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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叶胜岚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对于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除

水患、兴水利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类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水问题。

为了深入探讨涉水事务与社会的关系，河海大学于

2016 年 11 月 20 日召开了“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由长三角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和河海大学社会

发展研究所主办，《学海》 编辑部、《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和《鄱阳湖学刊》编辑部

协办。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人民政府

参事室、河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苏州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云南省社会

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以

“水与社会发展”“水利与社会”“海洋与社会” 等为

主题，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

了深入探讨。

一、水、移民与社会发展

水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它还引发了很

多次生问题。 水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下人们的生

产与生活，而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日

益明显，亟需学界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

区域性恶劣的生存环境既会加剧贫困问题，也

会制约脱贫进程。 宋林飞（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认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找准和

补齐短板，而贫困就是最突出的短板。 鉴于恶劣的

生存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将环境移民视为反

贫困的重要手段，并主张结合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

区的弱势群体。 他指出，环境移民包括三类，其中：

因洪涝、干旱和泥石流等灾害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环

境移民可称为“环境灾害移民”；因水土流失、沙漠

化和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环境移民可称

为“生态移民”；而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

可称为“环境污染移民”。 据其报告，全国各地自2001
年起，先后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截至 2015 年

底，中央补助投资累计 363 亿元，易地搬迁贫困人

口已经达到 680 多万人。 此外，该报告还立足于我

国农村存在一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实情，

提出要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建议。 施国庆

（河海大学）认同宋林飞阐述的反贫困与建设小康社

会之间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大多存在水害和缺水

等水问题，解决水问题有助于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

展，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 但是，农村水利面

临着“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贺雪峰（华中科技

大学）认为，表面上看，“最后一公里”（水利设施竣

工了，但是农民田间地头的毛渠不通，致使大中型

水利设施难以发挥实效）是工程问题，但事实上是

治理问题和组织问题，因为即使国家修建了完善的

水利设施，但把分散的农户协调起来使用水利设施

并不容易。 这需要分摊水费，需要农户协商达成共

识，只要有一户想“搭便车”，就会有更多农户跟进，

从而导致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的行动失败。 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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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导致的干旱被称作“治理型干旱”。 所谓“治理型

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现有工程无法将水抽

到田里，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不能组织农

民分摊用水成本。 他在安徽皖河农场调查时发现，

皖河农场在生产自救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农

村， 有着合理的排灌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队伍，抗

洪能力强，能够旱涝保收。 通过比较研究，他主张充

分利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解决

“治理性干旱”。 他认为，“灌溉最后一公里”是各个

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农村具备的集

体土地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资源，他主张学

术界和政府机构利用好这一制度优势以改善农村

水利治理。 郑晓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农民

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下降、缺乏强大的组织建

设是农村水利管理不善的原因，贺雪峰从土地制度

这一大背景思考农田水利激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水利风景区是国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类别。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水利风景区成为高附加值

的发展载体。 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广东水

岸公园、四川仙海湖特区和浙江仙居为例，提出了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面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

