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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人水关系问题出现的原因、现象及其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作了简要的概括, 并指出数学模式不适合准确

灾害预报的需要。数学模式有助于人们通过工程手段建设和谐的人水关系的基本概念与设计的参考, 而工程调控

在信息时代将会成为解决环境问题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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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水在宇宙中极为罕见, 至今天文学家尚未确证宇宙中除地球外还有其它星球也存在液态水。液态水要

求水与大气的良好结合, 大气层防止通过蒸发使水分向太空逸出, 又参与太阳- 地球之间的辐射收支的平衡过

程, 形成表层液态水存在的必要的温度条件。

万物生长靠太阳 , 阳光是液态水存在与水循环的唯一能量来源。液态水是地球物质循环与生物的新陈代

谢生命过程的重要载体。有水才有生命, 才有生命的最高形式, 即能思维的人类。因此, 水又是世界多样性与

发展的基本条件。

由于地球表层的水集中在海洋, 作为人类生存基地的陆地只有依靠水分循环, 才能经大气从海洋得到水

分, 否则, 便只能是一片荒漠。水分的丰度与循环同气候、地理等因素互为因果, 并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季

节性与多变性, 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思维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决定因素, 它根据客观世界(包括自身)的信息, 使人类能够认识和主动影响客观

世界, 水作为一种极其重要而变化频繁的环境与资源因素, 它哺育了人类, 又以旱涝灾害折磨人类, 所以水及

其变化给人类极其深刻的印象, 也是人类思想最重要的素材, 人水关系是随着社会演变而变化, 从一个侧面勾

画出人类发展史。

近万年来变化最快的是人类, 人口增加百多倍, 生产、生活与思维方式发生三次巨大的变化, 即三次浪

潮[ 1] , 自然界的变化则缓慢得多。因此, 人水关系的变化决定于人的变化, 在不同时代, 人对水的需要与影响

不同, 认识也不同。

在农业时代, 人与水的关系主要通过农作物来体现, 农作物离不开季节的影响, 其中水的丰欠尤其重要。

同四大文明古国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相比, 中国大部分地区季节变差强烈, 冬季寒冷, 生产季节局限在夏半

年, 而夏季多暴雨, 秋季遭台风, 水患频繁, 极易致灾。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与黄淮平原, 地势低

洼, 汛期洪水泛滥, 在此特殊条件下, 抢农时和治洪涝便成为发展农业的首要任务, 这两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它教会了中国祖先认识天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 2]
。

治水的关键在于使阵发性的降水转变成可连续供水的水资源, 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 降水在天, 蓄水在

地, 治水在人的哲理, 天地人也就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

人们根据阳光的强弱, 用阴阳变化诠释季节变化。阳指的是阳光, 阳光与其热量在我国古代称作阳气, 阳

气是生命之气。与之相反, 没有太阳辐射是阴。阴阳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双向概念, 能推广到一切自然与社会现

象, 成为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的核心, 贯穿着一切自然与人类活动, 包括季节变化、空气流动、水分的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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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凝结、天地人系统和水分循环等。

老子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意思是, 阴是背景, 阳是力量, 阴阳冲突导致和谐而生万物,

液态水正是负阴抱阳的产物。阴阳失衡就会使大气与水分循环发生异常, 是水旱等致灾的原因。

因此, 我国自古以来, 不但重视阴阳, 还重视阴阳和谐与平衡, 不能过之与不及, 这就是中庸之道, !三
字经∀ 中的: 中不偏, 庸不易。 这里的 中 就是适度, 是双向思维不可缺少的平衡点; 庸主张前后与表里

的一致。中庸之道即事物间和谐与平衡之道, 体现为事物的规律性。

水分循环和液态水是阴阳冲突与和谐的产物, 它是适宜的温度、气压与水分的地理差异存在的基础, 体现

中庸之道的哲理。水过多成洪涝, 过少成旱, 只有风调雨顺, 才是好年景。水平被看作是平衡的标志, 2000

多年前以都江堰为代表的一批水利工程, 就是利用水平的原理形成旱能灌, 涝能排的自流调控的设计理念。

老子认为水的性质表现哲学的柔, 他说: 上善若水, 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於道。 意思

