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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民以食为天，食从水中生 
 

1、传统布局难以为继 
 

沙漠南侵，黄河断流，水土流失，长江变黄，生态恶化，水源匮乏已经对中华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构成重大威胁。如今，一半以上的国土资源受到侵蚀和沙
化，沙锋所向，直逼京畿。90 年代以来，整个华北平原已无一条常流河；黄河年
年断流，原来携带入海的几十亿吨泥沙，大部分留在“ 天上悬河” 的主河槽，一
旦遇上较大洪水，黄河决口改道的灾难，完全可能再现于当世。 

我国水资源南北方配置极不均衡。1998 年，南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北方黄
河水流入海时间只有五天；西南每年近六千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资源白白流出国境；
西北十年九旱，救命水价每吨卖到八百多元。我国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绝
大部分人口、城市和许多工业城市集中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江河冲积平原，集中
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几乎年年受到洪水的威胁。在这些地区的很多地
方，过去人口不多，经济并不发达，防洪标准相对较低，10~50 年、甚至五年一遇
不等。如今，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发达，与西部
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一方面，人们要不断修堤筑堰，努力提高防洪标准，在
堤坝围堰的保护下求生存、图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持续不断的人口压力，人们
不断侵占河道的行洪滩地，继续围垦湖泊洼地，使江河防洪能力下降，使容纳全
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财产的这一百万平方公里，在洪水的威胁下，每每岌岌可危。 

到下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 16-17 亿。新增四亿多人口，是不是继续涌到东
部平原，到东南沿海，一方面侵占河道滩地，围垦湖泊洼地；一方面修堤筑堰，
防洪抗灾？荆江本来就是长江分洪区，有些堤段只有十年一遇的标准；如今，发
展成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市，荒凉西部根本无法望其项背。1998 年，长江
发大水，荆江大堤“ 严防死守” ，取得了伟大胜利。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面对成百
上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使我们不得不“ 严防死守” 一个分洪区，说明这种东西
部、南北方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布局再不能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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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水就人方为上策 
 

民以食为天，食从水土生。这大概可以说是两条永恒不变的经济自然法则。 

国际上对缺少国家的标准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可更新的淡水
供应量在每人每年一千吨以下时，那就会感到水源紧张，故而，这一界限被称为
人均水资源的起码要线。又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界定，要满足一个人的生存，至
少要有 0.8 亩耕地来生产粮食，低于此数，即不能保证粮食的稳定安全供应。 

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国南、北方的水源与耕地状况。1997 年，我国北方人
均水资源恰恰在一千吨左右，南方人均耕地也恰恰在 0.8 亩左右。到下世纪 30~40

年代，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水平 — 16~17 亿人，按 16.5 亿人计算，南、北方人口
比例按现在的 44：56 计算，届时北方人均水资源只有 735 吨，仅为起码要求线的
四分之三不到；南方人均耕地只有 0.62 亩，仅为安全保障水平的四分之三稍多。 

这说明了什么？在 90 年代末期，我国南、北方各自在土、水两个方面分别遇
到明确的短线约束。在互补资源的匹配中，只有短线资源决定整个系统的效能，
长线资源再多（南方有水，北方有地），也不起作用。这就是著名的短线约束原理。 

90 年代以来，黄河断流愈演愈烈。到了 1997 年，黄河竟有 330 天无水入海，
入海水量不到 20 亿吨，而在 80 年代，黄河入海水量年均近 300 亿吨。1998 年，
黄河水流真正入海的时间只有五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黄河原来是整个华北平
原硕果仅存的 后一条常流河了，断流到如此程度，标志着北方水资源的利用已
近极限。 

约在 1990 年前后，延续了近千年的南粮北调格局完全倒转了。北粮南运，特
别是北方饲料粮（东北玉米）大规模南运，曾经一度使多年习惯南粮北调的运输
系统难以应付。以 1990 年的粮食产量为基准，1991~1997 年，全国累计增产粮食
2400 多亿斤，（南方）稻谷累计减产四百多亿斤，（北方）小麦、玉米累计增产 2800