会角色、利益结构发生转变的现状，如何发展水流

相关保护地的思路。 他以“水流”为中心，以水利风

景区为例，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和利益结

构展开分析，认为要科学地将具有区域特色的水利

风景区建设成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将贴近人居

环境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绿色的生活生产空间。

他主张将国家政策与地方水资源性质、经济状况相

结合，对水流相关保护地进行规划建设，侧重“供给

方”政府改革，将水流产权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相

关利益结构的变化。 他认为，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

环保工作，也需要在追求绿色的过程中让利益相关

者都能得到 “实惠”， 如此才能让环保具有可持续

性。 张俊峰（山西大学）立足于苏扬描述的水流相关

保护地的建设思路，指出每个区域的水流相关保护

地的建设都要根据地方特色， 融入地方文明精神，

体现当地的人文素养。

“水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张俊峰

通过对晋蒙地区历史水权价交易问题的比较研究，

提出以水为中心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并

认为历史水权研究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权

制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他运用大量史证资料，阐

述了清至民国年间山西水利社会中公私水交易的

类型与形式，通过列举租水文约、典水文约、佃水文

约三个史例，对蒙地的水权交易进行分析。 在对晋

蒙地区水权交易分析的过程中，张俊峰认为日本学

界水利共同体解体说在中国北方并不能成立。 水权

这个概念是水资源缺失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正因为

清晰的水权意识和明确的水权归属，才维护了正常

的用水持续。 他指出，土地与水的关系可能存在从

“地水结合，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地随水走”的

转变。 在水资源日益匮乏、价值不断凸显的历史条

件下， 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 “以土地为中心”到

“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 郑晓云认为，张

俊峰的研究具有可行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前

在缺乏有效的解决民间水权纠纷的背景下，传统的

解决思路可以给我们提供启发。

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利灌溉不仅是物

质资料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水文化的精髓。

郑晓云提出，很多文明都是建立在灌溉发展的基础

上，在需要灌溉设施作为生计基础的地区，灌溉就

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他以中国红河流域和日本

大分县竹田直入地区为例，从文明进程与文化遗产

的角度分析了灌溉发展与当地经济进步、文明发展

的互动关系。 他提出，灌溉的发展是居民根据当地

自然环境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生态互动模式。 在这种

相对和谐的互动中，灌溉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农业

发展模式的转型，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格局，促进农

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与灌溉相关的新的社会经济关

系和社会合作机制， 酝酿出与之相关的水文化，进

而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财富。 张俊峰认为，国内外

对水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并经历了最初的从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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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方面探讨水与国家以及水与政治的关系，转变到

对水利事务的关注。 他认为，关注水对地方社会文

明影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开展水文化和

水社会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水污染形势严峻，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依

然面临很多挑战。 黄涛珍（河海大学）基于目前中国

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模式以及治理中的事权

划分， 指出了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强

调了政府间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 她以淮河流

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的情况为例，分析了在我国

水环境治理中各政府部门纵向、横向的交错复杂关

系，指出我国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纵向事权与

横向事权的权利配置交叉重叠问题、流域水环境保

护与地区经济发展公平权的冲突问题以及府际之

间合作难等问题。 她指出，政府部门间权责界定分

明非常重要，而制度上的改善可以规避管理水流域

低效的弊端。 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

（NGO）具有重要作用。 宋言奇（苏州大学）以苏州的

民间环保社会组织为例，对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

的模式与扶持策略展开了分析。 他认为，目前我国

存在三种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模式，即“基金会赞助

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志愿者模式”。 他的

研究发现，“绿色江南”是苏州较为典型的“基金会

赞助模式”的民间环保组织，该组织曝光了鼎兴电

子的污染河流数据，并监督鼎兴电子对污染进行整

改，使河流恢复原状，参与开展关于太湖流域高排

放企业发布会，和其他四家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调研

报告《谁在污染太湖流域？ 》。郑晓云认为，在现代社

会， 水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NGO 对缓解水问

题以及水与社会的冲突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建构具有重要意

义。 施国庆针对水社会学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 他

在对水的相关概念、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 提出并阐述了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他认为，水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水社会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水社会运

行和发展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 所谓水社会，指

的是以水为纽带，由水资源的使用者、开发者、生产

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运行管理者、规制者、受影

响者，水生 态和 水 环境 的保 护 者、影 响者、受 影 响

者、规制者，以及与水关联的社区和组织所构成的

社会。 他认为，水社会学主要研究水资源利用、水资

源开发、 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管理等社会学问题。

张俊峰肯定了水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建立的必要

性，认为水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水社会

学研究的价值。 郑晓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分析，认

为与水利社会学相比较， 水社会学发展的潜力更

大。 此外，他还从学科发展体系的现实性、便利性和

可操作性等角度考虑，建议水社会学学科建设初期

不 要囊 括 太多 的内 容，适度“瘦身”有利 于 学科 建

设。

二、水利与社会

水利及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各个地区都有其地方特色明显

的水利设施及水利文化。 从水利视角探讨相关社会

学问题、思考社会变迁，不仅有利于人们科学认识

水利设施和水利管理，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

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与水利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陈阿江（河海大学）在回顾水利社会学发展历史的

基础上，阐述了水利社会学的性质与定义，探讨了

水利社会学可能的研究领域。 他认为，水利社会学

属于社会学按“行业分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且存

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是指防洪与灌溉等层面的

水利社会学，后者是人类社会涉水事务的水利社会

学。 水利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兼具传统社会学的研究

领域和相关水利领域，包括组织制度、生活生计发

展与“水利之害”（因水行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水利

工程产生的社会后果等）。 在此基础上，陈阿江还探

讨了水利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郑晓云

认为，水利社会学建设有其学术发展的需要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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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并建议推动相关经验研究。

