险放大，

事件升级。此外，本案例中政府官员的不负责

言论也是激发群众过激行为的风险源，在食物

短缺、安置困难情况下，市委书记却发表灾难

太突然，神仙也救不了的言论，群体不满情绪

瞬间转化为行为实施，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缓

解，就会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
[30]，此为风险

的第三轮放大，个体事件演化为群体事件。 

(4) 社会转型环境下社会脆弱性与风险

性 

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存

在很多问题。一方面，社会转型导致领域间的

关系是一种网状结构关系，关联度较大。余姚

发内涝时电力系统的瘫痪影响到交通、供水系

统、企业生产等多个行业，使得间接经济损失

大于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灾害损失和社会脆

弱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蔓延，这加剧

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处于

风险状态
[31]。余姚受灾严重的往往是那些外来

人员和经济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灾后存在较

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引发了人们原有一些

失衡心理的发泄，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将灾

害直接伤害转化为个体事件，同时这些弱势群

体有相同的心理共识，很容易以集体化或规模

化的形式宣泄不满，使事件不断升级放大。从

而导致了风险第四轮放大，使得城市特大内涝

灾害演化为个体事件。 

 

5.基于四维放大模型和演化机理的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应对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可知城市特大内涝灾

害社会风险与一般风险事件有着相似之处，但

又具有独特的放大途径、机制和演化机理，应

区别于其他非常规风险事件的治理措施。根据

放大机制和演化机理，我们提出应对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社会风险的三条建议。 

（1）建立灾害风险信息披露机制与新闻

发言人制度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有关灾害的各种信息经过媒体、网络等“放

大站”的加工会导致风险的放大与演化。做好

灾害事件的新闻报道和信息披露关系到社会稳

定和人心安定以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因

此，灾害政府部门要及时披露灾害损失情况、

救援等信息。同时，政府救灾能力遭到质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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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发言人要及时表态，将真相及时告知

公众，对于歪曲性报道或谣言及时予以澄清，

正确引导舆论，防止各种谣言带来的社会秩序

混乱。另外，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故

意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标题，各种报道之间

存在不一致性，为了消除信息不确定性与争议

性给受灾群众带来的恐慌，政府部门要建立“新

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新闻发布机制，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 

（2）构建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预

警与响应平台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是由个体事件

逐步演化为群体性事件进而演化为社会风险。

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风险信息，一旦

爆发会给社会稳定与秩序带来严重威胁。因此

有效阻断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要就要及

时预警，建立政府部门牵头，民政局、卫生局、

公安、武警部门配合的社会风险预警与响应平

台，及时捕捉灾害发生后酝酿的各种风险信息，

根据风险信息的特征将具体化解工作落实具体

部门，各部门联动预防、预警，阻断其演化途

径，防止应急中出现漏洞。同时，鼓励社会群

众举报周围隐藏的风险事件，并及时处理、消

解误会和矛盾，将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创造

群众与政府相互信任的氛围。 

（3）完善救援保障体系，鼓励社会参与

救援和灾害保险的实施 

由浙江余姚的案例可以看出，灾害发生后

群体做出非理性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灾害造成

的食物短缺、安置困难等有关衣食住行的基本

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

因此，灾后政府要及时调拨大量救援物资救援，

平时就要完善救援保障体系，给弱势群体创造

良好的就业环境和经济补助，提高其防灾减灾

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由于政府的能力和资

源是有限的，还应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到救灾中，

也可以降低企业的一部分税收刺激企业为灾区

捐款或在灾区开发项目。同时，鼓励企业和个

人在平时购买灾害保险，减小灾害带来的损失，

提高人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6.结论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

环境破坏等直接伤害，在社会、政治、经济因

素下会不断放大演化，对社会稳定与秩序构成

潜在威胁。本文根据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构建了

中国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维放大模

型，探讨了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四级放

大机制和三阶段演化过程，得到信息传播、公

众反应、政府信任度和社会转型风险导致了城

市特大内涝风险的放大，并且遵循由自然属性

的内涝灾害演化为个体风险事件、群体性事件、

社会风险的机理。并用浙江余姚城市特大内涝

社会风险案例对提出的模型与演化机理进行局

部验证，同时提出了信息披露、社会风险预警

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社会风险应对建议，为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借鉴。但是由于城市特大内涝灾害社会风险

