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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和黄河断流
——兼与部分院士商榷

温 善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郑州 450003)

黄河下游自 70年代以来, 几乎年年出现断流, 并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引起了国内外各

界人士的关注,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部分院士的关注更为强烈。他们出于对中华民族的

无比热爱, 出于对中华文明的一往深情, 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向社会各界强烈呼吁: 《行

动起来, 拯救黄河》。《森林与人类》杂志1998年第1期刊登了此文。另外, 有不少新闻单位

也对黄河断流做了大量报道, 其中 《经济日报》于 1998年 4～5月间专门进行了 《黄河断流

万里探源》大型采访活动, 共写了40多篇报告。院士们和新闻界对黄河关注的这种历史责任

感, 令人钦佩, 但所提出的主要论点, 尚难令人信服。

因为, 黄河下游该不该断流, 该在什么河段断流, 以及该不该变为一条季节性或间歇性

河流, 这涉及用什么尺度、标准来衡量的问题。而衡量的标准, 主要是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战略目标。因此, 本文拟先论述一下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目标之我见, 然后, 再对部分院

士提出的主要论点进行商榷。

1　论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

毋庸置疑, 黄河一向以洪水泥沙灾害严重而闻名于世, 但其水资源、水能资源的战略地

位随着社会的发展, 亦愈来愈显得重要, 尤其是水资源更是如此。黄河中下游及毗邻的西北、

华北地区, 土地辽阔、光热充足、人口众多、工矿城市密布, 在我国的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 但各地均已出现缺水, 要求由黄河供水的范围很大。当前各地缺水, 虽然与不合理用

水有关, 但可用水资源量小也是很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维系良好生

态环境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黄河的河川径流量多年平均 580亿m
3
, 对于水资源短缺的我国北方来说, 是一项非常宝

贵的水源。开发利用好黄河这一宝贵水源, 对北方地区的总体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的战略目标, 应当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使黄河水资源对国家的

贡献最大。这个贡献, 不单是经济上的, 应当是综合性的、总体性的, 包括经济、生态环境、

社会政治、心理等因素。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一方面, 需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成本充分开

发黄河的水资源, 使其最大限度地变为能调配的可用水量; 另一方面, 需要对可用水量进行

优化配置使用, 防止不合理用水, 使单位可用水量产生的总体效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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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黄河上、中、下游和毗邻地区年耗用黄河水量 300～320亿m
3
, 仅占多年平均径流

量的一半稍强。1997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修订完成的 《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 对黄河580亿

m
3 的水资源, 安排利用 370亿 m

3 , 利用率 64%。余下的 200余亿m
3, 留做输沙及河道内其

他环境用水, 其中输沙用水占绝大部分。在安排利用的 370亿m 3中, 三门峡以上 225亿 m 3,

三门峡以下 145亿 m
3
(其中河南 55亿m

3
, 山东 70亿 m

3
, 天津及河北 20亿 m

3
)。据分析, 这

一利用程度, 对严重缺水的北方来说, 并不算高。

国内外, 经济发达水资源不丰富地区河流的水资源, 不论含沙量的大小, 其利用率大大

高出黄河规划拟定的 64%。如: 美国西南部干旱地区的科罗拉多河, 为一国际河流, 但几乎

全部流经美国, 仅下游一小段流经墨西哥。流域面积 62. 7万 km
2
, 河川径流量多年平均 219

亿 m
3, 年际变差大, 含沙量大 ( 11. 6 kg / m

3 )。含沙量虽不及黄河大, 但也称得上是一条多沙

河流, 其开发利用情况, 基本上是林一山的一句名言: “吃干喝净”。早在 1945年, 美、墨两

国便达成分水协议, 美国分得 200亿 m
3
, 占 90%多, 而墨西哥及入海的水量 18. 5亿 m

3
, 占

8. 5%。其开发途径和手段, 主要是修大库拦沙蓄洪蓄水多年调节, 已建成主要水库的总库容

近 800亿 m3 , 总调节库容 500多亿m 3。我国的海河流域, 多年平均径流量约 180～220亿m 3,

由于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发展, 80年代中期以后, 在遇到平枯水年份, 来水几乎全部用完, 常

常是全年断流。其支流永定河和潮白河由于有官厅和密云两个多年调节水库的调节, 在遇到

一般丰水年时, 也很少弃水。东北辽河的某些支流也是如此。

现在黄河规划拟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还不甚高, 虽然与水资源的年际变差大、含沙