王毅杰、王春（河海大学）通过对苏北农民用水

户协会的调查和思考，分析了乡村水利的制度设计

等问题。 他们认为，总体上看，苏北各地农村水利运

转基本顺利。 乡村用水秩序看似一湖静水，但这并

不意味着用水户协会可有可无，实质上反映出村民

对基层水利管理传统的一种习惯性服从。 他们的调

查发现， 不少农民对于水费价格偏高颇有微词，却

只能被动承受。 他们认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制度的

推行，是为了节水减排进而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

但更深层次的制度用意在于借此激发农民民主管

理意识，并渗透到乡村自治的其他领域。 然而，制度

催生的现实是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制度设计的理想

状态相差甚远，实际运行陷入了重重困境。 黄涛珍

认为，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农民用水户

协会的组织化进程以及未来承担的新职能都有着

很大的研究价值。

水利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的一部分。 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从水环境与

国家政治经济系统、水环境与地方社会秩序、水环

境与地方文化民俗、水活动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开

展了水利社会研究。 她认为，自然环境、水利、社会

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水环境对地方社会

秩序的构建而言， 既是限制性因素又是拓展性因

素；与此同时，水环境对地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也

附上了当地水资源的性质与特色。 她提出，需要从

环境史的角度解析人类水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

互动。 宋言奇认为，吴金芳从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和

乡村文化三个层面出发， 作了很好的文献梳理，为

未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何志扬（河海

大学）认为，暴雨洪水及其次生灾害，是中国长期面

临的主要气候灾害类型之一，由此导致的非自愿性

的灾害移民规模庞大。 他基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

灾害案例的分析，认为气候灾害移民的安置政策存

在供需错配的问题， 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措施。

他认为，政府机构要重视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应对和

受灾移民安置政策的研究，转变气候灾害移民安置

的传统思路和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

与的多元化的灾后重建安置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对水利水电项目中的性别视角

和传统水利管理理念进行了剖析和解读。 王旭波

（河海大学） 通过描述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

评价工具和流程，展示了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

响评价分析框架。 她认为，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

可以帮助理解项目开展的现状、语境以及项目对这

些背景环境带来的影响，并且在后续发展中可以用

社会性别标准评估潜在的影响及其实现情况。 程得

中（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水利视角，对

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社

会各阶层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中的角色，提

出了针对水资源分配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措施。 他希

望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水利事务的治

理， 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宋言奇提出，可以利用《公共事物的管理治理》的思

路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农田水利，认为传统水利管理

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农村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三、海洋与社会

学术界在“水与社会”这一主题研究中，逐渐从

内陆扩展到了海洋。 当前的海洋开发和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也对学界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以海洋实践为主体，通过

梳理海洋实践的概念、具体表现和特征，分析了现

代人们的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他认为，海

洋实践就是人类开发、 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

动。 在现代社会，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各种实践

活动，在广度、深度、动力和内容方面都演变出了有

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特点。 在描述海洋实践的全面

性、合作性、开放性、高风险性、高科技性、海陆一体

性及潜力性特征的基础上，他梳理了海洋实践活动

社会变迁影响的具体表现。 他认为，可以从微观层

面渔村的产生与变迁，中观层面沿海城市的产生与

“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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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宏观层面沿海地区的变迁及区域性海洋社会

