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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造一個中國：溯天運河簡介及其意義淺析

再造一個中國
溯天運河簡介及其意義淺析

一、溯天運河簡介

眾所周知，黃河季節性的斷流已經多年了，而且一年比一

年嚴重，整個華北已經沒有一條常流河。不僅大半個北部中國

缺水，水資源一向豐富的南方一些城市和地區，水的短缺也已

成為束縛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瓶頸。中國西北地區窮，就窮在水

上。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沒有水，怎麼搞現代化。水的短缺問

題，不僅在中國，而且是世界的今天和 21 世紀嚴重困擾經濟

發展、甚至是已經造成或將要造成社會動蕩和政治衝突的一大

根源。由於缺水而導致土地和山川的荒漠化，進而使一種文明

衰亡，在世界史上屢見不鮮。�

1949 年我國有荒漠 16 億畝，現在擴展到 21 億畝，加上半

沙漠化退化草場，達 68 億畝，幾乎佔全國面積的 47%，而且

每年還以兩千萬畝的速度擴展，這樣下去，我們怎麼向子孫後

�   本文第一節「溯天運河簡介」內容全部引自〈南水北調的宏偉構
想 — 訪水利專家郭開〉，《當代思潮》1998 年第 1 期；〈南水北調的
宏偉構想 — 再訪水利專家郭開〉，《當代思潮》1998 年第 3 期。以下
不再一一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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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交代？現在是沙漠南侵，黃河斷流，生態破壞之嚴重，已經

構成了對中華文明的威脅，我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治理呢？

解決水問題的思路和方案，不能局限於大中城市或局部地區；

一切有利於節水的科學技術都應大力推廣。但是節水是以有水

為前提的，沙漠或沒有水的地區何節之有？難道任憑荒漠存在

和擴展下去嗎？我國的缺水問題不是修修補補、小打小鬧能夠

解決的。治水的思路和方案不僅要通盤考慮到全國各省用水的

現狀和將來，而且要同能夠改造大西北荒漠問題結合起來。

南水北調是老問題了，1950 年代毛主席就提出要儘快妥

善解決。自那以後提出過東、中、西三個南水北調方案。

東線方案是利用京杭大運河河道，逐級提調長江下游的

水，解決京津地區用水。可調水 195 億立方米，需投資 1300 

億元，工期十年。但是近幾年運河污染嚴重，所調之水必須經

過嚴格處理，這樣勢必要增加投資和水的運營管理成本。

中線方案是加高漢江丹江口水庫大壩，調水兩百億立方

米，挖一條 1200 多公里的輸水幹渠到北京，經過 360 多條大小

河流，總投資要 1700 億元以上，工期 15 年，可是漢江的水正在

逐年減少，幾乎無水可調。要保證輸水量，必須向將來的長江

三峽水庫調水。由於輸水幹渠路經湖北、河南、河北人口稠密

地區，無論是移民工作，還是水的管理和運營的成本，都是很大

的；水到京津地區實際只剩八億立方米。而且，中線沿太行山麓

修渠，太行山東坡是暴雨區，山洪頻繁，極不安全，遺患很大。

西線方案是在長江上游通天河、雅礱江、大渡河築高壩，

調水入黃河，能調水 195 億立方米；開鑿隧洞 175 公里，其中開

鑿的一條隧洞長 90 公里，主體工程即需 1500 億元，工期 15 年。

這三個方案都是在長江上作文章，但是長江到 2020 年也

是缺水戶。

我們的思路是立足於尋找我國最豐富的水源，設計出一個

既切實可行，又多、快、好、省的辦法，總之是投入少，產出

多，見效快。

我們反復比較過三個方案，經查對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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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實地考察，提出從雅魯藏布江調水入黃河的大西線構想。