是: 水养育万物, 却能下而不争, 所以体现柔性哲理。又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 以

其无以易之。 就是说, 水最柔弱, 又最能攻坚强, 它物是无法替代的。古人用 水能载舟, 亦能履舟 以说

明水的双重性。 柔弱胜刚强 立论巧妙, 表明柔性思维蕴藏无限策略的玄机, 正是老子从水性得到的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来自农业生产实践的总结, 又反馈到实践中。可以说, 中国任何社会实践与思维方式无

不受阴阳、中庸与天地人三者之道思想的指导, 它们是古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总结, 具有极大的概括力、穿透力

与构造力, 在其它文明古国的哲学思维里也有萌芽, 但远不如中国成熟, 这与中国季风气候的强烈季节变差与

灾害频繁有密切关系。

我国古代主张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中国自古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古代洪水传说虽多, 但唯

独中国才有夏禹治水的故事, 这表明实践对思维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治水的方针上, 夏禹采取顺水势而导之的

方针取得成功, 说明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是主观能动性的有力保证。农时是阳光、气温与降水都宜于作物生长

的时段, 治水与精耕细作是保水肥、抢天时和争地利的方法, 体现以人治地, 以地补天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管子在 !水地∀ 中说: 水者, 地之血气, 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其实, 水不仅是大地的血液, 而且还是联

通天地人系统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纽带, 在其影响下, 该系统产生良性互动, 因而趋向和谐与活跃, 推动万物的

繁荣和人类发展。

在 !吕氏春秋∀ 中有: 圜道 一节专门讨论周期性问题, 认为阴阳循环是自然界与人世间一切现象的基

本原因, 其中明确提到中国的水分循环表现为云气东来, 流水东去的特点。此外, 还注意到人体的微观水分循

环, 中国古代的医学把切脉作为有效的诊断方法之一, 就是从血液观察体内水分循环的周期性博动的特征, 以

寻找病源与治疗方法。中国古代的生态农业与精耕细作是调节土壤水分循环和夺取农业丰收的重大创造。

到了工业化时代, 机器与化石能取代体力与手工劳动。从此, 人们不必在劳动中直接面对天地和掌握生产

周期中的所有环节, 而只需操纵一种机器, 掌握一个工序, 机器的专业性促进社会分工, 从此知此而不知彼,

便能完成生产任务。人们的思维方式趋向专业化与技术化, 不必像农业时代那样关注天时、地利与人和。水被

简化为一种取之不尽的原料, 任何行业的专家只知水为己所用, 不必顾及它的循环与总体平衡, 精益求精的技

术观取代了天地人的总体观。

机器是需要精确设计与运作的, 所以数字与数学成为工业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 数字模式取代了经验模

式, 专长取代了通才。在其指导下, 生产力剧增, 财富猛升, 然而空前的富裕潜伏着万物失衡的巨大危机。培

根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 的论断成为时代的格言。从此, 机器成为力量的象征和思维模式, 自然界、社会、

人体与水分循环等莫不看作运行的机器, 试图用数字模式去描写与运作, 力学几乎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

工业化连及城市化, 市区是人口聚集的生产、交流、消费的中心, 因而也是人为物理、化学过程冲击自然

界的前缘和各种危机的聚焦点。特别是, 河流两岸城市密布, 河水不但难以满足沿岸城市的水分消耗, 而且还

变成藏垢纳污的渠道。

城市成为巨大的耗水中心。城市人口密度达到3万~ 5万人/ km2, 在年降水量 1 000mm的地区人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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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20~ 30m3, 如果要达到人均 400 m3就需要 20 000 mm以上的降水量, 否则必需引水入市区。更重要的是,

可以引进市区的水量不可能全部是降水, 而只能是径流量, 在降水量不多的地区, 径流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如北京地区年径流只有年降水量的 20%。换言之, 为维持 1 km2 的市区对水的需要, 至少需要引进 160 km2 以

