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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河流简报
评论：水电业试图降低水坝标准
几十年来，受水坝、矿山或管线这些
大型基础设施计划影响的社区，只能
指望项目开发者的良好意愿和承诺。
当良好的意图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
来保证，当这些意愿和承诺违背利润
考量，或当强有力的规章落实不到
位，都会导致开发者失信、环境恶
化、腐败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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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录给我们的教训是，那些受影
响的社区——像投资者和项目承建方
一样——不能只依赖承诺来保障他们
的利益。相反，他们需要开发商遵守
明确的、可执行的标准来尊重他们的
权利。
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组织促进了有
约束力的政策和标准，这保障了受影
响人们和环境的权利。他们的斗争导
致了政策和公约确定了土著人民的权
利为“自由、事先知情和同意”，重
视移民以土地补偿土地的权利，保障
劳工权利，保持生态无人区。然而水
坝业正在试图击退这一进展。

基于权利的方式被歪曲
世界水坝委员会(WCD)确定了一个利
益相关各方参与的程序，以评估世界范

围内的水坝遗产并为新的最佳实践提
供建议。WCD极力赞成基于权利的大
坝建设方式。委员会2000年的报告发
现“基于权利认可和风险评估的方式
可为合理进行水利和能源发展的决策
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在谈判时决定谁
有合理的位置及什么事件需要包含在
议程中的一个有效方法。” WCD的报
告使受影响的社区从被动的项目开发
受害者，变成为决策过程的参与者。
水坝业从未对WCD基于权利的框架感
到满意。2007年，国际水电协会与几
个金融机构、保护组织和国家政府一
起，创建了水电可持续发展评估论坛
(HSAF)，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此论
坛的正式目标是到2010年“开发出一
种被广泛认可的可持续发展评估工具
来衡量和指导水电部门的行为。”
HSAF正在制定一个新的水电可持续发
展评估协议，该协议在水坝项目的近
30个细节方面给出指导方针。每一个
方面都将通过一个标准清单来详细阐
述。HSAF计划水坝项目将通过这些标
准打分，以决定其是否为可持续发展
项目。水坝业希望它们的HSAF得分能
够吸引公共补贴和碳交易额度。
（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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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业的评估协议华而不实
HSAF成员宣称它们的程序“不是试图复制或改
写WCD的成果”。然而，2009年发布供咨询用
的协议草案，其观点完全不同于WCD基于权利
的方法。如果这个新办法被采用，将是国际发
展政策的一个重大倒退。
例如，协议没有确定水坝认定为可持续发展项
目而应该履行的任何最低标准和要求。协议草
案更乐于处理问题而不是避免问题发生。它只
寻求通过一长串的标准来衡量项目或给其评
分，其中大多数是根据水电公司或其顾问提供
的信息来进行评估的。
因为协议没有要求项目必须符合的客观标准，
水坝的得分将会严重依赖于评估者的个人观
点。这个协议在许多地方是模糊和主观的，
没有吸收受影响社区观点的机制。采用这个协
议，即便是最坏的水坝也可能得到“良好实
践”的评价。
这个标准如果被采用，将会降低和破坏WCD和
其它已存在的标准，其中主要的是：

