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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我國乾旱災害趨勢變化
及其災害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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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建國以來出現的數次乾旱災害高峰期﹐從受旱﹑成災面
積看﹐1957~1962 年﹑1972 年﹑1978~1982 年﹑1985~1989 年﹑
1991~1995 年﹑1997 年﹑1999~2001 年屬於乾旱高峰期﹐年均受旱
面積均在三千萬公頃以上。1950~1990 年的 41 年間﹐中國有 11
年發生了特大乾旱﹐發生頻次為 27％。1991~2010 年﹐中國有九
年發生了重大乾旱﹐發生頻次為 45％。2005 年至今﹐雖然成災面
積有所下降﹐但區域性跨年跨季的乾旱﹐特別是南方連年的大旱﹐

在經濟超前發展的大環境下﹐對人們日常生活﹑生產﹐對國民經
濟﹑社會心理﹑社會穩定都造成鉅大衝擊。
值得注意的是﹕21 世紀來﹐乾旱災害的成災率﹐除 2004﹑2009
年之外﹐均在 50~67％間徘徊﹐高於 1950~2010 年平均成災率水平
的 44％。這意味著抗禦乾旱自然災害能力總體下降。
表~1﹕21 世紀來全國乾旱災害情況簡表
年份

受災面積 成災面積 成災率
（千公頃） （千公頃） （％）

2000

40540.67

26783.33

60.00

2001

38480.00

23702.00

61.58

2002

22207.30

13247.33

59.60

2003

24852.00

14470.00

58.20

2004

17255.33

7950.67

46.00

2005

16028.00

8479.33

52.90

2006

20738.00

13411.33

64.60

2007

29386.00

16170.00

55.00

2008

12136.80

6797.52

56.00

江南﹑華南北部﹑東北旱﹐雲南連旱

2009

29258.80

13197.10

45.10

華北﹑黃淮﹑西北東部﹑江淮春旱

2010

13258.61

8986.47

67.77

雲﹑桂﹑黔﹑渝秋冬春大旱﹐華北﹑東北秋旱

災害範圍及情況
東北西部﹑華北大部﹑西北東部﹑黃淮及
長江中下游地區旱情特別嚴重
華北﹑東北﹑西北﹑黃淮春夏旱﹐長江上游
冬春旱﹐中下游晴熱高溫﹑夏旱﹐東部秋旱
華北﹑黃淮﹑東北西﹑南部﹑華北﹑西北
東南部及四川﹑廣東東部﹑福建南部連續
四年重旱
江南﹑華南﹑西南伏秋連旱﹐湘贛浙閩粵
秋冬旱
華南和長江中下游大範圍秋旱﹐粵﹑桂﹑
湘﹑贛西﹑海南﹑蘇﹑皖降雨量為建國以
來同期最小值﹐華南部分地區秋冬春連旱
寧﹑內蒙﹑晉﹑陝春夏秋連旱﹐粵﹑桂﹑
海南發生嚴重秋旱﹐雲南初春旱
川﹑渝伏旱﹐重慶極端高溫﹐長江中下游
夏旱﹑兩廣秋冬旱
內蒙東部﹑華北﹑江南大部﹑華南西部﹑
西南的東南部夏旱﹐華南湘﹑贛﹑閩﹑兩
廣秋冬旱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水利工作會議上講話﹐對水利形
勢作出了“四個仍然是”﹑“三個越來越”的深刻分析﹐指出﹕
“洪澇災害頻繁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水資源供需矛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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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仍然是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農田水利建設滯後仍然是影響
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制約﹐水利設施薄弱仍然是
國家基礎設施的明顯短板”﹐隨著氣候變化和工業化﹑城鎮化發
展﹐我國水利形勢更趨嚴峻﹐增強防災減災能力要求越來越迫切﹐
強化水資源節約保護工作越來越繁重﹐加快扭轉農業主要“靠天
吃飯”局面的任務越來越艱鉅。
從統計看﹐乾旱發生的頻率和影響範圍似乎在擴大。據
1950~2010 年的統計資料﹐我國旱災發生的頻率和強度﹐以及受災
人數和財產損失程度均有增長的趨勢。近 30 年來﹐尤其是 2000
年以來﹐中國北方地區旱災持續﹐南方多雨地區季節性乾旱也日
趨嚴重﹐乾旱呈現從北向南﹑從西向東擴展的趨勢。因區域降水
變率加大﹐氣溫地溫昇高﹐社會經濟迅猛發展﹐水資源供需處於
緊平衡狀態﹐全國水資源總量下降﹐北方地下水淺層水位與儲存
量持續下降﹐加劇了農業乾旱。目前全國水資源可利用量約八千
億立方米﹐2010 年總用水量已達六千億立方米﹐2030 年預期將達
7~8 千億立方米﹐接近臨界。儘管十多年來農業用水量略有下降（不
一定是節水成效）﹐但工業和生活用水量持續上昇﹐況且農業用
水下降並不意味著農業乾旱減輕。和國防安全﹑糧食安全一樣﹐
水安全問題始終存在﹐也是當前的安全危機的大問題。
以傳統農業省區水資源量的變化為例﹕江西省鄱陽湖流域近
百年來發生了七次嚴重乾旱﹐2011 年春旱是 60 年來最嚴重的﹐比