「大西線」的概念 1994 年初首先出現在蔣本興（水利部副部

長）、郭開、于招英合寫的〈溯天運河大西線南水北調〉一文

中，它區別於原來的西線方案。

按國際標準，我國水資源不算缺乏。據聯合國規定，年人

均水資源不足 1700 立方米者為水資源匱乏。我國年人均水資

源 2816 立方米。之所以許多地方水緊張，一是水資源分佈不

均；二是大量的水流出國境。我們設計大西線調水方案，充分

考慮和兼顧這樣四個方面：是否有豐沛的水源水量，是否有理

想的走水路線，是否有豐厚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是否符

合國際慣例。

我國西藏地區處於印度洋氣流和太平洋氣流的交匯處，降

水非常豐富；印度洋西南季風帶來的大量水汽撞擊高山，降水

多而形成鉅量冰川固體水。整個西藏高原就是一座天然的大水

庫。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察隅河、獨龍江等年出國境

水量 5800 多億立方米，不僅白白流走，每到汛期山洪爆發，

經常給下游東南亞一些國家造成水災，所以擬從中取水 2100

億立方米。長江上游三條支流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年總水

量 2074 億立方米，可調水 250 億立方米，保證年引水入黃河

2006 億立方米（考慮到水的流失、滲透、蒸發等因素，按保

證率 85% 計算，實際調水約為 2006 億立方米）。
大西線調水路線的整個地形特點是多水的西南地勢高，缺

水的西北、華北的地勢逐級降低，形成從西南向東北傾斜的有

利於區域間調水的大環境。大西線調水的基本走線是：在雅魯

藏布江朔瑪灘築壩，水位抬高至海撥 3588 米，引水到波密，

過分水嶺（3566 米）進八美河入怒江。在夏里築壩堵江，提

高水位達 3456 米，回水過嘉玉橋，在馬利打隧洞過分水嶺入

雅礱江。在甘孜南築壩攔雅礱江回水向東，過分水嶺入鮮水

河。在爐霍築壩，使水位達 3396 米，溯源溢流，過分水嶺入

大渡河上游的多柯河和麻爾柯河。引水到阿壩查理寺，過分水

嶺進賈曲，入黃河（336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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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線調水工程也叫雅黃工程，從雅魯藏布江到黃河，

直線距離 760 公里，實際流程 1800 公里。這條線路，低平順

直，全部自流。實行爆破，搞人工塌方堆石築壩，諸江溢流，

施工容易，引水多，投資少，而且水質非常好。走水路線都是

人煙稀少的山區，淹沒極少，移民僅 2.5 萬人。設計總引水量

2006 億立方米，相當於四條黃河的水量，投資 580 億元，工期

五年。以後的配套工程可利用黃河 4600 公里河道把水送到西

北、華北、東北、中原。經青海湖調蓄，可輸水柴達木、塔里

木、准葛爾三大盆地以及河西走廊與阿拉善；經內蒙古的岱海

調蓄，可輸水晉、冀、遼、蒙北草原。它的社會、經濟和生態

效益是十分鉅大的。

西北、華北有 20 億畝土地荒置，只要有水，絕大多數可

以改造利用，發展農林牧業，一勞永逸地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

農業問題。新疆同志提出，每年給他們六百億立方米水，新疆

可增加六億畝土地，相當於全國現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強，即使

其中一半發展糧食，至少可產糧 1500 億公斤。農業的發展，

將大大推動資源的開發和工業的騰飛。工農業的發展，將極大

地縮減東西部的差距。

大西線調水工程必須儘早完成。目前黃河斷流的發展情

況，不僅使正在運轉的電站效益大大降低了，而且可能使花鉅

資建造的小浪底電站建成之日，就是閒置之時；長江的水利工

程情況也是一樣。可以說，大西線調水工程無論防洪還是發

電，都是小浪底和三峽水利工程的「救命」工程。

大西線調水工程可以保證黃河永不斷流，常年徑流量每秒

2500 立方米，年入海量 680~900 億立方米。科學研究證明，

當每年入海量達到 680~900 億立方米，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

降到 5~10 公斤，河道不再淤積，河水反而起沖刷作用，而且

是強沖刷，16 年可使河床下降 15~20 米（如用大型挖泥船在

河床攪拌，八年即可），黃河將從地上懸河成為地下河。黃河

被徹底根治，永無決口氾濫之災。那時，鄭州到河口是一條寬

600~1000 米、深 10~13 米的平流河，可通航十萬噸級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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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省出了大量的河灘地和河口的淤泥地，估計新生良田兩千