上区域里的径流。因此, 城市成为巨大径流资源消耗的地方也是现代水荒的主要原因。

水本来是没有体现其价值的自然物质, 城市自来水是水的第一次价值表现, 而自来水的水源只能是地表径

流与地下水, 何况这两种水较易测定其数据, 所以被统计为水资源, 承担人类的主要水分需要。相反, 在降水

不多的地区土壤水占降水量的大部分, 却没有统计在水资源之内。因此, 在概念上误导了人们对水的理解, 加

剧了水的危机感, 过去的农业主要依靠天然降水和自流灌溉, 现在为增加农产商品量, 机械化与灌溉农业迅速

发展, 农业从不用径流变成径流消耗大户。现代发展几乎把水分负担全部堆积在径流上, 成倍地放大了当代水

荒的严重性与增加了干旱的风险, 同时也日益显现工业时代水科学的局限性。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里就已指出, 虽然 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 甚至在材料

的整理上高过古代的希腊, 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 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古代的希腊。他提醒人类

在发展中要警惕自然界的报复, 意思是人类在追求自己的发展时不能忽略自然环境, 即天与地的适应能力, 同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大气圈是地球圈层中容量最小与变化最快的圈层, 现在人类排放的 CO2等温室气体引发了全球增温现象,

标志危机已扩展到全部大气圈, 并将通过大气与水分循环, 引起天地人系统全面失控和自然报复的危机升级。

自然界、社会、人体与水分循环等虽然总体上相似机器, 但本质上却不同于机器, 因为它们的部件和总体

结构(如人体的器官及全身构成)并非按统一标准规格制成的, 有很大不确定性, 最多不过是拟似机器, 大量不

确定性必然使其运行偏离数学模式所显示的规律性, 这就是大气与水灾难以准确预报的根本原因。但是, 数学

模式对于工程调控是有用的参考。

预报难以克服的困难可以用调控的手段有效地解决。早在夏禹时代, 人们就已知道, 与其临时防涝, 不如

彻底治水, 荀子指出: 疆(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 本就是资源, 用工程方法调控资源与使用, 就能免除

不确定性的风险。 天府之国 的出现就是有力的证明。

工业是物理、化学产业, 工业发展就意味在自然界潜伏着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的危机。很显然, 最薄弱的

环节必然出现在人口最集中的城市、大气、河流、山区等自然界的敏感地区。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严重失衡首

先在这些地区爆发。

然而, 危机是变革的诱因。老子指出: 反者, 道之动; 弱者, 道之用 。即危机导致反思, 力弱才知用

智。 知识就是力量 的论断暴露了它的片面性与武断性, 应当说, 知识不等于力量, 力量不等于解决问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 科学界的有识之士重新想起了柔弱胜刚强的哲理。只有承认人类在自然规律前的弱小,

才会老老实实地按自然规律办事。任何发展都不可能是单机运转, 一切联机运转必需寻找其中的和谐, 何况系

统并不具有确定性, 单靠数学模式实际上是脱离时代的陈旧思维方式。重技术操作而轻总体协调, 就是危机的

思想根源,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以复兴的原因。这种情况为信息时代思维方式的建立已吹响了号角。

中国古代从来反对以力取胜, 而主张和谐中求双赢。单赢必然引起冤冤相报何时休的困境, 双赢才是真正

的胜利, 对自然界也是这样, 人类的胜利必需同时伴随自然界的强化, 才是可持续发展。!中庸∀ 指出: 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意思是: 万物之间可以和谐

地共处, 各种规律性可以互补而无矛盾。虽然, 小道理很多, 但都要服从大道理, 天地就变得广阔。

大道理就是前面讲到的阴阳之道, 中庸之道与天地之道, 它们构成和谐的哲学。常讲的 退一步, 海阔天

空 。就是在大道理前不能争强斗胜。人类也已经到达自然界的边缘, 应当退一步了, 这当然不是倒退, 而是

从外延的穷追中退回来, 想想内涵的开发, 这就是荀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 的观点。天命就是自然规律, 尊

重自然规律, 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否则, 必然召来灾害。当前国际学术界的动向的确表现了一定的领悟。

