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水荒初探

张家诚　　张　沅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现代水荒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也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失调的结果, 人口迅速增加与城

市化是水荒形成的直接原因, 只有恢复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关系, 水分循环作为这个关系中的环

节之一, 也将得到调整, 人类社会的水分供需问题也会随之解决。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此开创了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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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水的关系十分复杂, 一方面, 地球生物圈与人类的生存和繁荣是以液态水的存在为前

提的, 人绝对少不了水; 另方面, 人是陆生动物, 他的生理机能, 生活与生产活动都只适应陆

地或陆缘水域, 他必需离开水圈, 不能有过多的水。人在海洋与江、湖上的活动只能看作大陆

上的人水关系在水域的延伸。故人水关系主要指大陆上的人和水的关系。同时, 人水关系除了

人的生理机能与水的关系外, 人是社会动物, 故还通过人类社会同水的关系而实现, 这使得这

个关系不能不具有显著的社会性。

人与水都是变量。大陆上各地的水分状况虽有明显的年际变化与长期波动, 但多年平均值

的变幅十分有限。人类却不然, 几千年来人口增加了几十倍, 社会则经过了几次剧烈的变化, 使

人水关系在性质上也多次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 人水关系变化的主导因子是人类社会, 水

的变化只是辅助方面。到了现在, 水资源不足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有的地方, 特

别是在一些城市, 水资源已成为当地发展的限制因子。这就使得人们日益关切的现代水荒问题。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本文对此作一些探讨。

1　工业时代以前的人水关系

在原始时代, 人与动物没有本质差别。人水关系主要是人体生理机能与水的关系, 这种关

系限制了人类生存的地理范围。人只能在一年四季都能得到足够的液体水的地区, 这就是热带

亚热带有水源的地区, 只有这些地区才发现原始人的遗迹。

当进入第四纪冰河期, 严寒的天气使大地冰冻。原始人无法忍受寒冷或找不到食物, 大量

的人饥饿而死, 只有少数人找到越冬的方法, 才能逃过这场劫难。这促使他们迈出了向人类进

化的第一步, 成为现代人的祖先。恩格斯写道: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 人也学

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 迁移到比较冷的, 在一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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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 就产生了新的需要: 需要有住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 需要新的

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 这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远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514～515)。

恩格斯所说的 “迁移”实际就是第四纪冰河期的 “到来”。这是原始人无法避免的天灾, 迫

使他们迈出向人类过渡的步伐。最早的 “新的劳动领域”就是游牧, 它给人类提供越冬所必需

的食物与兽皮, 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了人水关系。因为食草动物能够在比较干旱和寒

冷的草原生存, 这就使人类有可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较冷较干的地区推进。

但是, 单位草地产草量有限, 由于食物来源的限制, 人们只能成小群地分散在大地上, 逐

水草放牧自己的牲畜。无法集中定居, 形成稳定的较大的社会集团。

对古代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是农业。《泰晤士世界地图集》的说明中指出: “人类从狩猎者和

捕鱼者转变到农耕者, 从游荡的生活转变到定居生活的变迁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有决定意义

的革命。”
[ 1]
, 这一革命诞生了人类古代的高度文明。

农业降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程度。它把人水关系的主要承担者从动物的生理机能转移

到农业生产上。由于农业有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 耕地又有固定的地点, 这就为较大的人群以

村庄的形式定居创造了条件。但农业也是一个对自然界依附强烈的产业, 耕地的水分条件就成

为人水关系的焦点。这就使得人类不得不在土壤水分上提高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我国

古代农书记载许多关于土壤水分独到的见解与经验, 就是一个例证。

考古学家发现, 农业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河谷平原, 而出现在高地和山区。这主要是由于土

地资源丰富的河谷平原在汛期洪水泛滥成灾, 原始人类无法在此定居和耕种。但是, 农业只有

扩展到平原才能获得迅速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 而这只有经过治理水患才能实现。据考证, 各

文明古国都有治水的历史。治水和农业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早期的重大事件。它们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和生产, 改变了地理环境, 改变了人水关系。中国以其特有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在这两个方

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对中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当人类结束了以开发土地为目的的治水工程后, 治水任务并未完结, 因为他们还面临减轻

旱涝灾害和开发水利资源的重大任务, 后一治水任务至今仍在继续。

2　工业时代的人水关系

在工业时代, 人水关系又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工业以使用化学能的机器武装了农业, 使之

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生活日益富裕, 刺激了人口迅速增加。庞大的人口和较高的生活水

平迅速提高了人对水的需求量。1830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 到了1990年增加到 53亿, 换言之,