1963﹑2007 和 2008 年酷旱更重。1990~2000 年﹐鄱陽湖水系年均
徑流量為 1525 億立方米﹐而在 2000~2010 年﹐這個數字卻遽降為
1200~1300 億立方米。從 2003~2007 年﹐鄱陽湖進入枯水期由以往
的 12 月提前至 11 月﹑10 月。西江流域經濟發展﹐農業與工業耗
水量﹐已不是 1980 年代的量級。2005 年西江大水﹐但洪水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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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流即出現枯水﹐廣西發生嚴重秋旱﹔下游鹹潮入侵﹐廣東中山
市的鹹潮監測系統﹐則在汛期後第一天﹐便出現多測站鹽分超標
記錄。類似的例證可以找出許多﹐除多年氣象乾旱因素外﹐流域
水資源消耗量增大﹑供求失衡是重要原因。
圖~1﹕1997~2009 年全國水資源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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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97~2009 年全國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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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97~2009 年北方地下水動態
淺層地下水累積儲存變量（億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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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糧食產量的確增加了﹐近年糧食生產連續七年獲得豐收。
但是﹐糧食安全總體情況並不樂觀﹐增產同時卻因乾旱發展﹐減產
糧食額大幅上昇﹐2000~2010 年每年平均減產 366 億公斤﹐是 1950
年以來每年減產平均數 161 億公斤的 2.27 倍。世紀初﹐我國糧食生
產和庫存也連續下滑﹐產不足需﹐供求有較大缺口。2006 年缺口 105
億公斤。世界糧食庫存也連續下降（僅 2006 年就下降 16.3％）﹐糧
價連續飆昇。事實已經說明﹐糧食缺口決不能單純靠進口來填補﹐
也不能貿然用沒有安全保證的轉基因品種來頂替。我國的消費規模
和缺口額度﹐已超出國際市場供應能力﹐此外﹐糧食市場也嚴重地
受到氣候變動的影響﹐受到國際政治戰略的制約﹔不斷飆昇的燃油
價格﹐促使中外生物燃料產量劇增﹐引起國內糧食使用供應結構的
變動﹐但也就影響制約了口糧﹑飼料﹑燃料源糧食的大幅度進口。
最近十年旱情說明﹐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 農田水利﹐尚未起
到確切保證糧食安全的作用。水利部調查﹐13 個糧食主產省的 350
處大中型灌區﹐有 80％的支渠﹑85％的斗渠和 94.6％的農渠仍舊
為土渠﹐有效灌溉率很低﹔許多灌區部分農田因多種因素制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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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灌溉﹐或差“最後一公里”無法灌到田間﹐有的灌區灌一次水
需要近一個月。我國有三分之一的灌區水的利用率不足 35％﹐有
三分之一的灌溉面積為中低產田。原因之一就是農田水利工程狀況
十分不好﹐原有灌溉體制根本適應不了農村生產關係﹑土地使用模
式的急遽變化﹐土地分包﹑分散﹐灌溉也就難辦了。由於歷年欠賬
較多﹐主灌區骨幹建築物完好率不足 40％﹐配套率不足 70％﹐全
國有效灌溉面積僅佔耕地總面積的 43％﹐但仍在不斷流失減少中。
特別驚人的是﹐僅僅“十五”期間年均減少有效灌溉面積 311 萬
畝﹐相當於每年報銷十個 30 萬畝的大型灌區﹐而 300 萬畝灌溉面
積並非是兩年就可以創造﹑完善的。主流學者總是試圖誘導政府﹐
違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推動所謂“城市化”﹐盲目發展被扭曲
的現代化﹐也使排澇與防旱的設施﹑較為平衡的生態一直在付出昂
貴的代價。市縣﹑農村原有的中小型灌溉工程﹐處於老化﹑失修﹑
損毀﹑廢滯的危險狀態﹐效益極其低下。近十年旱澇災害凸顯的問
題﹐不僅是自然環境系統發生振動﹐關鍵問題是面上抗旱除澇能力
急劇下降﹐主流媒體並沒掩飾這點﹕許多灌渠﹑排水渠道﹐30 年
沒有使用﹐30 年沒有人來疏浚﹑修治。這是最基本最嚴重的事實。
與乾旱對立統一的是﹐在大江大河防洪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時﹐全國
中小河道防洪問題﹐沒有相應提高﹐不少縣鎮﹑鄉村的建築﹐與水
爭地﹐侵佔排洪河道。一方面﹐盲目的非理性的投資及其反饋 — 所
謂 GDP 無序無度高漲﹔一方面﹐農業水旱災害急劇高發﹐水利事
業的實際情況與飛躍的 GDP 經濟﹑城市化極其不相適應。