符合国际法 ：协议没有要求水坝开发者要遵守
其国内的法律、国际人权标准和边界河流等问
题上的国际规章。

受影响的人群权利：协议没有承认受影响人群
有得到项目信息的权利。

赔偿 ：文件没有确定给受水坝影响的人群任何
基于土地的赔偿。

国际竞标：协议没有规定对水坝合同进行国际

竞标。在大型工程上这是阻止腐败的标准要
求。

保护区 ：文件不尊重水坝建设中的任何无人
区，例如国家公园或世界遗产保护区。

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
新的水电可持续发展评估协议的制定过程表
明：水坝业在与受影响人群进行有意义的磋商
方面没有多少兴趣。受影响团体从一开始就受
邀参与世界水坝委员会相关的过程，而HSAF的
谈判桌上则都是经选择的工业团体，受水坝影
响的人群和非政府组织没有代表。2009年1月
HSAF开始了咨询期，但这已经到了协议草案制
定过程的一半。咨询包括网上问卷和为数不多
的电话询问。这些步骤难以替代有意义的公众
参与。
2009年9月至11月，论坛进行第二阶段意见征
询，包括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三个
地区性会议。但迄今为止，论坛文件的语言只
有英语，并且有限的预算严重限制了咨询的范
围。这个阶段为时已晚，公民社会组织的意见
如何，或是否被考虑尚不清楚。
“水坝业正在为它们已经形成的政策框架文件
寻求NGO的认可，”一个来自受水坝影响地区
的活动家谈到这点。他应邀参与了HSAF文件制
定过程。
总之，HSAF的方法忽略了几十年的开发带来的
沉痛教训。缓解计划、咨询报告和评分卡都不
能代替最低标准和可执行的权利。这个协议不
会得到水坝业试图得到的广泛认可，并将只能
导致一些“粉饰绿色”的坏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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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河流得到保护
Nicole Brewer and Aviva Imhof

当地社区举行游行反对帕罗塔河大坝（La Parota Dam）项目。 摄影：CECOP

近几个月来，胜利的呼声遍布欧洲与墨西哥。
长期不懈保卫河流遗产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
利。这些胜利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人们更愿
意看到河流自由流淌，而不是被水坝所侵扰。
而且，只要受水坝影响的社区和国际社会有着
足够坚定的信念，许多会破坏历史遗迹、居民
社区及河流生态的水坝建设都可以被阻止。下
面几则新闻报道了近来几场运动的胜利，可以
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示。

欧洲国家撤出位于土耳其的Ilisu水坝工程
德国、奥地利及瑞士在六月份表示，他们将收
回向备受争议的Ilisu水坝工程出售信用点数的
承诺。该水坝位于土耳其南部的Tigris河。这个
工程很有可能将被彻底取消，因为土耳其眼下
缺乏建造该坝的资金及技术能力。
这是出口融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出：一个项
目的资金安排因为人道主义、文化和环境方面
的考虑而被取消。对于那些原本将因为大坝而
被迫搬迁的七万八千人，还有环境保护及人权
组织，包括欧洲为阻止这个大坝已经斗争一年
之久的“停止Ilisu运动”而言，这是一次空前
的胜利。
这座大坝不但会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影

响，它还会淹没一座已有一万年历史的古镇，
Hasankeyf。该镇极富历史和文化价值。Tigris
河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远古时代建筑与人
类生活习俗的绝好标本。该镇的美丽和悠久的
历史也使它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而
水坝蓄水所形成的水库会把流向伊拉克下游的
大部分河水拦截，从而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及社
会稳定造成威胁。因为土耳其当局多次违反
由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共同出售信用点数的条
例，德国政府决定于六月十九日撤出对该项目
的投资。由于以上三个国家在此项目上的一票
否决制，德国政府这一举动预示着奥地利与瑞
士政府也将从这个项目中退出。
“我们欢迎欧洲各国政府最终在这个项目上严
格采用国际标准。”来自德国反对Ilisu项目运动
的Heike Drillisch评论道，“这是我们在保护人
权,环境和文化遗产道路上前进的一大步。”

墨西哥的La Parota水坝推迟至2018年
具有破坏性且不公平的La Parota水坝推迟到
2018年，这一新闻让居住在墨西哥Guerrero州
Papagayo河沿岸四千居民长舒了一口气。在长
达六年的斗争之后，墨西哥联邦电力委员会终
于在九月十四日宣布推迟这个项目。同时被延
期的还有其他九个遍及全国的电力项目。委员
（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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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保护组织成员为反对帕罗塔河大坝项目做出贡献而受到表彰
摄影：CECOP

多个组织支持保护哈桑克夫镇。摄影：Doga Dernegi

会把经济衰退作为推迟项目的原因之一，但是真
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小农场主以及当地人的压力。
因为一旦水坝建成,他们将失去属于他们的土
地，渔场或者其他自然资源。

La Parota(被前任总统Vicente Fox形容为“皇
冠上的明珠”)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项目。墨西
哥联邦电力委员会的建设计划让这个项目更加
充满争议。多达二万五千多居民将不得不因为
大坝而搬走，成千上万的下游居民将会受到各
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因为水坝将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下游的河流。联邦电力委员会(CFE)
采用了各种肮脏的手段以确保项目进度，包括
虚假商议，警察暴力镇压，违法清理土地以及
贿赂当地政府官员。CFE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
挑起了邻里之间的矛盾，悲剧性地导致了两名
大坝反对者的死亡: Tomás Cruz Zamora和
Eduardo Maya Manrique。这场胜利也同样属
于他们。