的形成与变迁，来分析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地冰川融化等因素的影

响下，海平面上升议题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要

内容。 黄健元、梁皓（河海大学）运用 SPRC（源—路

径—受 体—结 果）模 型，从 资 源 子 系 统 、环 境 子 系

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四个方面剖析了海平

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产生的影响。 他们主张通过

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思路来解决相关

问题。 其中，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海平面

上升的预防政策体系， 提升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等等。 王欢（河海大

学）基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系

统分析视角，认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发展具

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传导性影响。 她梳理了海平面

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自然影响，分别是海洋和海

岸防护工程、海岸侵蚀、风暴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

渍化、沿岸低地淹没、近岸生态系统和海洋权益。 她

立足于预测和数据分析，认为未来我国沿海海平面

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而海平面的持续性上升还

会导致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频发。 张鑫（河海大学）

通过对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分

析，提出了风暴潮灾害四维救助体系的建构。 她指

出，风暴潮灾害具有发生时间集中、地域差异显著、

经济损失严重等特点，可以从时间维、空间维、逻辑

维三个路径来看待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

间的关联，并阐述了风暴潮灾害救助保障体系建构

的四个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内容体系、风暴潮

灾 害救 助 的结 构体 系、风暴 潮灾 害 救 助 的 层 次 体

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海洋污染形势严峻，衍生了很多社

会问题。 顾金土（河海大学）以江苏海州湾海水质量

的变化为例，分析了海洋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他认

为，目前沿海开发的战略定位促使渔民形成了向内

和向外这两种反应类型，即分别采取近海露天养殖

和工厂化车间养殖两种生产方式。 这两种方式在生

产过程中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会对海洋环境风

险造成影响，只是程度有所差别。 就工厂化养殖而

言，它本身也积累了较高的社会风险，比如 2006 年

11 月和 2015 年 7 月“嗑药多宝鱼”的负面新闻就引

起了产业灾难。 陈涛（河海大学）认为，海洋污染不

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大量的利益

冲突和维权运动。 他以蓬莱 19-3 溢油事件中路易

岛居民的环境抗争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渔民环境抗

争中角色转变背后的利益诉求。 他指出，“维稳压

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

立面的双重机制。 其中，“维稳压力”主要源自政绩

考核压力，而“去污名化”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对海产

品销售（包括出口）以及沿海旅游业等经济收入的

考量。

四、结语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

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肇因。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人

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能力

明显提升，但也引发了很多问题。 正如恩格斯所言：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在对我们进行报复。 ”

在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不合理的水资源开采和使

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对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约制，亟待深入研究。

在本 届研 讨会 上，来 自 社 会 学、管 理 学、历 史

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就“水与社会”这一议题开

展了深入探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综而观之，

“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进一步凝聚了

学术共识，推动了水与社会的学术研究，加强了学

术共同体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本届会议的成功召

开也激发了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 与会学者纷纷表

示， 本届学术盛宴中碰撞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思路，

期待下一届“水与社会”研讨会如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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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ually does harm to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sidents living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hould have the same pollution rights, and
therefore the upstream residents should be compensated for giving up their pollution righ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whole river valley.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can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opportu-
nity cost theory, which measures the los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abandoning some pollution
rights. An econometric -based model thus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East Tiaoxi River
Basin shows that the upstream city Lin’an has abandoned the right of discharging 44.1845 million-ton in-
dustrial effluent from 2010 to 2013, so the downstream city Hangzhou should pay RMB 17.444 billion to
Lin’an as compensation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both up-
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s．

An Analysis of the Animal Images in Mansfield Park Xie Chao
Jane Austen’s Mansfield Park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a story of “three or four families in a

country village”. Critics tend to put emphases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hereas the animals have
been overlooked. Focusing on the animal images in Mansfield Park,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ub-
text of the animals in the novel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England in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llustrate that anim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vel as they not only mirror the then English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but also serve as a
means to assist the novelist in achieving irony and moral teachings.

Yank’s Identity Dilemma：An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Xia D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Yank’s identity dilemma in The Hairy Ape drawing on the place theory and eco-

logical identity in ecocriticism, revealing his non-place being and identity alienation due to industrial civi-
lization, analyzing his painstaking pursuit of a new identity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his unreal identity
and interpreting the tragedy of his failing to get an ecological identity till death.

The Ecological Overall View in Under the Sea Wind Huang Xin
Based on Rachel Carson’s overall view of the sea, this paper analyzes Under the Sea W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interpreting the book in three aspects, i.e. how Carson showed the entire ma-
rine ecosyst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holism, how she thought of and described the non-hu-
man beings in the whole ecological system, and how she refle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vison of the overall ecology.

An overview of the “Water and Society” Symposium Ye Shenglan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the serious water problems are now threate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order to study thorough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affairs and society, three topics—“wate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society”, and “marine and society”—have been heatedly dis-
cussed in the symposium on “Water and Society” b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wate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art mainly concerns such issues as environmental immigration, “drought of gover-
nance type”, construction of water recreation areas, and water right and water sociology. The “Water con-
servancy and society” par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opics, such as the water conservancy sociology, the in-
stitu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and local civilization.
Finally, the “marine and society” part involves the marine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sea level rise, as well
as marine pollu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The success of the symposium helps to build the academic consen-
su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and bring favorable soci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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