˟ďᄃͪԿᙯᓑ۞ۤົߙֱᒖ༼۞ត̼!
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農田水利投入機制﹑基本建設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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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和土地利用結構﹑水土關係和農村勞動模式發生一系列
重大變化﹐大致表現在﹕1
1﹑財經政策因素。國家基本建設中農業水利的投入比例﹐“六
五”以前時期為 6~7％﹐“六五”以來急劇下降﹐“七五”“八
五”期間下降到 1.8％﹐“九五”2.7％﹔財政水利投入佔財政總支
出由 5.7％下降到 2.7％。農田水利的建設高潮已成為過去﹐維護﹑
配套與更新發展資金極其短缺。中央水利投入﹐多用在大江大河
樞紐工程和防洪工程上﹐地方財政在“分灶吃飯”和“轉移支
付”後﹐很難去投入公益性的水利事業﹐即便投入﹐也不投在農
田水利而多在城市供水和景觀水利上。
財政分灶吃飯﹑轉移支付﹐但地方幾乎難與中央政策性號召
配合﹐來發揮對公益事業（而非政績工程）的積極性。地方配套
水利資金即使到位﹐也要擠佔其他水利資金。建國初期發動農民
群眾建設水利﹐近 30 年棄卻了水利建設的群眾路線﹐過去大約國
家與農民群眾投入 1 比 3（或 4）的比例（土石方工程）不復存在﹐
即使國家投入農田水利﹐也缺失了地方和農民群眾佔大頭的勞力﹑
物質投入。鉅額缺口如何填補﹖最近幾個五年計劃﹐財政農業支
出用於支持水利建設比重不高﹔“八五”﹑“九五”期間﹐農業
基本建設投資中用於水利的比重為 63％﹐但絕大部分直接用於防
洪﹑抗旱應急﹐農田基礎建設甚微。儘管 1998~2001 年中央國債
資金投入 5100 億元﹐但用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僅佔 1.1％（參見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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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第 1 條參閱財政部農業司﹑水利部財經司﹑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報告〈財政
支持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問題研究〉﹐
《水利政策研究論文選編（2000~2010 年）》﹐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10 年﹔第 2﹑3﹑4 條參閱敬正書主編﹕《2005 中國水利發
展報告》﹐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5 年﹐第 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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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各個五年計劃中全國水利基建投資佔基建總投資的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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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改革﹐財政上移同時卻沒有對農田水利投入責任相
應調整﹐農水﹑建管經費都由各級地方承擔﹐中央與地方事權和
財權顯然錯位﹐出現“國家靠地方﹐地方靠農民﹐農民靠國家”
“三靠”— 卻靠不住的奇怪景象。國家與地方在資金﹑配套概念
上無休止地“調情”﹐相互觀望﹐卻難有實際資金付諸農田水利。
儘管在 2000 年以後﹐中央意識到“兩工”取消的後遺症﹐中央財
政開始有意傾斜﹐設立小農水補助資金﹐但與實際需要差距太大﹐
如 2005 年安排三億元﹐不足當年財政支出的萬分之一﹐2009 年安
排 45 億元﹐僅佔當年預算支出的 0.59％。目前中央﹑地方財政和
其他各種渠道每年投入小農水資金總額不足一百億元﹐農水基本
建設資金不足九百億元﹐而每年僅常規性農田水利勞動工日一項
的投入（按“六五”前的需要﹐目前的工價計）﹐則減少了 3~5
千億元﹐我們千辛萬苦的投入還彌補不了勞動工日的缺欠轉現。
改革至今﹐小型農水資金究竟該誰出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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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再也沒有“六五”以前的積極性。難怪﹐2011 年中央第
一號文件下達後﹐各地居然六個月沒有動真格來響應﹐中共中央
在 7 月召開最高規格的中央工作會議來再發動﹑再佈置落實投﹑
付政策。回顧共和國的水利歷史﹐這一次是規格最高的全國水利
會議﹐毛澤東在蘇區時講過“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但建國後並
不需要他去坐陣水利會議﹐水利熱潮照樣興起。
2﹑農民利益和農民心理因素。農業的比較效益越來越低﹐農
業收入佔農民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小﹐間接甚至直接影響到群眾
對農業水利的積極性和農田水利的投入。
30 年來﹐我國糧食生產稅後淨收益發生變化﹐1980~1995 年
為增長階段﹐全國主要糧食每畝平均稅後淨收益分別為 154~374
元不等﹔到 2000 年﹐早稻﹑小麥的淨收益為負值﹐最好的中稻﹐
也從原來淨收益的 374 元下降到 113 元﹐晚稻和玉米的下降幅度
也 達 到 每 畝 200 元 上 下 。 農 民 種 植 糧 食 基 本 無 利 可 圖 。 從
1995~2001 年﹐農戶的農業收入從佔 66.3％﹐下降到 38.9％﹐其中
現金收入從佔純收入的 30％下降到 15.8％。21 世紀初﹐我國糧食
產量連續下滑﹐2005 年缺口 275 億斤﹐2006 年缺口 211 億斤。水
利的大退坡﹐農民利益驅動和心理大退坡﹐難以應對旱澇頻仍﹐
負有最大的責任。
據農業部門調查﹐1980 年代初﹐農業收入佔農民家庭總收入
的 50％以上﹐2007 年已經降到 22％左右﹐而種植業收入僅佔農業
收入的 30％﹐農民實際上從種植業得到的收入不足家庭總收入的
10％﹐農民憑什麼種植糧食﹑幹農田水利呢﹖目前﹐調查統計說
明灌溉農田畝均增益三百元左右﹐抵不上農民工一週的收入﹐無
奈之下﹐廣大的農民還是選擇了“靠天吃飯”﹐選擇了外出打工﹐
田間工程競相廢棄。在某種意義上﹐近年乾旱情勢發展﹐與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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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氣象乾旱激增了﹐不如說是 30 年“靠天吃飯”心理的激化與物
化﹐是防災理念的倒退。
我們以農立國數千年﹐政府導向和農民的真誠付出﹐是農業
生產和傳統農業水利最根本的保證。倘若政府起碼的輿論和政策
導向﹑政策補償機制和農民群眾的利益﹑信心﹐都在工商化﹑城
市化的大潮中被動搖和喪失掉﹐那麼水旱頻仍將是必然的。如果
說我們決心改革不回頭﹐徹底拋棄傳統國情與傳統農業模式﹐仿
效後工業時代的水利模式﹐也得看看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水利模
式 — 是否能夠被東方的國度全盤引進消化﹐是否能完全做到第
二第三產業反哺備受抑制的農業和水利﹖東方的減災傳統和災害
防禦模式﹐能否適應這根本變化﹖
3﹑農業稅費改革在 21 世紀初全面推開﹐取消勞動積累工和
義務工的政策早已到位。
針對 1980 年代分田到戶後農田水利滑坡情況﹐國務院 1989
年出臺《關於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決定》﹐自 1991~2000 年
開始農村稅費改革﹐全國平均每年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兩
工”工日達 70 多億個﹐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的主要來源。2000
年以後開始稅費改革試點﹐到 2004 年﹐部分省市“兩工”已經取
消﹐最晚到 2006 年也已全部取消。實際上﹐這十分先進理想化的
稅費改革﹐給傳統農業水利帶來難有的尷尬。
所以﹐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專家高建國最近說出了不少水利當
權人和經濟學家還沒有算清楚﹑公開說的話﹕
˘࣎ཌྷચ̍ȈĎߏቅ۞Ą100 ᆆ࣎౻જ͟Ď˘ѐಶ
ඈ͌ٺԸˢ 1000 ࣎ᆆĄтڍ˘࣎ཌྷચ̍ 20 Ğ˵ߏ۞͌ޝĎ
̂ࡗᑕࠎ 30~70 ̮Ďώ͛ࢍࠎ 50 ̮ — ͔۰ğĎ˘ѐಶඈ͌ٺ
Ըˢ 2000 ᆆĄᜈȈѐνΠĎಶ͌Ըˢ༱ᆆĄČČ၁ᅫଐߏڶ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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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ѐϔ߆ొ̳ҶБ઼խचຫεᇴфߏ 525 ᆆ̮Ď҃ 2010 ѐБ઼
Яխۡତགྷᑻຫε 5339.9 ᆆ̮ĎљੵۏᆊЯ৵Ď˵ߏ 1989 ѐຫε
۞ 5.06 ࢺĄ̙ពϯפঐྺՅཌྷચ̍۞च˞Ĕ
α༱ᆆࠎ̦ᆃ̙кĔ༱ᆆߏᔘๅĎͣȈѐ۞ྺՅཌྷચ̍۞
ኮĄ༱ᆆߏ࣒ೇ༊ѐᑕͪԿխच၆ྺՅૄᖂన߉۞ᗼĄ2