萬畝。其社會和經濟的效益可想而知。而黃河清，正是我們中

華民族幾千年的夢想。

隋唐以後歷代，我國內陸多數河流都是可以通航的。而現

在呢？華北已無長流河。我們愧對先民，愧對國人！還怎麼跟

學生講歷史和地理呢？為中華民族帶來世界聲譽的京杭大運

河，現在成了一條折斷脊梁骨的髒水溝。山東以北運河地區，

歷史上繁華富庶的城鎮，隨著運河的斷流而衰敗，有的成了閉

塞的窮鄉僻壤。黃河繼續斷流下去，也必將重蹈覆轍。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表明，人的活動及其家園的興建，首先

是傍河而生的。修建運河這樣的基礎設施，起到了改善生態環

境，調整產業結構，誕生新的城鎮，協調第一、第二、第三產

業，創造就業崗位，從而全面推動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反之，沒有水就沒有發展。那麼水這篇大文章，在政府管理和

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目前黃河斷流，大半個中國水資源危機，形勢非常嚴峻。於

此沒有足夠的估計，將給國家的存亡和民族的興衰帶來災難性後

果！目前，應調整發展戰略，大力開發國內市場，實行傾斜西北

內地的一系列政策，早日開建溯天運河大西線南水北調工程！

溯天運河籌委會提交的大西線南水北調建議，就運河工程

吸納和開發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做了說明。溯天運河工程直

接和間接產生的經濟拉動效應，在 3~5 年裡，至少可以吸納

八千萬勞動就業人口。基本情況是這樣的：

整個溯天運河由三大部分組成：由雅魯藏布江朔瑪灘到黃

河、青海湖，由青海湖向東到岱海下天津出海，由蘭州向西出

新疆接國際運河。總長 6600 多公里。應相繼在一二年內同時

開工，需要工程人員以及各種服務人員一千萬。

我國有荒漠 20 億畝，從東到西分佈著科爾沁、渾善達

克、庫布齊、毛烏素、烏蘭布和、騰格里、巴丹吉林、庫魯

克、塔克拉瑪幹、古爾班通古特十大沙漠，有了水大部分都可

以改造成良田。為使水到渠成，沙荒地的改造是在運河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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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二年內開始的。沙荒地在改造初期即頭三年，因開路、