人均降水量或水资源量都下降到原来的 1/ 5。同时, 人类也加速了土地的开发利用, 破坏开发地

区的自然植被, 也削弱了这里降水转变成水资源的自然机制。这都是现代水荒出现与加剧的主

要背景原因。

现代水荒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业发展引起的城市化彻底改变了水的供给与需要的区域布

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概念已成过去。其中主要原因是工业化使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发展趋势。特别在近几十年来, 城市有了惊人的发展。例

如, 英国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在 1600年只有 2%, 1800 年增加到 20% , 1890年为

60%, 1990年为89%。美国则城市人口在 1800年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 , 1900年上升到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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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到 75%。我国从 1978年到 1989年的 11年间, 城市人口由 1. 7亿多上升到5. 7亿多, 在

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17. 9%上升到 51. 8%。其他各国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也同样显著[ 3]。

城市化的结果使水的消费不断向城市集中。在市区范围内降水量是很有限的。如果 1000万

人口的市区面积 1000km
2
, 年降水深1000mm, 人均降水量不过100t。水资源不得不大量从外地

调进城市, 这就破坏了当地水满足当地需要的供需平衡关系, 城市变成庞大的耗水中心和现代

水荒的敏感点。

在水资源中能够从外地方便地调入城市的主要是径流这一部分水量。但径流只是降水量中

的一部分, 在华北这样降水不多的地区, 径流只是降水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降水少的年份, 这

部分水的比重更要显著下降。因此, 城市不仅成为现代水荒的敏感点, 干旱年份就成为这个敏

感点的水荒爆发时期。

以集水面积 4. 34万 km
2
的永定河流域为例, 水分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永定河流域的水分情况

Table 1. Water Resources in Yongding River Basin 亿 t

保证率 ( % ) 20 50 75 95 平均值

降 水 量 226. 8 191. 6 165. 5 131. 0 193. 6

径 流 量 25. 0 19. 5 15. 8 12. 2 20. 3

水资源量 35. 6 29. 0 24. 8 19. 7 3040

　　注: (引自 《华北地区水资源评价》, 水电部 38-1-5课题组, 1987)。

从表 1可以看到, 永定河流域每年能够产生的径流平均只有 20. 29亿 t , 如果全部供给一个

人口 1000万的城市, 人均只有 200 t。在 5%的少水年份, 人均只有 122 t。换言之, 如果要达

到人均 400 t水的供水指标, 在常年就需要两条永定河的集水面积 (相当浙江省的面积) 才能维

持一个 1000万人口城市的正常供水, 而在少水年份甚至需要四个永定河的全部径流才能满足这

一需要。当然, 在雨水多的地方, 径流也多, 但在干旱年份也难免不受供水不足的苦。这里城

市仍然是水荒敏感点, 不过水荒只在旱年出现。

现代水文学也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 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是为这一时代的需要服务的。当

代一切科学的原理与方法都以此为基点, 水文科学也不能例外。它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反映在水

资源的定义上。当前, 水资源统计量是河川径流与地下水的补给量之和 (减去重复计算量)。实

质上, 这就是可以供给城市的水量。但是在华北这样的雨水不多的地区, 这只是降水量中的一

个小数。土壤水在雨水中占有大得多的分量。正是由于较多的土壤水, 华北的野生植被才能很

好生长, 旱农生产也有很好的条件。但是, 如此份量的土壤水却未能出现在水资源的账上, 这

对现代水荒来说, 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实质上, 水荒不过是现代水资源危机的一个表现形式, 也是环境危机与自然资源匮缺危机

和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失调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 现代水荒也只能在深刻认识和全面协调人类

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3　信息时代的人水关系

现代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社会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信息从人类诞生之日

起就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资源。人类的语言就是通过声波传递的信息, 烽火则是远距离传送

信号的光学设施。《孙子兵法》中明确指出: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充分地强调了信息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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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是, 古代的信息只是各项人类活动的附带产品, 还有明显的专业性, 集团性。在一定

行业或一定社会集团 (如民族, 帮会等) 里沟通, 除语言外, 只有报刊是覆盖全社会的信息业

务。但是, 这只能满足一般信息的沟通, 还缺乏各行各业以及全社会作出决策, 规划与运行管

理所需的覆盖度、速度、精度与深度。

只有到了现代, 电子工业为信息业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 (如各种传感器, 计算机, 通信

技术等) , 而环境危机与自然资源匮缺危机暴露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界之间的严重矛盾, 为恢复二

者之间的协调关系, 极需有关自然界与社会的各种信息。现代各门学科, 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各分支学科, 已经互相紧密结合, 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网络。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

需要其他学科的信息。当代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趋势要求建立庞大的, 覆盖全社会与自然界的、高

速的信息产业。信息成为人类战略与战术决策与进行规划、实施管理的科学基础, 也是指导各

个产业, 使之正常运转, 发挥最大效益和寻找发展方向的带头产业, 这就是即将到来的社会被

称作信息社会的原因。

现代水荒只有在信息社会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由于水是地球各个圈层和人类社会各个组