对那些全世界为保护河流和居民权利而努力工作
的人来说，这个主要大坝项目的长期推迟具有重
大意义。这次胜利属于一个当地人为保护自己的
河流及生计而成立的组织——共同土地及社区反
对La Parota大坝项目协商会(CECOP)。
成立于2003年的CECOP组织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力量。CECOP由五千多名来自三十九个村庄
的村民组成，该组织的决策由大家共同完成。
在过去的六年里，他们在每个周日举行集会，
风雨无阻。他们的战术有：从永久的设置障碍
到阻止建设工人进入他们的土地，到从法律角
度上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事实上，正是这些
法律诉讼使得这个项目尽管得到政府的支持，
但在过去几年里仍然被搁置。

古老的哈桑克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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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OP的行动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他们得到
了全国各地其他和水坝做斗争社区的声援。墨
西哥坝区居民运动——MAPDER,在La Parota
斗争中成长为全国性的运动组织，并且成为
Felipe Calderón总统当局的一个可怕的挑战。

拆坝运动倡导者的经验与心得
Elizabeth Brink
在世界各地，废弃大坝被拆除，数以百计的河
流得以恢复。仅在美国，大坝拆除速度就达每
年40座。拆除大坝恢复了数千公里的鱼类栖息
地，改善了水质，及河流的娱乐功能，有助于
沿河社区的防洪安全。
我们同世界顶尖专家及部分拆除大坝倡导者进
行了交流，目的是探讨废旧大坝必须拆除的原
因，揭示他们在此复杂课题上得到的启示，表
明他们对恢复世界河流提出的希望。
1. 大坝拆除最有力的论点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回应者都认为经济因素是主要的论
点。美国河流协会的Brian Graber表示：“保
有大坝需要不菲的维持、维修费用，并且承担
风险。大坝拆除为一次性支出。可获取用于河
流恢复的各种资金来源很多，而用于大坝维修
的资助寥寥无几。考虑到长期费用，大坝拆除
总比保有大坝合算。”美国河流协会的Sara
Strassman补充说：“如果大坝无法提供任何功
用，留着它有什么意义呢？”
Helen Sarakinos也同意大坝是否拆除归结于钱
的因素。但她同时表示：“我也意识到，这也
结归于某个人，这个人相信会诞生一条河流。
想象出曾经湖水荡漾的地方会出现一条河流，
这是信仰的一大跨越。如果有人如此设想，而
且是更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那么大坝拆除指
日可待。”
Sara Strassman补充说，多数人都愿意为河流
的健康做有益的事情，如果他们理解其中的过
程，并且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象任何社会决策

美国俄勒冈州的桑迪河在旱獭坝拆除后正在恢复当中。

一样，大坝拆除会引起许多关注，经济上的，
以及如何分担现实的和将来的种种得失。这些
关注会在每一个案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大坝安全被许多专家和拆坝倡导者列为另一重
要因素。来自“保护哈桑克夫河组织（土耳
其）”的Ercan Ayboga 表示，安全和结构老
化是两个重要标准。例如德国的克雷布斯巴赫
大坝必须达到新的防洪安全标准，这要求全面
的，费用昂贵的维修。这样一来，大坝的所有
者，一家区域公共供水机构决定拆除大坝。

就克拉马斯河(the Klamath)而言，不仅因为
大坝项目不佳的经济状况，而且由于库区水
质恶化带来更大责任。Karuk部落拆除克拉马
斯河大坝运动协调员Craig Tucker认为，在克
拉马斯河上，建坝形成的数个水库每年夏天爆
发大面积的有毒蓝绿藻。此外，该河大坝发电
量很少，如果让大坝设施符合现代环保法律的
要求，必须修建过鱼通道，并进行其他改造，
这将花费纳税人近5亿美元。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河流联盟的Helen Sarakinos（中间）在一
拆坝工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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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要去实地察看大坝，了解大坝以前的
功能，以及大坝对河流活力和生态系统造成的
影响，还必须清楚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来拆除，
有哪些合作伙伴。
3. 在你的拆坝经历当中，替代方案对弥补
大坝拆除带来的损失有何重要意义？