4﹑農業機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農村勞力大量外出﹐水利建設
從勞動力需求轉變成資金需求﹐除僅有的一些十分尷尬的“一事
一議”外﹐基層農田基本建設居然出現“不可議”“不可為”局
面。另一方面﹐水利建設與管理的脫節﹐重建輕管﹐管理資金不
足﹐基層管理部門舉步維艱﹐導致防洪﹑灌溉工程管理窘迫﹐工
程失修。
過去﹐農村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水利建設資金缺乏﹐傳統
的水利建設卻很好地利用了這個特點。但是隨著經濟與技術的進
步﹑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重大變化﹐過去用投勞可以解決的
問題﹐現在必須用現金才能解決﹐無疑增加了建設的成本﹐往往
也影響了決策者的投資決心。農田水利的公益性特徵與市場經濟
形勢難以和諧﹐在農村倡導推行的所謂“一事一議”﹐在農水問
題上難以進行﹐聽說﹐甚至因避免人為衝突﹑維護社會穩定﹐個
別地方政府禁止了“一事一議”﹗歷來農村就存在的村民水利合
作﹐竟成為一種難能的舉動﹐最擅長組織動員農民的共產黨幹部﹐
今天組織基層水利合作困難重重﹐這些﹐自然削減了抗災減災的
成效。農村勞力進城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那今後水利怎麼辦﹖
光靠拿錢靠機器幹﹐不要人嗎﹖我們考察西方農水和搶險救災好
多年﹐如何學習引進﹖
這些基本變化﹐確實給今後農田水利制度變革深化和農水基
2