成部分的不可缺少, 而又有巨大作用的物质。可以说, 它是联系自然界与社会各部分的强有力

的纽带。因此, 只有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大系统的角度入手, 才能找到解决现代水荒的出路。

这就需要从自然界与全社会快速收集有关水量与水质的信息。

50年代起, 地球自然界的水分循环问题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研究的重点是水分

本身的运动, 很少牵涉到生态环境等其它问题, 更没有牵涉到人类社会。但是, 自从工业发展

以来, 人类社会成了有限的地球环境难以承受的一个迅速增长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对

地球水环境的影响也是日益增强的。当前社会的需水和排水正在不断增长, 是改变自然界水分

循环的一个重要因子。如果忽视这个因子, 水分循环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像 [ 4, 5]。

城市是社会的重心, 又是现代水荒的敏感点。城市水荒是全球水荒与其它危机的信号, 宣

告人类与自然界的全面矛盾即将到来。这就促使人们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协调问题摆上日程。

水荒的关键在于自然界供水与社会需水的量的平衡与质的保护问题。这两个问题极其复杂, 牵

涉到全社会与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只有精确列出有关方面关于水分收支的明细账单, 弄清其中

的复杂关系, 构造出一个关于水分循环的全面图景, 才能作出合理的调整方案。在工业时代形

成的许多科学概念, 原理与方法显然不能符合这个需要, 必需革新。时代使科学正面临 一次重

大变革, 水科学的变革也许更为迫切。这个变革首先是指导思想的变革。也就是说, 过去就自

然论自然改变为就自然与社会结合的观点论自然。

就水科学来说, 指导思想过去以城市供水为主应当改变以生态平衡的水分需要为主。用这

样观点建立新的水科学体系。举例说, 在水资源的认识上, 长期沿用的以河川径流与地下水补

给量的和作为水资源统计量显然不能满足全面发挥水资源潜力的要求。由于现代水荒是逐步扩

展的, 矛盾暴露最严重而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水分不足地区 (干燥度大于1, 缺水已影响到经济发

展的地区) 的水分供需平衡问题。因为在这一地区更加突出显示土壤水等其他水资源的重大意

义。从这里入手就更加容易弄清现代水荒的性质。另外, 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有丰富的高山降水,

但却缺少高山气象站。按传统的气象统计方法, 即以现有全部观测资料为统计样本, 就无法反

映这里的真实的干旱程度, 也严重影响这里水分的开发利用。

同时, 降水是一种有风险的资源。水资源与旱涝灾害是相伴而生的, 特别在华北这样水分

不足地区更是如此。这里的全年雨量集中在为期不长的雨季里, 而雨季降水往往集中在几次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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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里。暴雨就是集资源与灾害于一身的自然现象。洪水灾害因暴雨而生, 水资源也主要来自暴

雨。因此, 能否多蓄一些暴雨雨量就是争夺水资源和减轻旱涝灾害的关键问题。

水是一种可以回收和重复利用的物资。现代水荒并不是由于自然界水分不足以支持人类的

发展, 而是人类使用这个物资过于粗放和无序。一方面有严重的水量的浪费, 另方面有水质的

严重污染。信息社会为社会用水从粗放转变成集约化创造了条件。集约化水平越高, 就越需要

经济与技术的投入和人类用水与排水的行为规范化。集约化的极限就是宇航与外星殖民所需要

的人工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 有限的水分将无限地循环使用。但这耗费巨大。在地球条件

下不需要如此高度的控制水平, 各种不同程度的人工气候或节水措施, 防污染措施就足以克服

现代水荒。但是, 采取这些措施, 是要以全面掌握地球水的信息为前提的, 同时, 这并不只是

一个科学问题, 而是一项关系全社会而需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重大事业。因此, 水问题将深刻关

联到科学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为此, 它需要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的最

新成果, 共同作出决策、规划和协调实施。这样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只有在信息社会才有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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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liary Study on Present De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Zhang Jiacheng and Zhang Yuan

( Chinese A cademy of Meteor ological S cience, Beij ing 100081)

Asbstract: The art icle discusses the present deficiency of w ater resource, as a resul t

caused by violat ion of relat ionship betw een natur e and man in the process o f indus-

trilizat ion in 20th Century . Rapid populat ion g row th and urbanizat ion are tw o fac-

tors w hich deter io rate the ex isted supply-demand balance of w ater on land. Only in

case of recovering the harmony to nature-man system , the w ater problem would be

solved consequent ly . T his is natur ally be po ssiblly real ized in the up to come infor-

mat ion society .

Key words : def iciency of w ater resource; information society ;

nature-man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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