拆除美国威斯康星州考希康隆河上的罗克代尔坝。

2. 开始折坝项目的第一步骤是什么？
威斯康星州大河联盟为在大坝密集的威州拆除
众多的废弃水坝，出过一臂之力。该组织的成
员Helen Sarakinos言简意赅地表示：“当地
有恢复大河的声音吗？如果当地没有一个恢复
河流的倡导者，就不会有该河流的祈祷者。没
有人愿意听城里人如何处置大坝的说教。”拆
除克拉马斯河(the Klamath River)上四座大坝
的运动如火如荼，Craig Tucker代表Karuk部落
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他的工作让他懂得，拆坝
运动的政治色彩越浓，越需要更广泛多元的联
盟，以确保运动的成功。“我们有部落领袖，
科学家，农场主，商业渔民共同传递我们的理
念。”他指出，克拉马斯河拆坝联盟也有收集
信息的明晰方案。“首先，清晰地界定该项目
的生态影响。虽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鱼类
需要水和繁殖地。但通常，拆除大坝的倡导者
需要在法庭上证明上述几点，确保你的科学依
据充分且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并且比较大坝运
行和大坝拆除所需费用。”
一些受访者表示，第一步，弄清大坝所有者是
否愿意参与拆坝项目。Brian Graber代表美国
河流协会参与多起拆坝项目，其中至少20个项
目已成功完成，另有45个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他说：“并不是挑一座大坝就可拆除，必须让
大坝所有者参与进来。通常，评估大坝所有者
是否同意拆除，不需要花费巨资进行可行性研
究。如果他们要求我们提供花钱很多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他们常常不会同意拆除。”提交深
思熟虑得出的理由，包括拆除大坝带来的经济
上、生态上的效益，足够可以决定大坝所有者
是否真正感兴趣。”
Strassman提出，仅仅知道大坝所有者是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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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拆坝先驱都表明，他们努力拆除的大坝都
失去了以往的功能。Sara Strassman指出“一
般来说，我们正拆除的大坝都已丧失原先的功
能达50-100年。”然而，即使是拆除废弃的大
坝也非十拿九稳。Helen Sarakinos评论说，
“在我们那里，大坝不再为其周围的社区带来
多少益处，但维持起来花费很大。可是人们还
是一直不停往里投钱。在拆坝事业中，应当认
识到害怕变革是一强大的障碍。人们总会选择
熟悉的魔鬼，而拒绝未知的魔鬼。”
Brian Graber告诉我们，即使拆除的大坝不再
提供可靠的功用，“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
在拆除期间实施了替代方案。例如，在某一拆
坝工地，我们用附近的数个地下水池取代了一
座蓄水坝。这些蓄水池最终证明为更可靠的水
源”
来自西班牙河流保护组织的Pedro Brufao说，
“替代方案一直是我们拆坝运动的基本工作。
需求侧管理是最好的工具。水源及能源需求能
够通过节水节电来实现。” 经济上的论据也总
是起作用。
4. 拆坝事业中有哪些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每个项目都让我学到新的东西。” Brian
Graber 表示，“最大的收获也许是期望每个项
目都会有一些独特的，你从未遇见的挑战：从
解决工程上的难题，求索大坝现有功能的替代
方案，与管理部门打交道，到解决相关的社会
问题。但是常见的问题是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些
反对的声音。你不要指望改变所有人的观点，
尽管已尽最大努力动员公众参与。似乎10%的人
总会与你的看法相左，甚至在你起初觉得不会
有异议的项目上也会有反对的声音。我建议拆
坝工作者接受培训，以更好地进行多方调解，
冲突解决及项目促进。”
美国河流协会的Laura Wildman认为，公众的
参与能成就或者挫败一个拆坝项目，不要小看
公众舆论观点的力量。大坝拆除会引起公众注
意，对他们进行拆坝教育常常是个见效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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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洁；人鱼相比，
人为重；堤坝能消
除洪灾。我们必须
用合理的论点，反
驳这些神话，如替
代方案和经济常
识。
一些资源，如出
资，可以根据目标
的不同或工程的规
模进行调整。根据
Sara Strassman
的观点，最重要的
资源是时间，而时
间是有限的。“一
种很有用的做法是
将拆坝工程的一系
列时间安排及其相
应工作安排汇集成
图表，这为有效的
时间管理提供了良
机。”