高建國﹕〈四萬億投入不多〉﹐《中國災害史簡訊》2011 年第 6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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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增加了難度。
即便是基層農田水利工程還在建設﹐舊有的也不少﹐但歷來
重建輕管﹐管理制度﹑資金﹑人員不到位﹐導致工程提前老化﹑
退伍﹑報廢﹐實際上削減了工程完好率﹐提高了成災率。這個問
題不僅在基層農田工程存在﹐在江河防洪工程管理中也嚴重存
在。防洪管理和國家大中型灌溉管理都可能如此窘迫﹐縣以下灌
溉工程就更不用講了。
5﹑農業水利興旺衰敗﹐它的抗災能力起伏變化﹐必然的與土
地制度﹑利用模式相關聯﹐土地關係振蕩﹑個體經營和青壯勞力
離鄉﹐大大減弱了應對自然災害能力。3
除了政治軍事因素和直接受自然環境的毀滅性震蕩威脅﹐綜
觀與回顧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水利歷史﹑水事興廢﹐幾乎無一不
是和土地資源所有形式﹑利用模式﹑制度﹑規模相關。世界現代
化過程中的水困惑及問題﹐許多也來自水~土關係的資源協調。馬
克思在《資本論》裡曾經談到﹐我們講到水的時候﹐往往是與土
地聯繫在一起的。他這裡或許僅從市場和資料所有權角度在說
事。實際上﹐從社會∕自然系統來看﹐人與水﹑水與土地﹑人與
土地三者關係處置﹐往往是災害鏈接與化解災害鏈的關鍵。馬克
思在表述他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歐洲歷史時﹐曾經多次說過土地制
度是解讀這個階級鬥爭社會發展的鑰匙。從水利史角度看﹐歷朝
歷代土地制度的變動震蕩﹐也許是解讀中國水利興衰的一把鑰
匙。中國歷史上和 60 年來﹐土地制度﹑政策的每次變動﹐都關聯
3

部分數據與分析文字參閱財政部農業司﹑水利部財經司﹑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報
告〈財政支持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問題研究〉﹐王冠軍等著〈新時期我國農田
水利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對策〉﹐《水利政策研究論文選編（2000~2010 年）》第
309~316﹑317~324 頁﹔部分數據參閱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間水利建
設效益》﹐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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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間接影響﹑促進（或促退）過中國人與水的關係﹑人與水旱災
害的關係﹐間接影響水圈不同程度振蕩。
通觀中國水利的四千年歷史﹐筆者認為絕大多數水事興衰﹐
都與水土資源的開發模式相關﹐與特定的土地制度的變革﹑停滯﹑
崩潰相聯﹐“水”與“土地”的消長﹑結構性振蕩﹑農業勞力的
趨向﹐都導致水利﹑洪澇關係的震蕩。1980 年代初﹐直接從事農
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比例在 90％以上﹐但到 2008 年﹐這個比例下
降到 55％﹐還以所謂“38~61~99 部隊”為主。他們多為婦孺老弱﹐
大概已經沒有多大體力和精力從事農田水利建設了。
由於自然災害自身規律﹑社會減災抗災組織機能和水利體系
減災抗災能力的提高和衰減﹐全國水旱災害的成災率變化呈現一
定規律﹐這是社會綜合抗災能力的重要標誌。
按照全國水旱災害逐年統計資料﹐劃分出成災率發展變化的
階段。以 1960 年代初﹑“三五”~“五五”﹑1980 年代三個階段
比較﹐符合致災程度的客觀實際情況。統計說明﹐從 1960~1980
年代末期﹐無論是全國還是水利建設大省﹐對於水旱災害的成災
率而言﹐1966~1979 年相對是最低的。西北以乾旱為主的幾省區成
災率變化趨勢也完全一致。這一變化規律﹐顯示了水利建設起伏
變化趨勢。
出現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原水利部長錢正英曾回憶過這一
過程。在 1970 年代﹐我國防止水旱災害的能力大大加強﹐也結束
了南糧北運的局面 — 隋唐以來所謂糧賦仰給江南的局面。這對
於調整南北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提高整體國力﹐促進南北
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現代化﹐都有深遠的意義。但到 1980 年代初
期﹐水利落入低潮﹐有人認為前一期間的水利建設是極左的產物。
水利方針和億萬幹部群眾興修水利的精神和實踐﹐被政治化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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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革的附屬物和大躍進的再現來看待。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水
利再次被迫下馬﹐資金再次被大大削減﹐中央下撥地方的農田水
利資金很多被挪用。過去水利基建大幅度投入好景不再。錢這裡
最不好說的﹐其實還有一個土地承包﹐責任田出現﹐土地經營制
度變革和穩定農水傳統制度衝突﹐農村基本退回一家一戶﹑靠天
吃飯時代﹐許多依託集體所有土地的集體水業荒廢（河南省模範
偃師岳灘大隊﹐拖拉機砸碎賣廢鐵平分﹐更不要說水利了）﹐灌
區小型工程沒人問津﹐機井﹑溝渠被無理平毀﹐種地。
表~2﹕全國和部分水利省成災率分析成果
1960~1965 年
1966~1979 年
水旱災害
43.8~63.0
15.7~43.9
全國
水災
49.0~74.5
31.7~54.9
旱災
41.8~59.5
9.0~44.7
水災
77.86
39.90
河北
旱災
60.30
31.20
水災
55.20
31.60
江蘇
旱災
33.20
12.00
水災
51.70
39.90
安徽
旱災
26.10
19.00
水災
65.30
49.50
山東
旱災
32.30
30.70
水災
65.40
43.90
河南
旱災
53.50
26.10
水災
32.30
23.40
湖北
旱災
53.80
17.10
水災
41.40
23.60
湖南
旱災
52.40
18.30
陝西旱災
46.00
35.80
甘肅旱災
40.30
37.90
青海旱災
23.40
35.30
寧夏旱災
50.50
36.50
新疆旱災
48.70
29.70
山西旱災
68.80
25.00
註﹕成災率係旱澇成災面積與受災面積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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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1980~1988 年
46.9~51.1
46.1~63.0
43.8~52.3
63.90
51.90
48.70
34.10
48.10
32.90
49.70
43.30
60.90
43.90
45.40
47.00
47.70
52.80
49.90
50.40
44.40
51.60
39.90
41.90