多亿斤。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南方耕地资源的利用亦达
边界。 

从温饱有余，实现小康来考虑，今后三、四十年间，要增加四亿多人口，到哪
里去居住，何处就业？为满足新增人口的食品需要，需要增产四、五千亿斤粮食，
从哪里来？ 

北方地多水少，南方地少水多，为打破南北双方各自的短线约束，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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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和整合水土资源，把南方的水与北方的地交叉匹配起来利
用。由于土地不能移动，逻辑上，只有调人、调粮和调水三种可能。 

先看以人就水。北方水少，单考虑水，似乎可以让新增的四亿多人口移到南方
以就水，可以大体解决小康要求的居住与就业问题。但是，西南海拔太高，崇山
峻岭，无法承载更多的人口。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要去东南沿海人口已经过分密
集的平原地区。人来了，居住就要占地，生存、生产也要占地，势必使南方的耕
地更加短缺，人均耕地会降到 0.5 亩以下，甚至更少，从而把南方的短线约束蹦得
更紧，供粮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想把新增人口安排到南方，只有从北方更大
规模地向南方调粮。然而，粮从水土生，要增产粮食，不仅要有地，还必须要有
水。北方的水资源利用已近极限，地再多也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在北方现有
水资源的约束下，北方今后继续大幅度增产粮食的潜力已经无从落实。看来人往
南走，只有靠从国外调粮来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了。 

次看国外调粮。四亿多新增人口的粮食消费要求增产四、五千亿斤粮食。这两
亿多吨粮食能从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吗？答案是不能。因为从 1980 年以来，世界
谷物出口每年平均大约就是两亿多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目前，我国每年粮食
进口量约在一、二千万吨的水平，如果进口激增至两亿吨，等于把世界粮食市场
一扫而光，势必导致一些国家为获得数量有限的出口谷物展开激烈的竞争，整个
世界粮食市场将可能因此而崩溃。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再看以水就人。北方的国土面积和矿产资源占全国的近 60%，耕地占全国的近
三分之二，所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的 60%，人口占全国的 44%。整个北方还有 30 多
亿亩可利用草场，绝大部分耕地后备资源（约两亿亩），沙漠、戈壁等 16 亿多亩，
水资源只占全国的不到 20%。我国大西北干旱区的平原面积约有两百万平方公里，
所居人口不足全国的 10%。这些地方只要有了适量的水源，增产粮食的潜力非常
之大。如果能从南方向北方调水两千亿吨左右，使北方的可用水资源增至
4000~4500 亿吨，北方再多承载三亿左右的新增人口，应当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东部江河冲积平原面积仅一百万平方公里，居住着 70~80%的人口，
需要不断加高、加固江河湖海的堤防围堰，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和发展。与其把与
日俱增的资源用于加高、加固堤防围堰，年复一年地抗洪抢险，防洪救灾，不如
一方面大规模调水以分其势，另辟空间；一方面退耕还湖以畅其流，兴利去害。
所以，在以人就水、国外调粮与以水就人三种逻辑可能中，以水就人实乃 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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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它以水资源的调配为中心，把防洪、抗旱以及国土整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可
谓一石多鸟，事半而功倍。 

中国用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2%的人口，人地矛盾是永恒的主题。南方
水多地少，北方水少地多。到 1998 年，南方的地少与北方的水少，开发利用强度
已到极限，成为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边界性约束，再也走不
下去了。两“ 少” 相加到了极限，南方的水多，没有地，洪水前赴后继；北方的
地多，没有水，沙漠东进南侵；南北方的长线资源不仅没有用武之地，而且成为
灾难之源。这就是著名的短线约束原理。逻辑的出路只有一条：南水北调，势在
必行。 

