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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追溯河流健康的源头

讨论河流健康，首先应该讨论“生

态 系 统 健 康 ” 概 念。 这 可 以 追 溯 到

1972 年，詹姆士·洛夫卢克（James 

Lovelook）提出了“地球女神假说”（Gaia 

Hypothesis），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超级

有机体，生物进化与环境变化是耦合的

过程，生物通过反馈对气候和环境进行

调控，造就适合自身生存的环境。基于

这一理解，健康的概念就从个体（临床

医学、兽医学）的尺度延伸到了生态系

统。

但是，生态系统健康概念一经提出

就伴随着争议。多数学者都认为，不能

笼统地说生态系统是有生命的。原因有

回答一些生态保护的实际问题。因为河

流健康评估虽然以科学研究和监测为基

础，但是最后的评价结果却通俗易懂，

可以作为河流的管理者、开发者与社会

公众进行沟通的桥梁，促进一种协商机

制的建立，寻找开发与保护之间利益冲

突的平衡点。这种观点得到了工程界和

管理界的普遍赞同。我也赞同这种观点。

给河流把脉

河流健康的评估包含两方面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河流健康的基准点，二是

如何处理人与河流的关系。

要评估一条河流是不是健康，需要

找一条健康的河流作对比，或者寻找待

评估河流历史上曾有过的健康状况作为

基准点或称参考系统。现在生态学界普

遍认为，人类大规模经济活动是损害河

流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原因。河流在人

类进行大规模经济活动前的原始状态，

处于一种自然演进的健康状态，可以作

三 ：一是生态系统不像动物那样具有神

经系统，可以对身体进行实时调控以适

应环境 ；二是生态系统不像生物那样有

明确的物理边界（如细胞膜、皮肤）；

三是生态系统是否具有相对它自己的最

佳状态仍不清楚，人们难于找到生态健

康的“参考状态”。

河流健康是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一

种派生。上世纪 80 年代在欧洲和北美

开始了河流保护行动，许多国家通过修

改、制定水法和环境保护法，加强对河

流的环境评估和生态保护，“河流健康”

的概念也相应出现。

但是，与生态系统健康一样，河流

健康概念同样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

河流健康的概念在科学意义上是主观

的、模糊的，不具备客观性，健康标准

也具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还有人认为

“健康”这个概念只适用于人类和动物，

因为他们具有客观的健康判别标准，即

一系列医学的生理化学指标（例如，人

类正常体温为 37℃），对河流能提出一

个客观的、定量的健康标准吗？河流健

康能够用技术方法进行度量吗？ 

后来，折中的观点认为，不要再纠

缠于概念的讨论了，既然河流健康概念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不妨把

它作为河流管理的一种评估工具，用它

河 流 健 康 的 概 念 一 诞 生，
科学家们就对此争论不休。折中
观点认为，河流健康是河流管理
的一种评估工具。

健康的河流是可持续利用
的生态良好河流 , 保证河流健康
需要人类的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
相平衡。河流健康需要多指标评
估，而传统的河流评估方法仅仅
以水质达标为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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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流健康的基准点或称参考系统。我

认为，这种方法用到北美洲和大洋洲

这些开发历史较短的地区尚有几分可能

性，但是对我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众所，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治河