马萨诸塞州约昆河上的希尔克•米尔坝（拆除前）。摄影：美国河流协会

Brian Graber表示赞
同：“对工程的时
间规划进行合理的
预期。许多拆坝工
程可能需要很长时
间。即使一座小型
水坝，拆除至少是
三年的过程，我们
自开始就应有这样
的预期。”

大坝拆除后的希尔克•米尔坝坝址。摄影：美国河流协会

过程，对此要有心理准备。通常，仅有数字和事实并不能说服公众。她补
充了一个应当铭记的观点：“河流的历史要比人类认识历史的时间长得
多。”
Pedro Brufao认为，消除成见要比你想象的难得多。“就大多数公众而
言，大坝寄托着太多的神话：大坝是永恒的；大坝有利无弊；大坝是文明
的纪念碑；大坝都是必需的；工程师不会有错；大坝工程不会有缺陷；大
坝不会造成危害；河流仅仅是过水通道；河水总会有富余；污染的河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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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Wildman得
出结论：是对建有
水坝的河流进行复
杂的技术上的修修
补补并不总是最好
的方案。“我们应
当后退，给河流以
更大的空间。河流
应当运动，就河流
恢复而言，常常是
干预越少，效果越
好。人类不断对
河流进行笨拙的
修理，结果常常是
成事不足，败事有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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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的西赛提（West Seti）水电项目调查报告

Yuki Tanabe

但是，许多在山区的人们还仍然用不上电。在
加德满都有严重的电力短缺，电力供应一天只
有几个小时。当地人不断质疑尼泊尔政府向印
度出口电力而不是着重于自己电力需求。

30,000人口将迁往何处？
这个项目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淹没区人口的重
新安置和生计损失。因为工程所在地是山区，
就近安置不可行。大多数受影响人口将被安置
到100公里外的尼泊尔南部Terai地区。WSHL计
划购买Terai地区地主的农业用地，分配给受影
响的人口作为赔偿。
但是Terai地区已经居住着当地的Tharu农民。
如果受影响的人口从淹没区迁到这里，Tharu农
民也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Tharu福利委员会发
表声明说，他们反对西赛提水坝地区的人口安
置到他们地区。在Terai工作的农民告诉我们：
“没有更多土地来供给这么多的人口”。

原住地和安置点完全不同
尼泊尔西赛提河。摄影：Yuki Tanabe

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印度对利用喜马拉雅
山丰富的水能资源发展水电产生兴趣。西赛提
（West Seti）水电项目，一个750MW的水坝，
计划在尼泊尔西部的赛提（Seti）河上兴建。
这个项目是南亚最大的私营水坝项目之一，将
向印度北部出口电力。几十年来，项目的开
发者——西赛提水电有限公司(WSHL)，一直
在与亚洲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
务公司 (IL&FS, 一家印度公司)进行谈判，它
们都在考虑为项目提供资金。
这个水坝的建设将会淹没2,000公顷的土地，影
响30,000人口。本文作者在2007年7月和2008
年12月对受项目潜在影响的人们进行了采访，
考察了该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为谁供电？
西赛提水电项目是尼泊尔最大的境外输电项目。

西赛提项目区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来维持当地
人的生活。河中的鱼类是附近社区最重要的蛋
白质来源，而且很容易用简单的方法捕获。人
们收集柴火，从本地森林里采集一种叫Chiuri
的坚果制造肥皂来赚钱。西赛提地区的供水也
丰富而纯净。
相反，Terai平原已经是过度开发的农业区。计
划中的安置地点严重的砷污染影响了地下水，
需要大量的水处理措施。受影响的人们将会得
到一些土地补偿，但他们再也不能捕鱼和收获
坚果及其它森林产品。在我们的访谈中，受影
响的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忧虑：在Terai如
何维持生计？补偿非常少，能否适应那里的生
活？