修渠、植樹、建造基本生活設施等，需要上很多的人。按改造

十億畝計，從改造到完成，以後的耕種和管理，人均為 15 畝

地，需 6500 多萬人。以 300~500 人形成一個居民點，可相繼

產生 15 萬個新村莊。從內蒙達拉特旗到陝西靖邊的鄂爾多斯

高地，北南兩塊沙漠就需要並能容納一千萬人。威脅瀋陽的科

爾沁沙漠和威脅北京的渾善達克沙漠，無疑應列為首批改造的

重點，可大量使用農村富餘勞動力和城鎮下崗待業人員，約

一千萬。現在國外改造沙漠普遍使用高倍吸水樹脂，技術上沒

有問題。只要政策有吸引力，組織嚴密，持之以恆，到 21 世

紀二、三十年代，人們關心的不再是如何消滅沙漠，而是在哪

個地方保留一塊沙漠，叫子孫後代還能欣賞到「大漠孤煙直，

長河落日圓」的雄渾自然景觀。

溯天運河工程的水電裝機能力在 1.76 億千瓦以上，還可

在河套地區富煤帶建造坑口火電廠群，裝機一億千瓦，水電

火電合計 2.76 億千瓦，相當於 15 個三峽，且造價低廉。以每

六千瓦一個就業人員計需要 4600 萬人。目前因缺水，黃河幹

流 11 個電站經常停機，效益很低，龍羊峽四個機組停三個，

劉家峽兩個機組開一個。溯天運河能保證給黃河充足的水，不

僅各電站可滿負荷運轉，而且可把 15 萬千瓦的機組改造為 60

萬千瓦，無疑也增加了可觀的就業崗位。僅 11 個電站增效，

每年多發電六百億度，可新安排一千萬人就業。

溯天運河 6600 多公里沿岸，有一千多個景區景點，而且

多是沿著長城和黃河，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古跡待開發，

現有的還能大大提高利用率。內蒙岱海的周邊地區就有一百多

個景點。岱海∼北京∼天津海口一線，有 360 個景區可開發利

用。按每十名遊客須一個人（商業、飯店、交通），可安排

1800 萬人就業。溯天運河一通，西藏每年可吸引國內外遊客

2000~3000 萬人。

6600 公里運河，設計港口碼頭 286 個，每個港口碼頭都

是一個中小城鎮或城市，每個城鎮計五萬人，就是 1400 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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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座大中型水庫、電站、港口，就能形成一座中小城市，

帶動並發展起一批相關的產業和服務業。運河沿岸的土地將大

大昇值，僅未來天津海口一百多公里的運河帶，就可新增和吸

納就業人口五百萬。三門峽市過去是人煙稀少的地區，就是因

為修了三門峽水庫和電站，發展成一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劉

家峽也是這樣。這種情況不勝枚舉。

運河修通以後，沿河的農業、工業、礦業、交通運輸業將

獲得極大的開發，各種養殖業及其加工業將大大地發展起來，

預計可吸引一千萬以上的新增就業人口。青海省計委幹部說，

青海湖即可新增 48 萬人。作為前期工程的青海格爾木到拉薩

鐵路一經修通，從北京可直達拉薩；專家預計，這一交通線可

安排就業人員兩百萬。

溯天運河本身需要行政管理和服務人員一百萬；為運河服

務的通信、保衛、教育、文藝工作者需要 38 萬，醫務工作者

20 萬。

開通溯天運河，東亞到西歐的航程縮短一萬多公里，年創

利兩千億美元，可為 1800 萬人提供就業崗位。

總計下來約 1.6 億人，按 50% 的保證率計算，是八千多萬

人。開鑿運河、農田水利、植保、工業、礦業、交通運輸、建

築、商業、旅遊等基礎行業所需人員，大部分是青壯勞動力。

目前我國富餘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和年齡結構，完全適合做這些

工作。總之，建成溯天運河，將做到中華大地無失業，中國人

人有飯吃。

我們說中國人口多，是多在北京、上海這樣一些大中城

市，廣大西北地區人煙稀少，西藏、青海、甘肅、新疆、內蒙

等省區，人就很少。我們去那裡考察，從這個居民點到那個居

民點有兩百公里，行車幾百里不見人煙。西北廣大地區最大的

困難就是沒有人！但只要把水引過去，人就能居住，就可以生

產和生活，建立新的家園。由於條件限制，現在各地解決下崗

待業問題，局限於本地狹小範圍內，這樣做是不可能解決根本

問題的。況且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科學技術的昇級換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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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陸續精簡出大批富餘人員，再加上農村剩餘勞動力形成的民

工潮，問題只會嚴重下去。因此就業問題，必須作為國家發展

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作通盤考慮，制定切實可行的規劃。各

地上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是必要的，可是像溯天運河這樣能從根

本上綜合解決防洪、發電、航運、灌溉、造林、水土保持、環

境保護、旅遊等一系列涉及國土整治，協調第一、第二、第三

產業共同發展，大力開發西北的各種資源，加速縮短東西部差

距的基本建設項目，是不多的；特別是它可以改變我國人口的

流向和佈局，把解決局部與全局、現實與未來的種種問題緊密

聯繫起來，並含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現在看下崗待業人員和農村剩餘勞動力是個負擔，但是只