史。现在除了我国西部及东北边远地区

的少数河流以外，很难找到没有人类活

动痕迹的大中型自然河流。用保存至今

极少的历史资料来推断原始自然河流的

状况也几乎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把

河流健康作为一种相对的评估方法，让

待评估河流自己和自己的过去相比，研

究它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恶化了还是

健康了。

有些激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原

生态的河流是健康河流的唯一标准，主

张把河流恢复到原始状态，而且反对人

类对河流的开发利用。具有人类中心主

义倾向的人则认为，只要能满足人类供

水、防洪、发电、航运、娱乐等需求，

河流就是健康的。我认为，健康河流是

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良好河流。这个概念

包含双重含意，一方面要求人们对于河

流的开发利用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程度

上，保障河流的可持续利用 ；另一方面

要求人们保护河流生态系统，保障它维

持一种合适的健康水平。

为了实现这两方面的平衡，河流健

康需要一种多指标的评估方法。一般来

说，河流健康主要按照 4 类指标进行

评估，即物理—化学评估，生物栖息地

评估，水文评估和生物评估功赎罪（见

第 80 页图）。并且对于不同的河流，使

用的健康评估准则和指标也可能有所不

同。

一条健康的河流，应该“春来江水

绿如蓝”，是清洁的 ；还有“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景象，

生物群落丰富，是生机勃勃的。学术化

的说法是，河流的生态结构和功能是较

完善的，才算得上是健康的。

河流健康的概念拓展了人们的视

野，从单纯的水质保护，扩展到河流生

态系统保护。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已

经在环境立法中体现了这个理念。比如

欧盟 2000 年颁布的《水框架指令》（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的河流评

估指标，就分为河流生态要素、河流水

文形态质量、河流水体物理—化学质量

要素三大类，共几十个条目，比较完整

地反映了河流基本特征。而我国目前还

没有全国范围内整体性的河流健康评估

研究成果。但近年来，水利部所属长江

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及海河、

淮河、珠江、松辽河及太湖等七个的流

域管理机构，分别开展了本流域河流健

康评估标准的编制工作。我国河流健康

评估工作已经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

谁在威胁河流健康

中国河流健康的最大威胁来自水

污染。官方报告显示，2006 年我国七

岷江，四川的母亲河，造就

了沃野千里、富庶繁荣的成都平

原。1965年，我还是清华大学水

利工程系毕业班的学生，在岷江

支流——流经卧龙自然保护区的

鱼子溪担任水电站的设计工作。

那时鱼子溪电站植被茂密，水流

清澈，每天早晨可以看到猴子一

群一群地到路上玩耍，还可以看

到棕熊。36年以后的2001年，

我再次来到这里，却被眼前的景

象震惊：植被荡然无存，岩石裸

露，也看不到什么鸟，更看不到

其他什么动物了。这使得我开始

反思水电建设对生态的破坏，并

开始研究河流健康等先进的河流

管理理念。

现在，岷江干流和支流杂谷

脑河和黒水河已建、在建、拟建

的水电站共38座，除紫坪铺、狮

子坪等个别水电站以外，均采用引水式水电站结构，为了利用河流的水能，

把大部分水流引入隧道或者管道发电，造成从堤坝到发电厂之间的河段时段

性断流。一道道闸坝将岷江裁为多截，干支流总计有296千米隧洞和引水道，

造成总计300多千米河道季节性断流，严重破坏了河流连续性。已建电站的

河床岩石裸露，植被稀疏，生态破坏严重，水生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岷江

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曾有近40种原生鱼类，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水电站

造成河段减水或断流，鱼类数量大幅度减少，国家二级保护鱼类虎嘉鱼已绝

迹，重口裂腹鱼也很少发现。一些河段断流，甚至切断了当地农户饮用水水

源，造成生活困难。

由于人类过度开发导致河流消失的例子，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20世

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科罗拉多河、非洲的尼罗河和我国的黄河都曾出现断

流。一条河如果长期断流，河道必然萎缩，河流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干涸的河流

水污染是当前中国河流健
康面临的最大威胁，此外，人类
活动也对中国的河流健康造成了
影响。设计或管理不当的河流开
发和治理工程也会造成严重的河
流生态恶化。

■引水式电站把河水引入压力钢管

■岷江流域引水式电站下游的河段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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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系（珠江、长江、黄河、淮河、辽

河、海河和松花江）的 197 条河流 408

个监测断面中，Ⅰ～Ⅴ类和劣Ⅴ类水质

的断面比例分别为 4％、23%、19%，

23％，5％和 26％。其中，珠江、长江

水质良好，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

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主要污

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和氨氮。

比例高达 26% 的“劣Ⅴ类水”是指基

本丧失使用功能的水体，不能用作饮用

水源、工业用水或农业用水，也没有景

观价值，这样的河流或者河段当然是很

不健康了。所以，当前我国把环保工作

重点放在治污和减排上，无疑是合乎逻

辑的。

但是水质达标了，河流是不是就是

修复河流生态

目前，我国河流湖泊的环境状况与

欧美国家相比，大约存在 50 年的差距。

北美和西欧国家经过二战后工业

的复苏和发展期，工业急剧发展，城市

规模扩大，随之出现了严重的河流污

染。20 世纪 50 年代，这些国家的政府

为强化污水处理、控制污水排放投入了

巨额资金。这一时期河流保护的重点是

水质恢复。到 20 纪 80 年代，随着人

们对于河流本质认识水平的提高，河流

管理从以改善水质为重点，拓展到河流

生态系统的修复。这些国家的河流治理

方案，开始注重河流的生态结构，发挥

河流生态系统包括景观和基因库在内的

整体功能。河流生态修复建设从小型河

流起步，发展到以单个物种恢复为标志

健康河流呢？回答是 ：不一定。显然，

工业、农业和生活废水排放引起的水污

染是我国河流健康的头号大敌。但是这

不是唯一的原因。

上游的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湖

泊围垦和养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

方式的改变，从河流中超量引水，渔业

的过度捕捞等，都会对河流生态系统造

成威胁和干扰。至于河流开发和治理工

程，如果设计或管理不当，也会造成生

态胁迫（stress）。

最典型的是河流的渠道化，把河流

裁弯取直变成笔直的渠道，再严严实实

做成混凝土护岸，鱼到哪里去产卵？鸟

到哪里去筑巢？不合理的堤防设置，会

造成河流与湖泊、湿地和滩地的阻隔，

阻止洪水的漫溢，改变营养物质输移规

律，或者使滩区缩窄，降低河道的防洪

能力。通过水库闸坝调度对河流实行径

流调节，造成水文过程的均一化，也会

降低洪水脉冲效应，可能造成河道周围

的湿地退化甚至消失，影响该区域生物

的生存繁衍。

水文与水资源
·防止工农业和生活供水过量取
水，保障河道的生态需水。
·保证湖泊、湿地、河口等系统内
的水生生物生存繁衍对水流条件的
需求。需要一年四季流量有丰枯变
化，在汛期还有洪水脉冲作用，以
满足鱼类洄游，鸟类迁徙等。 修建水库，要确定开