 
3、全面开发大西部 

 
中国人不仅要实现小康，还要过上富裕的生活。预计在下世纪后半叶，我国基

本实现现代化，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本世纪 80~90 年代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这需
要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城镇人口达到 80%以上……

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投入，其中当然包括水资源。目前，我
国人均使用水资源 450 吨，仅相当于美国同期人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假设在下世纪后半叶，北方的人口仍然保持现有水平 — 5.4~5.5 亿人，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日本 1995 年的水平，水资源需求总量将为五千亿
立方米。这与北方现有两千亿立方米可用水资源相差三千亿立方米。这样算下来，
在现有水资源的限制内，要使北方经济在下世纪后半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承
载人口不仅不能增加，还要减少 3.3 亿，降到 2.2 亿人。换言之，东南在接受四亿
多新增人口的基础上，还必需接受北方减少下来的 3.3 亿人，总人数达到 13.7 亿
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 83%。东南人均耕地随之降到 0.4 亩以下，根本无法解决新
增人口的食物需要。 

在这种人地布局的基础上，承载 80%人口的东南地区所需要的粮食、矿产、基
础原材料只能大部分到北方或国际市场采购，通过铁路或海路运过来。换句话说，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在我国东南沿海造出十个日本？这对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会
造成多大压力，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造成多大影
响，简直难以想像。这也就难怪大鼻子洋人要惊呼：谁来养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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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 80 年代以来，我国沙化面积从原来每年增加 2100 平方公里增加
到目前每年扩展 2400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每年扩展一万平方公里，水源污染
比 80 年代初翻了一番以上，受到侵蚀和污染的土地已达十亿亩。迄今为止，总计
有一半多的国土资源受到各类侵蚀，每年的经济损失以数千亿元计。黄河断流、
长江变黄，就是我们以传统发展方式奔小康付出的沉重代价。本来我国人均资源
水平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到，几十年的透支和欠账，原本可怜的自然
资源雪上添霜。 

放弃西部和北部四分之三的大好河山，80%以上的人口拥挤龟缩在东南一隅，
就算是现代化得有如今天的日本，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人民也不会答应。 近一
项公众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五市访问了 1050 户。在请接受访
问的公众确认“ 理想的生活环境中 不可缺少的东西” 时，电视机、汽车、高楼
大厦、高速公路、空调等选项的中选率都远远低于“ 干净的空气” 、“ 绿地花草” 、
“ 清澈的河流” 和“ 森林” 。这说明， 高层次的消费对象正是良好的自然生态和
生活环境。很难想像富裕和现代化与污浊的空气、满天风沙、黑臭的水源并存。 

从这种角度看，在下一世纪，我们在从小康走向富裕、强国富民的进程中，必
须大规模地进行国土整治，逆转恶化的生态和环境。国土整治的中心环节，就是
要实现水资源的重新调配 — 大规模地南水北调，实现对我国大西部地区全面的
实质性开发，形成一个新的西部经济重心区，有效地容纳新增的四亿多人口，使
之有粮可食、有地可居、安居乐业。 

水土流失、耕地草场沙化、沙漠东侵南下、黄河淤积改道，诸多使我国资源总
量下降、质量恶化的源头，大多出于西北地区。煤碳、石油、天然气、稀土等重
要战略资源大多蕴藏在这里。一些少数民族的不安定因素集中在这个区域；日益
增长的庞大人口的唯一出路，也是这个区域。大西北，既是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发
展基础的腹心大患，又是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期望之所在。所以，南水北调
与国土整治的中心内容是建立新的大西北经济重心区。新中国建立 50 年来，由于
工业化建设的紧迫性和财力所限，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跨区域调水。致使我们在大
西北地区基本上处于被动防御态势，未能有效遏制沙漠化的猖狂进攻。现在，我
国一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达三万亿元，技术进步远非昔日可比，完全有能
力在西北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收复失地，重整河山，调水兴利除害，变
腹心大患为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纵深与腹地，深根、固本、培元，为中华民族在下