要政策對頭，用好了就是動力；可以說，開發和建設大西北，

希望就在他們身上！毫無疑問，溯天運河工程是當前綜合解決

我國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方案。

二、意義和作用

溯天運河對於中國的意義非比尋常，它可以根本上解決中

國社會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若干嚴重問題。在下文

中，我們將對此稍事分析。

自然資源分佈的若干特點

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資源限制內進行

的。雖然技術和工藝的進步可以改變這種限制的程度、範圍和

形式，但並不能從根本上取消這種限制。在一個相當的程度

上，這種限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類型，

並對其生產和消費方式起著最終的制約作用。就此而言，中國

目前面臨著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嚴峻考驗。

表 1-1 即是把中國的主要資源人均佔有量與世界平均水平

加以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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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中國主要資源人均佔有水平的國際比較  �%�
我國人均佔有量為
世界平均水平的比

我國人均佔有量為
世界平均水平的比

國土 32
鋁

（工業儲量）
33

耕地 32
鎢

（工業儲量）
225

綠地 13
錫

（探明儲量）
70

草原 33
稀土

（工業儲量）
338

淡水 24
鎳

（探明儲量）
25

煤炭
（地質儲量）

47
鉛

（探明儲量）
54

石油
（地質儲量）

32~64
鋅

（探明儲量）
100

水能
（總儲量）

61
硫

（探明儲量）
85

鐵礦
（探明儲量）

48
磷

（探明儲量）
52

銅
（探明儲量）

29
鉀

（探明儲量）
13

資料來源：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 1991 年。

由表 1-1 可見，中國主要資源的人均佔有水平，除了鎢、稀

土較高外，其他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一些對經濟的長期發展

有重要制約作用的資源，如耕地、林地、草原、淡水、能源、 

鐵礦、銅、鋁等，中國的人均佔有水平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

分之一（以上述十種資源的人均佔有水平之比的中位數計算）。

也就是說，中國的自然資源人均佔有水平遠低於世界平均

水平，此其一也。

其二，中國的資源、人口和生產能力的分佈及匹配的狀況

較差。

若從黑龍江黑河至雲南騰沖劃一直線（以下簡稱黑騰

線），該線東西兩塊面積大致相等（西部為西藏、新疆、青

海、寧夏全境、滇西北、川西、甘肅和內蒙的大部、陝北的大

部、山西和黑龍江的一部）。但是，大約 90% 以上的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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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能力集中在該線以東地區，而一半以上的資源（如林

地、草原、可墾荒地、水能、煤炭、石油、天然氣、銅、稀

土、鎳、鉀等），特別是能礦資源則分佈在該線以西地區，而

其人口和生產能力所佔比例不足 10%。以此觀之，有半個中國

尚處於待開發狀態。

如以四百毫米降水為標準，大於四百毫米的東南部地區約

佔國土面積的 55%，小於四百毫米的西北部地區佔 45%。受季

風影響的東南部地區，水、土、光、熱諸條件配合較為協調，

資源生態系統生產力高，為我國最重要的農區和林區，也是我

國畜牧業所佔比重大的地區，產肉量佔全國的 90% 以上。西

北部地區乾旱少水，土地資源質量差，資源配合不協調，資源

生態系統的生產力低，耕地、林地少，但全國大部分天然草場

分佈在這裡。從承載的人口看，全國人口的 95% 集中在東南半
壁，每平方公里約有 225 人，而西北半壁則僅為 12 人。�

從水土能源的地區分佈來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

源豐富，佔全國總水量的 80% 以上，但耕地只佔 36%，水多

地少，� 且缺少能源。長江流域以北地區的水資源不到全國的

18%，而耕地佔 64%，地多水少，尤其是黃淮海地區，耕地佔全
國的 40%，而水量不到 7%；但長江流域以北地區能源豐富。

正是由於這第二個特點，造成我國單位產出中的運輸費用

十分高昂。據有關資料估計，以生產同一單位的國民收入來衡

量，我國的運費相當於日本的十倍左右。� 這種資源、人口和

生產能力的分佈失衡，導致了資源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下降，高

昂的運費使得很大一部分資源喪失了經濟利用價值，從而使我

國人均資源的實際擁有水平進一步下降。

其三，由於前述兩個特點和傳統發展方式的束縛，致使我

國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這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社會經濟長期發