从1991年开始, 国际科学界开展了巨大的协作计划 # # # 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的 水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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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生物圈 主要研究水分循环的物理过程与生物圈的影响, 其中 大气 陆面 植被 间的关系是基础性的项

目[ 3] , 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提倡的天地人的哲理在水危机的对策中的表现, 也是人类从对自然界的被

动适应向主动调控的变化的开始。这同夏禹的因势利导的治水方针在哲理上完全一致。

据报道, 中国是世界严重缺水的 13个国家之一, 同发达国家相比, 每生产单位粮食, 中国的用水量是发

达国家的 2~ 3倍, 每增加单位GDP, 中国的用水量又是发达国家的 10倍左右, 缺乏与浪费是互斥的概念, 解

决方法只可能二者取一, 很显然, 不节约而开源, 已到南墙, 余地不多。应当认识到, 节约绝不是缺乏资源不

得已的消极措施, 而是追求效率的科学精神。水科学离不开研究水效率, 自然应当遵循这个精神。

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民间有许多 疆本而节用 的决窍, 对于战胜干旱有着巨大的潜力。

在黄土高原历来用水窖集水, 以满足生活需要的习惯, 在 20世纪末, 甘肃定西地区利用水窖集水与滴灌技术,

使大旱之年获得丰收, 从而结束了长期因干旱而贫困的历史。这样的精打细算, 量入为出的节水措施可谓各显

神通, 层出不穷, 特别是地膜与塑料大棚的白色革命的影响, 使干旱农业产量并不低于灌溉农业, 更广开农业

节水的门路。其例子虽然无法一一列举, 但量入为出, 滴水不漏的思路将是征服干旱的重要思维方式。

对水如此, 对其它资源何尝不是如此。因此, 当前迫切需要新的资源观与新的环境观, 即以自然规律为依

据, 因势利导, 巧挖内涵, 限制外延, 高效惜用, 多次用与循环用。这样, 一分资源, 千种用法, 万分效果,

甚至无穷效果。水永不枯竭将是新的前景。

问题还在于浪费既造成资源枯竭, 也是环境污染的根源。所有污染物无不是宝贵的资源, 污染只是资源之

间的无序组合。水污染就是大量对水的患害, 对其它有益的物质的混入。因此, 资源危机与环境危机其实就是

一个危机, 即浪费资源的危机。水污染与水荒的关系也是这样, 故水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水与节约其它资源, 避

免无序混杂。人们必需以变废为宝的精神, 使每种物资各得其所, 充分发挥潜力就能消除污染。因此, 节约与

浪费不是技术层次的问题, 而是战略层次的问题, 它既涉及水源的开拓, 又关连用水规范化与总体效益化的大

方向, 这是一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法制、伦理、文化与社会等的庞大系统工程。

水既是天地人系统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纽带, 就不能看作各个用户的消费品, 而是它们的共同财富; 水不是

孤立的一种资源, 而是资源共同体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水资源绝不限于地表径流与地下水, 而要在土壤

水、节约用水与一水多用的题目上大作文章, 才能克服危机。

治水是我国历史早期的一件大事, 它教会人们为利用自然而改变自然, 它创造古代文化。当代水害教会人

们用自己的行为去完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它促使人类反思, 并建立新的发展观。当代的及时的与全面的信息

为此奠定了基础, 人类的文化也必然在危机中实现又一次飞跃。信息时代的到来, 为此加快了进程。

参考文献:

[ 1] 托夫勒著 朱志焱等译 第三次浪潮[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2] 张家诚 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M] .北京:地震出版社, 1999

[ 3] 陈家琦 当代水文学的发展与展望[ A] . 水文水资源文集[ C]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

Water man relationship through history

ZHANG Jia cheng

(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art icle discusses why and how the man water relationship is dicid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it also strongly influences human ideology It points out why the mathmetical modellong is not eligible for precisely predict ing

the disasters of flood or drought, but useful to form scientifical concept and projects adjusting man nature system to harmoneous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methodology of engineering along with the coming of informat 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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