 6

世纪的腾飞，铸就千年不坏之基。 

 
4、实现历史性跃迁 

 
世纪之交，波谲云诡。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科索沃的硝烟，

给和平与发展的局面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冷战未平，热战迭起。一方面我国的综
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外部环境
和内部制约两个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当敛气
凝神，不急不躁，不等不靠，团结和集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发扬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的奋斗精神，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通过大规模地南水北调和
国土整治，从根本上解决东西部、南北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布局的不
平衡，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所谓“ 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 ，
此之谓也。 

不谋全球者，不足以谋一国；不谋百年者，不足谋一时。展望下世纪末，全球
经济必将进入生物产业时代，水土资源和人力资源将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发
展的本中之本。那时，全球经济将按照资源匹配与产出定律分布重组，即资源（含
人力资源的质量）约束与匹配中如果不存在重大障碍，各国 GDP（严格地说应该
是社会净福利）的比例将与人口的比例大体接近。对于中国而言，这条定律说的
是，如果我们能解决好资源匹配问题，下世纪后半叶，我国的 GDP 将与经合组织
国家和地区的 GDP 总和一样多。 

在生物产业时代，石油将消耗贻尽，不再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能源基础；取而代
之的是太阳能和氢能，在未来的氢经济中，核心是用太阳能分解水制氢，氢是一
种洁净的高质能源，作为燃料燃烧之后又变成水。于是，水，成为下一世纪 重
要的战略资源。它不仅能够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多次重复
利用，而且与土结合产生的生物材料，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代化纤材料和金
属材料；生物化和智能化的小型高效制造系统，取代机械和重化工制造业，等等。
可以说，掌握、驾御好水资源，就占据了下一世纪持续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是治水之神。大陆季风气候和百分之七十的山地丘陵，
造成我国自然灾害频繁。然而，这种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也造就了中国以水利
工程立国兴业的历史传统。大禹治水，使黄河流域分散的部族集合凝聚成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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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郑国渠等关中水利工程，使秦国 终强大，完成了“ 横扫六国、并吞八荒”
的伟业。都江堰的修建，把巴蜀蛮荒之地变成天府之国，成为大汉争天下的战略
基地。京杭大运河贯串南北，实现了经济重心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不仅奠定了盛唐的物质基础，而且为明、清两朝定都北京，向北、向西大规模地
开疆拓土，发挥了一千多年的伟大历史作用。今天，我们再次处在具有空前历史
意义的转折关头：中国几千年历史，兴修水利，主要是汉族的事情。治水的范围，
从中游往下游拓展，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向北扩展到嫩
江与松花江流域，近代以来，基本停滞和局限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江河冲积平原。
1998 年，南北方水、地的开发利用均到极限，标志着上千年从西到东，传统的国
土开发与整治，走到了尽头。北粮南运意味着中国以水利工程立国兴业方向的历
史转折 — 依托东部集聚多年的强大经济实力，掉转头来，从东向西，随着南水
北调超大型水利工程，全面实质性开发大西北。在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
族集中的地区，关系国运的水利工程与国土整治，从此成为主要少数民族全体参
与的壮举。“ 车同轨、书同文” 实现了祖国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统一。“ 水同流” ，
水是万物生命之源，势必使全国各族人民水乳交融地团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从这个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水北调与开发大西北，功效相当于上百个都江
堰，是泽及亿万人民的千秋功业！ 

“ 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水资源的近忧和
远虑，国土资源的退化和衰竭，构成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腹心血脉之患。新中
国成立以来，经过 50 年的和平建设和 20 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明显增强。审时度
势，实施发展战略方向的历史性转折，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以水资源调配为
中心，展开大规模的国土整治，调整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布局，需要大智大勇、百折不挠的民族大英雄，需要一代、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民
的艰苦奋斗。我们恰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之中：环境危机，空前严峻；重整河
山，何其壮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