需要影响评价和信息公开
许多关切点没有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价之中，受影
响的人们几乎得不到项目信息。例如，环境影响
（接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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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没有估计移民及Terai地区将失去生计来源
的人口数量，也没有补偿收入损失的方法，生
计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受项目影响的社区再三要求WSHL公开全部的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用尼泊尔语和Tharu语两
种语言。但是该公司只用尼泊尔语公开了一个
环境影响评价摘要。公司不恰当的回应在移民
区和Terai当地社区激起了愤怒和不信任。结果
WSHL建起的七个信息中心之一被烧毁，另一个
被当地人封锁。
2008年12月我们访问项目所在地区，该公司和
受影响人们之间的磋商会议正在进行。磋商期
间，公司解释了项目带来的好处，绝不提它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此外，公司声明环境影响评价

尚未完成，尽管一份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出现在
其网站上。公司公开宣称他们已经完全公布了
信息，并在项目计划中充分反映了受影响人们
的意见。然而依我们观察，WSHL在公布信息
和与受影响群体磋商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尼泊尔被中国和印度两个新的经济巨人所包
围。中国和印度政府及私营机构所支持的水电
项目在尼泊尔迅速增长。但是印度和中国的金
融机构应该确保不支持缺乏充分环境和社会影
响评价的项目，许多与这些项目相关的当地社
区所关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Yuki Tanabe是“日本可持续环境和社会中心”
(JACSES)可持续发展和援助项目的项目主任。

尼泊尔西赛提（West Seti）水电项目公开论证会。摄影：Yuki Tan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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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工程将达乌尔草原抽干
一个跨境水务管理危机的开始

引河济湖，剜肉补疮？
达赉湖是座自然湖，湖水水位随季节周期波
动。但气候变化和本地区的人口剧增给该湖的
水资源带来巨大压力。运河项目的支持者认
为，需要从海拉尔河引水以恢复达赉湖，并支
持附近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发展。这种观点认
为，可以开发海拉尔河“以挽救达赉湖因气候
变化造成的萎缩。”他们指望引水能遏制达赉
湖的水质咸化，降低水体的富营养程度，并防
止附近草场的失水干化。
该引水工程得到呼伦贝尔地级市的支持，原因
是，第一可得到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第二，
该工程对当地有许多好处。更为稳定的达赉湖
水位有助于满州里市的市政用水需要，并且影
响力很大的中国黄金总公司正在谋求开发当地
铜矿，也要依靠新的水源供应以满足其用水需
求。当地沿湖旅游业也支持该湖湖水的稳定。
有关方面期望更高且稳定的水位有助于恢复该
湖日趋减少的鱼类资源，并为另外4万头牲畜及
2000公顷灌溉草场提供水源。

濒危的白鹤在河岸边停歇。摄影：Guo Yu Min

辽阔的达乌尔草原横跨俄罗斯、中国和蒙古三国
边境，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独特生态系统：密
集的湿地养育了数量众多的候鸟和多种多样的当
地特有植物，其广阔的草地上生长着丰富的野生
植物。海拉尔河发源于中国境内，蜿蜒向西，抵
达俄罗斯边界，在此急转向东，成为额尔古纳
河。这些国际水域滋养着众多洪泛区，湖泊、湿
地、及渔场。
一项运河工程威胁着达乌尔草原的生命。该运河
将分流跨越中俄国境的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的部
分河水，注入内蒙古境内的达赉湖。项目设计表
明，该运河将每年引水10.5亿立方米，大约是海
拉尔河年径流量的30%，但潜在的可能是该运河
可能引水更多。另外海拉尔河上游已规划修建4至
5座水库，可能截留海拉尔河另外 30%的水源。
一年中的某些时节，该河可能完全干涸。

此项工程将会开创危险的先例，即在一个易旱
地区进行无法持续的水源消耗。工程的反对者
认为，引水可能在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淡水生
态区域引发跨境水务管理危机。