的演化与放大过程是动态的，需要在微观和宏

观中进行分析，缺乏丰富的数据验证。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资料将以上

研究进行量化研究和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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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互动，人际交流，信息失真 

和放大与信息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宁波

电视台对灾区进行报道时称“一些道路积水已

退去，有些路段是趟着水进去的”时，有些受

灾严重的灾民认为报道情况与自己实际情况不

符，并打电话叫人过来，同时围观的群众拍照

发微博称“记者在现场说余姚灯火通明，记者

骂余姚人是神经病”。个别受灾群众根据自己的

理解对信息的解读并通过微博和电话等形式传

播出去，导致信息失真。被扭曲的信息点燃了

受灾群众不满情绪和心中的怒火，做出一些非

理性行为（围观直播车、谩骂、威胁），利益诉

求引发周围群众共鸣，直接导致个别事件演化

为群体事件，此为风险的第一轮放大。 

(2) 政府信任危机 

“菲特”台风发生时政府部门虽然通过手

机短信向广大群众发布了预警信息，但是对这

次灾情估计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具有滞后性，

部分灾民认为预警信息是马后炮。同时，一些

被困群众买点花生白菜需要数百元、裹着报纸

过夜，并不清楚去哪领取救援物资，政府救灾

应急能力遭受质疑[29]，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

剧下降。群众情绪失控，因而引发近万市民在

政府门前聚集，场面混乱，当地政府以劝导和

调动警力方式压制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发了受

灾群众恐慌、不满情绪，当地社会稳定与秩序

收到严重威胁，对社会和政治形成了较大压力。

从而导致了风险的第二轮放大，使得群体事件

演化为社会风险。 

(3) 个体过激行为及政府官员不负责言

论行为 

浙江余姚个别群众的非理性行为和政府的

不负责言论是导致群体上访、群体过激行为的

直接驱动因素。在救援物资发放过程中，物资

发放人员没有将物资卖给小章，小章不满将救

援物资抢走的行为会传染给周围的群众。根据

社会学研究，群体心理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就是情绪传染和行为模仿，由于小章抢到了物

资，周围人群会模仿这种行为，从而导致群体

哄抢物资。一旦某个个体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

由于情绪和行为传染及法不责众心理，周围人

群的情绪就被点燃，参与到打砸警车、围攻政

府的行为中来宣泄不满情绪，导致风险放大，

事件升级。此外，本案例中政府官员的不负责

言论也是激发群众过激行为的风险源，在食物

短缺、安置困难情况下，市委书记却发表灾难

太突然，神仙也救不了的言论，群体不满情绪

瞬间转化为行为实施，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缓

解，就会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
[30]，此为风险

的第三轮放大，个体事件演化为群体事件。 

(4) 社会转型环境下社会脆弱性与风险

性 

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存

在很多问题。一方面，社会转型导致领域间的

关系是一种网状结构关系，关联度较大。余姚

发内涝时电力系统的瘫痪影响到交通、供水系

统、企业生产等多个行业，使得间接经济损失

大于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灾害损失和社会脆

弱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蔓延，这加剧

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处于

风险状态
[31]。余姚受灾严重的往往是那些外来

人员和经济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灾后存在较

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引发了人们原有一些

失衡心理的发泄，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将灾

害直接伤害转化为个体事件，同时这些弱势群

体有相同的心理共识，很容易以集体化或规模

化的形式宣泄不满，使事件不断升级放大。从

而导致了风险第四轮放大，使得城市特大内涝

灾害演化为个体事件。 

 

5.基于四维放大模型和演化机理的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社会风险应对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可知城市特大内涝灾

害社会风险与一般风险事件有着相似之处，但

又具有独特的放大途径、机制和演化机理，应

区别于其他非常规风险事件的治理措施。根据

放大机制和演化机理，我们提出应对城市特大

内涝灾害社会风险的三条建议。 

（1）建立灾害风险信息披露机制与新闻

发言人制度 

城市特大内涝灾害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有关灾害的各种信息经过媒体、网络等“放

大站”的加工会导致风险的放大与演化。做好

灾害事件的新闻报道和信息披露关系到社会稳

定和人心安定以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因

此，灾害政府部门要及时披露灾害损失情况、

救援等信息。同时，政府救灾能力遭到质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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