�   詳見陳琪等主編：《2000 年中國的自然資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   同註釋 �。

�   同註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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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物質基礎。例如 1949 年我國有荒漠 16 億畝，現在擴展到

21 億畝，加上半沙化退化草場，達 68 億畝，幾佔全國陸地總

面積的 47%，而且每年還再以兩千萬畝的速度擴展。目前，我

國每年因生態環境破壞而造成的損失達幾千億元之鉅。

調水和改造發展方式

為了從根本上扭轉上述不利格局，跨區域調水和實現發展

方式的躍遷是其中的關鍵。

在黑騰一線以西地區，其面積約 480 萬平方公里，扣除海

拔 4500 米以上的區域，還有 390 萬平方公里（以下簡稱大西

北），佔全國陸地總面積約 40%。這裡的光、熱、土、草、

能、礦等資源十分豐富，只要解決了水的問題，便從根本上解

決了資源匹配的短線約束。

如此，在這個區域裡，比目前（約一億人口）多承載 4~5

億人口，當無問題。相比較而言，黑騰線以東、長流流域以南

的滬、浙、皖、贛、鄂、湘、粵、桂、瓊、川、黔、滇 12 省

市，其陸地總面積不足全國的 24%，但承載的人口 — 六億多

人 — 卻佔一半以上。這意味著，在 21 世紀中葉前後，我國

達到峰值人口（16~17 億人）時所淨增的 4~5 億人，基本上可

分佈在該區域裡，其間可容納新增的勞動力約兩億人以上。

根據溯天運河方案的估計，該區域有荒漠 20 億畝以上，

只要有了水，其中絕大部分都可改造成良田。按改造 15 億畝

計，再加上解決了黃淮海地區的水資源短缺問題，可使全國增

加有效耕地面積 20 億畝左右。

因此，以調水和改變全國水資源的重新分佈為軸心，可

以帶動人口（及勞動力）和生產能力的分佈與更新，從而實

現我國大陸國土資源的全面整治與更新。這不僅會使黑騰一

線以西的大西北地區 — 半個中國 — 的社會經濟全面煥發出

勃勃的生機，將來這一區域很可能成為我國最富庶的地區之

一，而且一舉扭轉了大半個中國（延拓至華北、東北）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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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格局。同時，由於生態敏感地區（大部分貧困人口聚集在

這裡）人口的重新分佈，我們便可由此擺脫生態環境保護和

中短期經濟發展壓力難以兼顧的被動局面：例如，可以在長

江中上游地區大規模地退耕還林、退田還湖，根治洪澇等災

害日益頻繁、程度日深的危脅。可謂「勝敵益強」（這裡的

「敵」泛指某種自然災害）。

粗略地看來，修建溯天運河可使我們得到如下收益：

增加約 20 億畝左右的耕地，即使我國的可耕地面積提高

一倍；改良和更新半沙化的退化草場近 50 億畝；森林覆蓋率

提高一倍左右，即從目前的 12~13% 增至 25%。
使黑騰一線以西地區的半個中國的能、礦等資源得到全面

的開發和利用。

有效地吸收和容納新增五億左右的人口（及 2~3 億勞動

力），使其有事可做，有業可就。由於人口的重新分佈，因其

抵近資源，就地生產和消費，還可使我國單位產出中的運輸和

流通費用大幅度下降，此乃「因糧於敵」之效用。以上述三點

為依據，我們才能實現具有實質意義的大西部開發戰略。

為整個國土資源的全面整治更新、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

濟發展三方面的協調及良性循環，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化害為利、「化敵為友」，一裡一外，出入甚大。由是觀

之，稱修建溯天運河為再造一個中國的創舉，實非虛言。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到 21 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隨著工