水源决定达乌尔草原的生死
达乌尔草原星罗棋布的湿地是近两百万只候鸟
迁徙途中的绿州，其中包括濒危的白鹤及其他
19种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由于这些物种的存
在，这些湿地获得了拉姆萨湿地及重要鸟类保
护区的地位。中俄蒙三国在1994年签署三边协
议创建了达乌尔国际保护区。但许多重要的保
护区域如额尔古纳湿地没有包括在内。
从达乌尔草原上游将水源引走会给这些湿地和
中俄两国的沿河社区带来严重后果。削减洪水
流量，会使河流水位不再波动，并扰乱自然的
洪泛周期。这会引起区域性湿地的萎缩和干
涸，导致草地的沙漠化。目前达乌尔草原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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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干旱周期中
间，并非达赉湖一地
水源不足，整个海拉
尔-额尔古纳河盆地
也都水源稀缺。虽然
干旱是自然现象，且
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及
回游生物也能很好地
适应经常性的气候波
动，但要他们生存下
去，就必须保持草原
自然的水文活力。
如果运河建成，居住
在下游的居民也将受
到严重影响，因为海
拉尔--额尔古纳河是
本地区主要河道，人
为阻止该河的自然泛
洪周期，也会断绝这
个洪泛平原的土壤营
养质的补充，从而减
少养殖草场及可耕地
的来源。并且水源减
少会迫使当地社区使
用污染水源，开挖深
井，从别处购买水源
或者移居他乡。

红线标出了引水工程的位置，涂绿的部分是保护区。

解决之道
自从2007年以来，多
个环保非政府组织，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
保护联合会、拉姆萨
湿地公约秘书处及俄
罗斯政府已经呼吁中
国政府修改此运河及
水库项目，并对海拉
尔--额尔古纳河盆地
进行战略性的跨境环
境影响评估。在普京
与胡锦涛直接商谈之
后，该运河工程于07
年夏暂停。但在08年
年中，该工程恢复建
设。09年8月，卫星
图像显示该运河有水
流动。

俄罗斯境内达乌尔斯基保护区上的马群，该保护区将受引水工程的影响。

摄影：Oleg Korsun

当地专家目前正在要求修改此引水工程，以确保海拉尔--额尔古纳河所
需的环境流量，从而维持该河流、相关洪泛平原及湿地的健康。该工程
如果按计划进行，将成为生态破坏的典型，即以不合理的工程手段来应
对自然性的水源短缺，而不是采取符合区域生态条件的可持续土地使用
战略，从而导致严重生态后果。
本期编辑感谢太平洋环保、额尔古纳河-达乌尔草原CLP项目、河流无国
界组织为本本文作出的贡献。
更多信息登录网址：http://dauriarivers.org/，或写信给：argun@
arguncrisi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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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流保护者获得著名奖项

次会面给了所有与会者一个机会，以表达他们对
水坝建设和环境的不同观点，并寻求进一步交
流。虽然这次面谈是非正式的，所有与会者一致
表示会谈进展顺利，并同意进行进一步的对话。

走向世界的中国水坝行业介绍
于晓刚

马军

马军和于晓刚，两位中国河流保护人士，获得了
2009年度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
奖。该奖项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马军因著
有中国水危机的重要著作及建立鼓励污染企业整
改的公共数据库而获表彰。于晓刚是非政府组织
“绿色流域”主任，他被表彰的理由是：为漫湾
大坝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为受影响的人民获得
赔偿做出努力，在怒江大坝项目中成功倡导影响
评估和负责任的决策。

国际河流组织最新活动

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
司会面
近年来，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成为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主要的水坝建设者。2009年2月，国
际河流组织和水电项目所在国的七个NGO合作伙
伴组织一起致信该公司，催促其采取国际环境标
准并与当地公民社会团体进行对话。NGO组织
指出，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表示“为了相互理
解、合作双赢和共同发展，愿与各方朋友广泛合
作”。这些组织指出，如果该公司想成为国际公
认的品牌，就应该采用国际环境标准。
今年7月16日，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在北京邀
请国际河流组织的Peter Bosshard与公司管理层
会面，探讨公民社会关注的问题。来自全球环境
研究所（GE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
办公室、中国水电协会的专家也参加了会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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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再像以前那样修建许多水
坝。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水坝是由中国
的机构兴建。中国的海外水坝行业正在参与
200多个大型水坝的建设——例如在湄公河
谷和喜马拉雅地区。这些项目往往造成巨大
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在这个短片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参与海外水
坝建设的中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它们的
项目。我们解释了这些无处不在的水坝建设
机构，在其海外项目中采用国际标准的重要
性。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介绍的幻灯片可在此
网址观看： www.youku.com 或 www.
internationalriver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