量大有关,但也与在来沙集中的中游未安排足够大的干流水库和足够多的沟道拦泥库有关。当

考虑在中游干流上修建淹没小 (相对于库容而言) 的壶口 (或古贤或龙门)、碛口两巨型水库,

拦沙、蓄洪、蓄水多年调节并与小浪底水库联合运用; 同时, 在黄土高原多沙粗沙来源区的

沟道中修建大型坝库拦沙淤地、改造沟道地形, 便能够把黄河约 200亿 m
3
的输沙和河道内用

水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 变为可用水量, 从而能使可用水量由 370亿 m
3提高到 500～520亿

m
3 , 利用程度接近 90%。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些开发水资源的工程, 除能充分开发黄河水

资源外, 还兼有多种作用。其中干流上的巨型水库, 兼有防止河道淤积、防洪、发电等功能。

多沙粗沙来源区沟道中的拦沙坝库兼有抬高沟道侵蚀基准面、改造沟道地形、减小沟道侵蚀、

减少入黄泥沙, 在沟道内淤地, 为当地生产、生活提供水源, 改善环境等效益。这些工程的

投资, 考虑由有关的效益分摊后, 开发黄河水资源应分摊的投资, 与南水北调工程西、中、东

三条线相比, 不论哪条线均小得多。因此, 修建充分开发黄河水资源的工程, 应先于南水北

调工程。

对将来黄河可能达到的 500余亿 m
3可用水量, 按对国家贡献最大和某些特殊的强制条

件进行配置, 估计下游 (三门峡以下) 应分得 250亿 m3左右, 比规划值增加约100亿m 3。增

加的这 100亿 m
3
, 按贡献最大配置, 除应向沿黄增加供水外, 还应扩大供水范围, 增加向胶

东、津冀的供水。同时, 应在海口回游性鱼虾类产卵孵化期间安排一定的入海水流。将来下

游的可供水量尽管能增加 100亿 m
3左右, 但由于供水范围扩大后, 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后,

按贡献最大的目标配水, 位于下游最末端的河口段, 可能还会出现断流。弥补办法是修建适

量的平原水库, 在不断流时蓄水, 以备断流时使用。目前河口段已在这样做。

另外, 进入下游的可用水量, 绝大部分是由小浪底水库下泄进入下游。由于小浪底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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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时, 基本上为清水。若仍经河南段河道输配时, 由于河道比降和流量较大, 冲刷能力大,

势必又变成浑水。这一方面要使引水增加处理泥沙的费用; 另一方面还会由于沿程流量递减

小、挟沙能力降低而造成山东段河道淤积。若考虑将小浪底水库泄下来的清水, 在桃花峪设

引水枢纽, 集中将清水引出用南、北两条总干渠输配水, 其中北岸总干渠可考虑由陶城铺回

注入黄。如此, 则既能避免清水变浑水, 又能避免山东段河道淤高。据此, 河南段河道则还

有可能成为一条只走洪水的间歇性河道。

总之, 黄河下游该不该断流、哪个河段该断, 以及会不会有的河段成为间歇性河道等, 这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对国家贡献最大进行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强制性约束条件的制订。因

此, 应当把按对国家贡献最大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作为研究的主题。一定要不断流时, 经论证

如果确有这种必要的话, 可将其作为优化配置中的约束条件之一。

2　与部分院士商榷

现对部分院士在 《行动起来, 拯救黄河》一文中提出的几个主要论点进行商榷, 不当之

处, 切望院士们指教。

( 1) 部分院士认为, “黄河断流, 意味着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正在继续恶化”。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黄河的流域面积 75. 2万 km2 , 其中 97%即73万 km2在花园口以上,

整个黄河流域主要应是花园口以上地区。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 降雨

稀少。所以, 就流域天然生态的总体来说, 是比较脆弱的。在历史上由于人口不断增加, 人类

活动不注意水土保持、保护生态环境, 因此生态环境是不断恶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央

和当地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水土保持, 特别是 70年代以来, 水利水保措施已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 至 1995年, 各项水保措施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 4万 km
2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35%, 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 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速度, 入黄泥沙平均每年也已 减少了 3亿 t 左右。这一方面说明, 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并没有正在继续恶化; 另一方面说明, 近些年来的黄河下游断流与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的关

系并不密切, 是两码事, 不宜把两者扣得太紧。严格说来, 近些年来的黄河断流时间一年比

一年长, 不是因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引起的, 而是由于中上游地区用水发展较快、来水

偏枯以及调节工程和管理措施跟不上而引起的。其中用水发展快, 固然有浪费的因素, 必须

大力推行节约用水。但用水发展快, 总的来说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只是用水超过了供水能力, 引起了下游断流。不应当把下游断流看成 “意味着整个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正在继续恶化”。

黄河流域及下游流域外引黄灌区, 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0万 hm
2
发展到目前

的约 670万 hm
2
, 在约占耕地面积 40%多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 70%的粮食和大部分经济作

物。在黄河上游的陇中、宁南等极度干旱地区, 以前是 “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的荒凉