從成災率漸增看水利抗災能力的變異﹐客觀地說明瞭農田水
利建設低潮的負面作用。調查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土
地經營模式與農田水利工程集體受益的特性形成矛盾”﹐“因此
導致了建國後農田水利第一次大滑坡”。21 世紀稅費改革﹐“‘兩
工’取消後﹐這一矛盾再次顯現出來”﹐4 農田水利再滑坡。改革
和發展忽略了政策配套﹐也忽略了體改有其雙刃性﹐在推進經濟
改革之時﹐往往輕視了傳統﹐甚至砍掉了合理的傳統。
據《中國農業水利簡明區劃》和 1988 年水利經濟效益統計﹐
1988 年與 1979 年兩下相比﹐水利大省的部分統計數字有所下降。
山東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 3.3％。湖北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 2.3％﹐
旱澇保收面積減少 3％。湖南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 7.8％。河南省
則減少了 18％﹐水土流失治理面積減少 19％。河北省有效灌溉面
積減少 1.4％。安徽則減少 10.4％﹐旱澇保收面積減少了 7％﹔在
淮北地區﹐1980~1985 年機井減少 19.4％﹐設備完好的減少 71.4％﹐
輸電線路減少 67％﹐井灌渠道被平毀 85％。水利大省的低潮﹐是
全國大勢的反映。水利設施完好量統計的下降﹐是 1980~1990 年代
水旱減災力下降的一個主要動因。1990 年代﹐國家反思了洪澇災
害加重的教訓﹐大幅度增加投入﹐但主要力量投向大江大河治理﹐
農田水利繼續在穀底徘徊﹐延續至今。
6﹑其他技術層面的新問題。
從不完全的調查﹐農業土地大量的流失﹑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動﹑
新興產業對於防洪抗旱的影響﹑耗水產業生產發展導致的用水不
足﹐是很突出的﹐這也是近十年水旱災害突顯的技術層面因素。
近 30 年﹐交通網絡發展﹐城市迅猛擴展﹐高檔消費用地無度
4