闸泻流时，水温变化
不会影响下游水生生
物的生存繁衍。

水工程建设应保留
鱼类洄游通道。

河流的蜿蜒性是生物栖息
地多样化的保障。避免治
河工程中裁弯取直等渠道
化处理。

纵向连通性高：一般认为水
坝建设前或自然状态的纵向
连通性最佳。对于已建水坝
的河流应实施兼顾生态的水
库调度模式。

河岸植被多样性高，
植被覆盖度高，本土
物种得到保护。

进行水工程规划建设后，
应适当建立自然保护区，
不宜侵占水工程规划建设
前的自然保护区。

水能生态安全可开发量是一条河
流保证生态安全的最大可开发
量，是河流水能开发的参考上限
值，本身就是阈值的形式。实际
开发量必须小于生态安全可开发
量，并且还要保证水能开发的河
段位于生态安全的可开发河段范
围内。

世界河流保护行动的先进
水平已发展到以大型河流为流域
尺度的整体生态恢复。而我国河
流状况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约
50 年的差距。

河流健康评价指标示意图

洪水脉冲理论 ：由于河流的周期性
水量变化或周期性泛滥，河流季节

性水流变化导致的河流洪泛区（河道系统
到江滨易受洪水淹没的地区以及洪水泛滥
所形成的冲积平原系统）干湿交替的水文
变化 , 以及河流洪泛区系统生物对这种变
化的适应。

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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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网养殖蚕食 ；滨岸带湿地对入湖河水

中悬浮物有很强拦截、滞留和吸附作用，

但城镇发展却在不断侵蚀湿地。

将污染控制，改善水质作为重点，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单

打一”的治理方式可能是事倍功半，在

技术层面上，还需要进行栖息地恢复、

改善水文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等

全方位的工作，总之需要开展流域尺度

的综合治理。我曾经做过一个估计，认

为即使按照《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

规划》的要求，竭尽全力实现了削减化

学需氧的减排目标，我国主要河流的健

康状况也未必有本质的好转。这并非是

悲观论调，而是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

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

上，我国水环境保护的战略需要调整和

完善。河流管理者、决策者视线所及，

不应仅仅是河水水质，或者仅仅是河道，

而应该是流域尺度的河流生态系统。河

流保护的总体战略应该是河流生态系统

结构与功能的修复，开展流域尺度的综

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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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河流生态修复，典型的成功案例

是 1987 年启动的莱茵河《鲑鱼－ 2000

计划》。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山区，由融

雪和冰川汇流，流经奥地利、德国、法

国和卢森堡几个发达工业国家，进入荷

兰的三角洲地区后分为几个支流汇入北

海。在 19 世纪 40 年代，莱茵河作为航

运通道被不断渠道化，因为是化工和一

般工业的主要运输走廊，莱茵河污染严

重，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20 世纪

50 年代，相关国家成立了莱茵河保护

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ine against 

Pollution，ICPR），旨在防止化学污染

以及其他水污染。1986 年瑞士一家化

工厂火灾事故发生后，各成员国合作范

围不再仅仅限于水质方面，而拓宽到恢

复莱茵河生态系统，使之“成为一个完

整生态系统的动脉”，标志是因污染大

量死亡的鲑鱼在 2000 年重返莱茵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降低污水排放、

改善水质之外，ICPR 还在莱茵河及其

支流的许多大坝上大量投资修建了鱼

道，改善了许多支流上的栖息地，以便

恢复产卵地并增强河流的自净能力。该

计划最终提前完成，1995 年，莱茵河

及其支流中的鲑鱼就已经能够自然洄游

并繁殖。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河流保护行

动进一步发展为以大型河流为流域尺度

的整体生态恢复。案例有美国的上密西

西比河、伊利诺伊河等。

目前，我国环保部门的主导思想，

基本还停留在水质保护水平上，与国际

先进理念存在着不小差距。例如太湖的

污染治理 ：太湖沿岸企业从 1998 年便

开始达标排放，但水体污染仍然呈加剧

趋势。除了排污标准过低之外，更主要

的原因是导致太湖蓝藻水华爆发的主要

元素氮、磷在水体中的含量很高。氮主

要来自于工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流失，磷

则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但这部分污染

至今没有权威的调查数据，污染物来源

和数量不清楚，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也不

明确。莲藕等野生水生植物的生长对水

体及底土中的氮、磷具有很强的吸收能

力，对水体的富营养化具有较好的治理

功能，但它们所生长的浅水环境已经被

鱼类种群多样性较高
或保持一定水平。

水质清洁达标。

河床是地表水与地下水连接的
通道，健康的河流能通过渗透
的方式补给地下水。

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受
到保护，其生存不受
人类活动影响。

河道干支流、湖泊及其他湿
地等水系，以及依赖这些水
系的生物及周围生态系统应
该是连通的而不是孤立的。

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包括入
侵鱼类和入侵水生植物）或
外来入侵物种未对本地物种
造成任何影响。

岸坡与河床的稳定
性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