景象, 灌溉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

无疑, 黄河下游断流, 也会给下游河道造成一定的生态失衡问题, 但这与因灌溉用水增

加而给上、中、下游带来的大面积生态环境改善的效益来比是小得多的。这也说明了, 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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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黄河断流说成为 “意味着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正在继续恶化”。

用水浪费也是黄河下游断流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实施大规模的节水工程, 是能够节省出

一定的水量来的。但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节约出来的水, 不应将其全

部用于不断流, 同样应当进行优化配置。这样, 带来的经济、环境、社会效益要比维持大量

水入海划算得多。

( 2) 部分院士认为, “黄河断流, 严重造成下游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在 《黄

河断流万里探源》报道中, 还提到 “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 水

域生态系统和海洋海岸生态系统的重要保护区。黄河断流使该区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从而造

成生态系统、生态种群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的丧失。有专家认为, 这种丧失是迄今为止任何科

技手段都无法补偿的”。

其实, 黄河下游断流, 并不能造成下游大面积荒漠化。这个问题, 可用黄河历次大改道

的情况说明。有史记载以来, 黄河有五次大改道。改道范围遍及黄淮海大平原。每次大改道,

对原来的旧河来说, 便是一次永久性的断流。这么多次的改道断流, 并没有使黄淮海大平原

形成大面积荒漠化。其原因在于黄淮海平原处于半湿润气候带, 在这样气候条件下, 是形不

成大片荒漠的。当然, 每次大改道, 残留河槽的某些河段, 确实也遗留下一些风沙区, 但都

是局部的, 并且大多已治理好。下游断流出现的局部且能治理好的风沙区, 不能称为严重荒

漠化。

至于黄河口断流, 会使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会造成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基

因多样性丧失的问题, 确实应引起重视。但从过去已发生的断流情况看, 并非象院士们所说

的那样严重, 也并不是无法补救的。1992～1998年各年河口断流均在 60 d以上, 其中 1995～

1998年各年均在 122 d以上, 这些年每年断流的时间这样长, 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具体丧失

了哪些类种, 遗传基因多样性丧失了多少, 本应有具体的材料, 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到这

方面的材料。另外, 断流后, 也并不是就不能够保持河口湿地的特点, 可采用在滩地上或废

旧河槽中蓄水等人工办法来保持河口湿地环境的特点。用这类办法保持河口湿地环境及其生

物多样性的效果, 与不断流的办法相比, 可能会有所差别, 这也是需要分析的。在未对这些

进行分析比较之前, 过早地断定河口断流就一定会使湿地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无法补偿的结

论是欠科学的。

( 3) 部分院士认为, “黄河断流, 正直接威胁着下游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存”。

断流与下游经济发展、民众生存受到威胁两者同样是水资源不足和用水有浪费的结果。在

来水偏少、水资源不足和不合理用水的情况下, 如果一定要下游河段不断流, 就必须使上一

河段两岸少引水, 必然要影响上一河段两岸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存。如对立起来看, 既可

以认为是断流威胁下游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存, 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民众生存引黄用

水的增长造成了下游的断流。因此, 确切的提法, 应当是由于水资源不足和不合理用水, 造

成了下流断流和威胁着下游经济的发展与民众的生存。不能认为是断流威胁着下游的经济发

展、民众的生存。

( 4) 部分院士认为, “黄河, 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黄河断流, 还将对中华文化、民

族心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确实,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 同黄河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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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宜于人类繁衍的缘故。黄河下游断流并不会使整个中下游地区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

即不会因断流而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黄河也 不是神, 不能用其作为民族信仰的寄托, 更不

能用其作为激发民族凝聚力的动力。古今中外, 民族的凝聚力无一不是来自社会的公正廉洁。

公正廉洁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社会安定是国家发达兴旺的前提。国家兴旺发达了, 自然能增

强民心的凝聚力。对中华民族来说, 最大的忧患, 是社会的不公、不廉, 导致的民心涣散。黄

河断不断流, 是涣散不了民心的。在有史记载至今的 2500多年中, 黄河有 500多个年份决口,

有五次大改道, 每次决口、改道, 对原河道来说, 都是长历时的大断流。就决口改道造成的

灾害而言, 确实是灾难深重。但就断流而言, 并未给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带来根本

性的变化。在历史上给民族文化、心理带来创伤的, 不是黄河 断流, 而是历代皇权制度的腐

败, 所导致的社会大动荡和外族入侵。因此, 不能把黄河断流提高到影响民族文化、民族凝

聚力的高度。

对黄河断流应当高度重视, 但对其影响, 主要应当限于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水环境、

水经济的范围内, 不应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否则, 就是一种舆论误导。舆论误导的危害极

大, 错误的舆论, 会导致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又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错误的决策, 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错误舆论的的发展, 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在研究黄河和

黄河断流的问题上, 应力求避免这种误导。

笔者深信通过这种讨论, 定能会使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朝着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目标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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