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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先士卒第一年

阿拉善是极度缺水的干旱荒漠地
区，保护地下水是改善生态环境、实
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2009 年，
阿拉善 SEE 将沙漠小米引入阿拉善，
种子采用的是节水谷种，产量与常规
谷子相比，每亩能提高1/3。该项目要
求种植户必须采用滴灌带滴灌技术，
亩均用水量需低于350吨，相对于大水
漫灌的玉米等高耗水农作物，每亩可
减少开采地下水约500吨。

2014 年，阿拉善腰坝地区将节水
小米作为对当地生态与经济双贡献的
作物进行种植推广。作为最早加入的
两个合作社之一的带头人，林兴辉当
时的想法是，在腰坝推行节水政策，
政府给每亩地配水550方，如果全部种
玉米，水方不够；此外，对公益组织
这几年在当地推广的节水项目越来越
信任。

但是从过去一直种玉米改为种小
米，林兴辉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第一年
种植，产量是否能达到500斤以上？在春
播时是否有适合的播种机械？按有机方
式种植，人工除草是最费工的。

2014 年 ， 林 兴 辉 投 入 了 大 量 人
工。因为是有机种植，除了自家的劳
动力，还要雇当地农民锄草、间苗和
灌水等。

第一次种，心里没有底。“项目推
广方派小米种植专家全程进行技术指
导，种植前开展培训、帮我们调运种
子、选购合适的种植机械、指导田间
播种，定期来地里考察，发现什么问
题赶紧解决。”林兴辉说。

一年种下来，比起种玉米，收入
提高了吗？“2014 年的收成还算不错，
合作社的种植方式属于粗放管理，不
像单个农户那么精细化的管理，但是
这一年种植小米的收入非常乐观。”

从观望到转变

2015 年，小米种植计划招募时，
吸引了不少新农户加入。林兴辉认
为，这是因种植谷子节水效果明显，
亩产收入比玉米高，而且有订单收
购，种了以后销售有保证。

那么，按有机标准种植，最大的
挑战是什么？林兴辉说，有机之所以
比常规的难，是要把握好什么时候追
施有机肥、哪种有机肥适合。

但种植节水小米要求土地连片种
植 （防止土壤受周边地块干扰），一旦
遭遇虫灾怎么办？为此，合作社经过
多次开会整合土地，终于整合了9眼井
的土地；在专家的建议下，需要在拔
节、挑旗阶段追施有机肥，因为使用
的是滴灌设施有机肥颗粒，不好冲
施。林兴辉和大家经过多方调查找到

适合有机谷子冲施的沼液肥，切实为农
户解决了追肥问题；还有在抽穗的时候
遇到了虫灾，项目方的工作人员在那段
时间天天下来查看情况，经过多次试验
找到了一个生物制剂，虫灾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

两年下来，村民们很认同小米种
植的理念，“种小米能节水，还能增收！
很多村民之前认为小米种植不可行，但
是通过第一年的长势，让好多村民转变
了这种思想理念。”林兴辉说。

全家齐上阵

现在，林兴辉的两个女儿都在做
与沙漠生态相关的事情。大女儿上研
究生时选择了与荒漠化治理的相关专
业，二女儿在大学毕业后加入地下水
保护项目，全家都希望能对荒漠化治
理尽一点微薄之力。

女儿林琴学的专业是有机化工，
“我待的这个团队是保护地下水的，我
觉得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在这里工作
后，才真正了解到家乡荒漠化和水资
源匮乏的严重程度，更加坚定了自己

为家乡做贡献的决心。”
父亲林兴辉说，小林是生在农村

的孩子，从小就喜欢花草树木，现在
也非常热爱她的工作。而在女儿眼
里，父亲从小到大都是她的榜样，“生
活中勤劳、朴实，对于村子的发展，
敢于接受新鲜事物，时刻着想着村集
体的发展。”小林说。

对项目的未来，小林充满期望。
她说，小米推广种植面积扩大，使农
业节水达到采补平衡，通过小米种植
推广能带动家乡的农民对荒漠化的认
识，让人人参与到节水当中来。

截至 2019 年底，阿拉善 SEE“地
下水保护”项目累计推广节水小米
1625 公顷、总产量 6924 吨、参与农户
556 户，节水量超 1200 万立方米。目
前，项目组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推动
节水政策落地、节水作物及节水技术
应用推广，形成了一套“环保公益组
织+政府+社区”的综合节水模式。在
节水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农业发展
模式，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帮助当
地农户增收。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共
同关注的话题，其中，水资源危
机的严峻形势警醒我们思考水与
气候变化的重要关系和内涵。

正如 19 世纪俄国的气候学家
所说，“河流是气候的产物”，同
时，现代气候系统理论也认为，
水资源是气候系统五大圈层长期
相互作用的产物。海外一份调查
报告称，今年1月份南极洲的气温
已经突破了 20℃，此温度是 1880
年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
毋庸置疑，人类种种“开放式”
风险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以及厄

尔尼诺、拉尼娜等自然发生的气
候驱动因素，对水产生重大影
响。全世界水资源环境受到威
胁，一切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将受
到限制。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会致使
淡水资源的脆弱性增加。国际粮
食政策研究所也指出，全球 48 亿
人口和全球粮食总量的一半将会
由于水资源压力而受到威胁。

面对水资源与气候变化的现
状，中国全面贯彻“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引领社会形成

珍惜水、节约水和爱护水的良好
风尚。同时，针对气候变化对水
资源的影响，相关部门加强水资
源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
全了水资源供需管理系统，做好
相应的预防措施，以此来适应气
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 33 届“中国
水周”活动， 今年 3月 22—28日
为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新冠
肺炎疫情让全国公众深刻感受
到，加强水资源利用效率也是人
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