王冠軍等﹕〈新時期我國農田水利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對策〉﹐《水利政策研究論
文選編（2000~2010 年）》第 317~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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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新興產業用地激增﹐使得農用土地大量流失﹐1978~1996
年﹐全國耕地年均減少 420 萬畝﹐1996~2003 年﹐年均減少 1200
萬畝。目前這一劇減勢頭不止﹐儘管力保 18 億畝耕地紅線﹐也予
耕地總額補償性維持﹐但總的來說﹐新開發的土地﹐灌溉﹑排水
環境與條件比傳統耕地和佔用的有效灌溉農地要差﹐甚至要差得
多﹐開發﹑補償的新土地也主要在西部﹔耕地質量下降很快﹐目
前低產農田面積佔農田總面積的 40％左右﹔而補償﹑替補的土地
（特別丘陵﹑平原區）﹐誰去配套水利設施﹖水利系統來不及得
到應有的補償﹐抗禦水旱災害能力總體下降。
傳統農業結構發生鉅變﹐珠三角的稻田除變成城市﹑工廠外﹐
就是用來挖塘養魚﹐失去調節旱澇作用﹐暴雨時反向河道排水。
種植經濟作物或養魚﹐用水量大幅度提高﹐可能在同樣的氣象乾
旱下形成更嚴重的農業乾旱。雲南大幅度引進桉樹經濟林﹐增加
了水的需求﹐在局部環境中造成農業乾旱。許多江河幹支流梯級
無度開發﹐發電和航運的產業部門徑流調度經常與農業抗旱發生
衝突﹐由於多數經濟效益設施由個人﹑公司承包（包括農村水塘
個人承包養魚）﹐集團和個人經濟利益在關鍵時候決不向農業和
公益事業讓步﹐政府難以干預。氣象乾旱往往被人為放大。山區
暴雨發生﹐不合理超蓄發電的中小水庫﹐為自身安全﹐往往緊急
泄洪﹐加大了中下游幹流的防洪負擔﹐也將低頻洪水放大成高頻
洪水。這也是中小型工程往往發揮不了作用的原因。結果﹐我們
的水利成為興建時信誓旦旦“為人民”而進取﹐使用時必須為權
勢和利益強勢而退守的弱勢產業。
而且我們在簡單計算水利工程﹑守著 18 億畝和畝均耗水定額
的大賬時﹐從來就忽略了另一筆水賬。30 多年來﹐無論是糧食﹑
棉花﹑油料﹑蔬菜﹑林木的產出﹐還是牧草﹑畜禽魚類﹐一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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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生產量的大幅度提高﹐背後是經營方式﹑品種改良﹑農藥化肥﹐
起碼是用水量和耗水量的大幅度提高。粗算起來﹐僅僅糧棉油菜
蔬水產增產﹐涉水量必然猛增﹐如果老天爺和工程措施不能滿足
這個增量的水供應﹐就必然衍生農業乾旱。
農村灌溉廢弛的同時﹐還有個耕作方式問題。民間學者孟凡
貴寫的〈制度性乾旱〉在網上熱傳﹐他通過實驗與分析﹐提出經
營方式的變更致水資源浪費的嚴峻問題﹕
ଂņჟਆүŇďņܲͪਆүŇזΪგďሓďќ۞ņᘄ႔ਆ
үŇĎົຫεк͌ͪĔඊ۰ซҖ˞ϣม၁រĄٸୢņᗫ˿ܲ墒Ň
Ξΐ̂ņ˟̶̝˘۞ഐม˿ᚓᄐ൴ŇĎٕ۰ņα̶̝˘۞ϣมᓁᛡ
൴ŇĄᙋ၁˞ϔมņዝˬ࠷˘Ň۞ᄲڱēዝˬ࿆Ξ͌ሓ˘ͪĄ
ņเஏঔ߹ાŇனѣਆгࢬ᎕ 7.0 ᆆসĞΩ˘ྤफ़ࠎ 5.85 ᆆ
সğĒѐӮࢫͪ 566 ୮ѼĒࢬ᎕ 3.46 ᆆসĄ2005 ѐ۞ϡ
ͪࠎ 915 ᆆϲ͞ѼĒ˛ᆆসྺϣΒ߁ࢫͪϡͪд̰۞ᓁņצ
ͪŇࠎ 3556 ᆆϲ͞ѼĄ
Яٸୢņᗫ˿ܲ墒Ňΐ̂۞ϣมᛡ൴ᓁณՏѐࠎē3556 ᆆϲ
͞ѼŰ1Ɵ4Ŷ890 ᆆϲ͞ѼĒତ˘ٺܕ୧เګГΐ୧ঔ͇۞ګ
ͪณĒ࠹༊ٺȈ୧ņͪݑΔአŇ̚ቢ˘ഇ̍ĕ

他還認為﹕“包產到戶”後﹐農業轉變為“經營”。
ߊߏņགྷᒉŇĎྺϔಶѣᝋӀ҂ᇋņӀማŇņјώŇĄˠ
̍ዝ˘সг̂ࡗᅮࢋ࣎౻જ͟Ďд 1980 ѐྺ࣎˘ܐຽ౻જ͟
۞πӮᆊॾࠎ 1.20 ̮Ďዝαসгߏˣ࣎౻જ͟Ď̍ྤјώࠎ 9.60
̮ĒņዝŇαসгഴ͌۞̶ͪᄐ൴ࠎ 50 ϲ͞ѼĞ࠹༊ٺņሓŇ˘
সгֹϡ۞ͪğĎ50 ϲ͞Ѽͪϡ̡፟ࠎϡ̍ 1.5 ̈ॡď̍ྤ 0.23
̮ďϡ̱ޘď 0.72 ̮ĞņྺϡŇಏᆊࠎ 0.12 ̮Ɵޘğ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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ᓁјώ 0.95 ̮Ą5