業產業時代的終結和生物產業時代的來臨，整個人類的發展方

式將出現一個整體的躍遷：那是一個生物產業化和產業生物化

的時代。這個未來的產業和社會形態大致有如下特徵：

其一，以現代的太陽能高效利用方式為依託（如非成像光

學技術可使地球表面陽光幅射強度提高到目前的八萬倍，被稱

為超級太陽爐），對生物、物種資源進行全面的深度開發，使

農林牧漁業成為主要的資源基礎，輔之以新型材料產業的開發

和運用（如碳化矽、氮化矽的陶瓷基複合材料），逐步替代原

有的可耗竭能源和礦物產業，使整個社會的資源基礎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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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更新資源之上。

其二，以生物化學、基因工程和智能加工系統作為核心，

形成小型的高效、無廢棄物的工藝和技術體系，對上述可更新

資源的產出和新型材料進行加工，實現新型的製造業對原有的

以不可更新資源為基礎的製造業的替代（例如，森林化工系

統可由木材製取人造絲，這可替代許多產自石油化工的紡織原

料，如聚酯滌綸和聚丙乙烯等）。

其三，以前兩點為基礎，在一個範圍較小的社區（如縣

鄉）內，就可以做到基本的資源、技術和產品的內部自主循

環、回收、重複利用乃至再生，從而使以集中性的礦物能源和

商品分配功能為基礎的傳統商業被限制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

同時，運用現代的高效通訊手段（如光纖和衛星），以信息流

動替代目前大部分人流和物流，促進和實現教育（包括高等教

育）的分散和普及化，由此便形成了新型的第三次產業。

其四，在前述資源、技術和產業的基礎上，原來以集中化

的管理機能和科層體制為基礎的組織形式將被揚棄，小型化的

具有不斷重組靈活性的新型經濟組織將應運而生。在其內部，

合作、互惠式的全員參與管理具有更高的效率。而通過新型經

濟組織內部的公平和效率互補共生這一基本途徑，便使社區內

實行政治和社會的自治及民主管理成為可能。

在以上述四點為特徵的後現代城鄉複合區域這一新的社會

機體中，環境、生態和人類的生存發展將是互補的，而不再是

競爭的。例如，可以設想：在這樣的區域內，周圍都是樹木，

城鎮中有以林木為原料的化工廠和食品廠（運用生物化工技術

分解林木，將其轉化為單糖，以此作為新型食品加工系統的原

料），生物能源供應系統，以及循環供水系統。這樣的社區體

系將與自然界的循環複合為一體，其不僅不破壞自然循環，而

且能從加強和改善自然循環中獲利。

由此觀之，修建溯天運河還可為中華民族在 21 世紀的整

體躍遷，創造出更為有利的條件。簡言之，由調水和改變水資

源分佈入手，逐步實現發展方式的躍遷，可從全局上極大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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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我國資源的匹配狀況及其品質特徵，從而大大拓展了中華民

族未來的生存發展空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此之謂也。

全球視野

前述討論著重於從國內長程發展的角度來看問題，所

謂：不謀百年者，不足以謀一時。當我們把眼光轉向全球範

圍時，則修建溯天運河，還另有一番意義，所謂：不謀全球

者，不足以謀一國。從歷史的角度看，以調水為核心的大西

部開發和全國資源的再配置，有如秦、漢興起，始於辟地西

戎、經略巴蜀。

從現代的角度看，歐盟和歐元的出現表明，未來的全球競

爭格局將會呈現出如下特點：具有深廣戰略縱深腹地的國家或

其集團（包括具有較高整合程度的區域共同體）將成為全球競

爭的主體。這樣的主體至少應有五億左右的人口，基本上實現

了工業化和主要農產品的自給，我們將其簡稱之為「大國主導

的全球經濟戰國格局」。

以此觀之，溯天運河的修建極大地拓展了我國這個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經濟主體的戰略縱深，使之可以放手發展，再無後

顧之憂。如果我們能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發展方式的躍遷，就

可以在「全球經濟的戰國時代」牢牢地站穩腳根，立於不敗之

地；即「先為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如此，中國這條鉅龍將騰飛於天地山澤海洋之間，不再受

制於他人。那時，我們的十幾億人口將不再是包袱，而將成為

一種強大的力量；任何企圖遏制其成長的障礙，必將被其席捲

以去。

1998 年 9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