一，节约用水不仅可以保护水资
源的总量，还可以有效降低污水
排放量，节约成本，促进经济发
展。

气候是我们公众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水更是我们生存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气候与水
对我们的重要性呈正相关。因
此，公众参与到水与气候变化的
行动中尤为重要，爱惜水源人人
有责。作为一名普通民众，我们
能做些什么呢？可以从一点一滴
做起，例如：参加公益节水活
动；生活中减少淋浴时间，注意

节水；多吃植物性食物；不浪费
粮食；一水多用等。

运用科学技能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改善水资源的短缺状
况，在这方面我们仍需进一步挖
潜。在水与气候变化中，我们应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
式，向国外的一些先进理念学
习，有效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研发出更多新产品和技术，增强
我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提高
农业用水量灌溉研发技术水平，
尽可能地节约水资源。同时，大
气水、地下水的转化机制和优化
配置技术、淡化海水等技术均值
得深入研究。只有运用科学的技
术手段才能确保水资源的利用
率、改
善水资
源短缺
状况。

3 月 28 日，中国进入今年的第一
个汛期，水环境状况引起社会进一步
关注。多年来，中国多措并举，由内及
外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全国水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及重点流域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明
显。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前 2 个月全国
地表水和空气质量状况数据显示，水
质优良断面比例同比有所上升，劣Ⅴ
类断面比例同比有所下降。

2020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决胜之年，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
杰表示，将巩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整治成效，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推进长江入河、渤海入海排
污口溯源整治，启动黄河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和黑臭水体治理。

“节水优先”是解决复杂水问题
的关键所在。2019 年 4 月 15 日，国
家发布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分别
提出近期和远期目标，即到 2020 年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5 年分别降低
23%和 20%，节水效果初步显现；到
2022 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6700 亿立方
米以内，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初
步建立；到 2035 年用水总量严格控
制在 7000 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节
约和循环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各地积极落实节水行动方案。
宁夏地区受地理位置等影响气候干
旱、严重缺水。当地大力实施农业
节水领跑、工业节水增效、城市节
水普及、全民节水文明“四大节水
行动”，走出了一条干旱缺水地区解
决发展用水问题的有效路子。经过
努力，“十二五”以来，全区用水总
量减少6.2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
降59%、39%。

针对河湖污染问题，2016 年 12
月，国家发布《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意见》，河长制在全国开始推广。

“建立河长制湖长制以来，我们
在南湖开展了一系列改造项目，打
造水清、岸绿、鱼游、景美的生态
水体，使南湖水质从治理前的地表
劣Ⅴ类水转变为地表Ⅲ类水，年接
待游客量从 1000 万人次提升至 1500
万人次以上。”广西南宁市南湖公园

工程师黄妙妮说。
2017年以来，南宁市全面推动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落地

见效。该市构建市、县、乡、村组织体系，建立“一河一
档”，落实“一河一策”。截至2019年底，南宁市境内流域
水质优良比例 （达到或优于三类） 继续保持 100%，4个国
家地表水考核断面Ⅱ类水质比例100%，同比上升25%。

水治理和水环境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期间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各地方加强监督，严禁破坏水环
境的现象再次发生。

2019年4月15日，央视 《经济半小时》 报道河北大沙
河曲阳、行唐段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砂坑遍布、河道深
切、河流紊乱，非法采砂毁坏部分耕地、林地，影响群众
生产生活。经水利部调查，媒体报道的情况基本属实，河
北大沙河曲阳、行唐段采砂规划、许可、监管、执法等环
节不同程度存在问题，特别是现场监管缺失，过度无序采
砂问题突出。在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监督下，河北省积极
整改，截至2019年6月底，新闻报道河段河道内砂坑、砂
堆全部推平，河道岸线初步规整成型，河床基本平复，部
分河道已形成水面，河道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截至 2019年，全国 899个县级水
源地3626个问题整治已完成3624个。水源地治理方面，全
国 29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不含州、盟） 建成区共有黑
臭水体2899个，已消除86.7%。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及
以上城市共有黑臭水体1372个，消除87.0%。

林兴辉今年 55 岁，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担
任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
旗巴润别立镇孟根塔拉嘎
查党支部书记三年多的时
间里，他感觉沙漠离自己
越来越近，水源离自己越
来越远。林兴辉意识到发
展节水农业已经刻不容
缓，于是在全村人都不敢
尝试时，他勇敢地迈出了
第一步，5年来，不断扩大
耕种节水小米的面积，还
影响更多农户加入进来。

林兴辉的二女儿林
琴，大学毕业后没有像村
里不少年轻人一样去大城
市找工作，而是留在家
乡，从事与节水农业、地
下水保护相关的工作。
2013年11月，林琴成为
一名地下水保护志愿者，
2015 年大学毕业后，与
父亲一起从事家乡地下水
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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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沿溪镇草坪村，保洁员正在赣江打捞
水葫芦等漂浮物，保护赣江水生态环境。邓和平摄 （人民图片）

位于长江上游源头的四川省南江县，通过严格落实“河长制”，综合实施河道流域生态保护、污染治理和岸线管控，使河水水质常年
清澈透明，稳定达到Ⅲ类标准。图为南江县城上空出现的“龙鳞云”景观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 肖定怀摄 （人民视觉）

永安溪是浙江省仙居县的母亲河。近年来，当地加大永安溪保护
治理力度，在全省率先推行河长制，流域内生态环境持续保持优良，
溪水达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图为游客漫步在永安溪横溪镇溪头村段
的水碇步上。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北京城建工人正在市自来水集团石景山水厂工地上进行绑扎钢
筋作业。作为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重要项目，这一项目建成
后，该区域供水水源将从以地下水为主转变为以地表水为主，有助
于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促进生态修复。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