所以農民寧願買電買水澆地﹐而不願費力費錢鋤地。農業對
好天氣和灌溉的期望值提高。到 2010 年﹐僱傭農村勞力價格已經
達到 30~70 元∕日﹐電價大致抬昇 4~6 倍﹐水價上昇不太大。相
比之下﹐大家可能還是選擇澆地抗旱﹐而放棄僱人鋤地保墒。而
且農業和水利科技儘管提供了許多有成效的抗旱技術﹐實施還得
耗費相當的人力﹐與鋤地同樣人工費用昂貴﹐不得不棄而求較為
廉價的澆水。孟的具體計算數字準確與否姑且不談﹐我比較贊成
這種定性分析。由於生態型的傳統精細耕作被粗放耕作取代﹐靠
粗放灌溉代替科技投入﹐我們喪失了鉅額的灌溉水資源﹐也在心
理上和統計上相應加劇了乾旱災情。
這種因社會活動處置不妥引發和放大﹑擴大的乾旱生態災害﹐
筆者稱作“結構性乾旱”﹐這裡僅提到宏觀結構中技術子系統灌
溉﹑耕作方式的失誤﹐乾旱被人為放大﹐實際上在水利﹑肥料﹑
土壤﹑種子﹑植保﹑耕作諸多方面﹐如果不能固守生態農業的底
線﹐盲目追風“現代化”﹐都或多或少的在農業和水利上打破原
有的生態平衡﹐造成衍生的生態災害。
綜上所述﹐在氣候變化﹑氣象乾旱出現異常的情況下﹐社會
系統的某些環節確實發生了對減輕乾旱災害十分不利的振動﹐它
們與自然災害系統的諸多不利因素疊加或發生共振﹐災害就可能
複製﹑延伸﹑串聯激發與放大。我們正面臨社會經濟的全面轉型﹑
社會價值與心理的全面轉型﹐在社會經濟體制重大變革﹑新興產
業勃起時﹐不應忽視經濟與意識轉換的陣痛或結構性長痛。具體
5

孟凡貴﹕〈制度性乾旱 — 論中國北方惡性水源危機的社會成因〉﹐烏有之鄉網
站 2008 年 8 月 31 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8/49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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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水事業上﹐不能忽略整個農業﹑水利政策的深度調整﹐業已
出現農業水利大退坡﹐即是嚴重忽視了中國國情與經濟﹑文化傳
統﹐忽略了防旱減災各相關環節的政策補充與調整。社會發展﹑
改革創新是永恒的﹐但是在體制改革中﹐必須清醒計算它的制度
成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權衡利弊。
認真回顧中國農田水利歷史﹐30 年來﹐中國的農業抗災體系
是靠周恩來主政時期積攢的老本在支撐﹐儘管我們後來相繼投入
過鉅大物力﹐但是今天﹐這個老本幾近吃完。
中國的乾旱防禦安全保障體系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宏觀系統結
構﹐大致包含乾旱監測和應急管理體系（中央和省市級）﹑灌溉
工程體系（從灌區到田間工程）﹑農業水利科技措施﹑國土管理
土地開發體系﹑農業水利資金投入與政策保證體系﹑防災法規與
管理體系﹑社會動員與響應體系﹑科學研究與災害人文（如災害
經濟學﹑災害心理學﹑災害社會學）教育體系﹐缺一不可。目前
問題是﹐在社會經濟急劇變化中﹐尚未建立一個與社會﹑自然變
化相適應的完整的乾旱防禦保障體系﹐而常規的價值體系﹑財政
資金體系﹑法規政策體系﹑社會響應機制﹑科學技術體系盡皆失
衡。倘若不能著力且有效地調整失衡的宏觀結構﹐彌補它的各子
系統﹐簡單地以為水利僅僅缺乏的是資金投入﹐重錢不見人﹐重
物不重體制﹐目前嚴重落後了的農田水利事業和日趨嚴重的乾旱﹐
還將持續﹐惡性循環發展。
民以食為天。
乾旱比之洪澇﹐是每一天都在攫取我們口中食糧的最基本最普
遍的災難。如果防禦和應對乾旱的安全保障體系沒有建立﹐一旦全
球自然系統出現更為極端的連續多年的毀滅性災害震蕩﹐我們完全
可能再陷饑饉﹐我們企求的社會穩定將經受難以設想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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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我國現代乾旱防禦安全保障體系基本架構

現代乾旱防禦安全保障體系構成

防災科學研究與災害人文
體系

國家農業和水利資金﹑政
策保障體系

防災法規政策與社會響應
體系

國土管理﹑土地制度與灌
溉模式

灌溉工程系統與灌溉模式

農業水利科技措施體系

乾旱監測和應急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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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政策研究論文選編（2000~2010 年）》﹐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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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歷次相關研究報告。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