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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关系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在生态建设中都有可贵的经验,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产业

转型、新加坡的节水治水同步并重、美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农业都是国际社会中生态建设的典型模式。这些生态建设虽各具特色,但同时也
包含一定的共性,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认识；发展道路；制度保障；建设主体
1 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50到60年代开始转型,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政府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加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关系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国际

大投资力度,以扩大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来增强市场竞争力。本阶段鲁尔区

社会的通力合作,让每个公民都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才能让

主要通过改造传统产业,消除落后生产方式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采取的措

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

施是：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通过制订各种财政补贴(如价格补贴、税收

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

优惠、环保资助等)和社会筹资来满足鲁尔工业区的改造；联邦、州和市

类环境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

三级政府分别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分工合作。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

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共识。

体系,加强鲁尔区与周边各国的经济联系,推动区域综合开发；加大对教育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

投资的力度,为鲁尔工业区的转型提供大量人才支撑。(2)发展新兴产业,

和新观念：人类应与自然和谐一致,珍惜共有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地发展并

因地制宜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着重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第三产业迁入,

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主要包括软件业、节能环保

2002年,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经济、社会、环境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可

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旅游产业等领域。“如多特蒙德依托众
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力发展软件业；杜伊斯堡发挥其港口优势,成为贸

持续发展。
2012年,第二届世界生态安全大会审议通过了《世界生态文明宣言与

易中心；埃森市则凭借其广阔的森林和湖泊,成为当地的休闲和服务中心

生态安全行动纲领》,首次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确定生态文明是人类

等等”。 (3)制定环境保护措施。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鲁尔区采取了植

社会历史上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态。

树造林,美化环境；建设生态功能保护区,重点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成立

[1]

2017年,全球各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例如,国

环境保护机构,颁布环境保护法令；建立回收有害气体装置,在主要河流上

际公约取得可喜成果；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防治污染行动带来了传

建立完整供水系统和污染净化系统等措施,开展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加强

统行业的变革等等。

城市公园、绿化带、草坪的建设与保护。

2019北京世园会习总书记提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2.1.3鲁尔生态建设的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鲁尔区的环境问题得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

到了根本治理,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整个城市的环境和功能得到极大

家能独善其身。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

的改变,一个全新的鲁尔区展现在人们面前。如：位于杜伊斯堡的大型工

命运共同体。

业基地被改造为以煤—铁工业景观为背景的大型景观公园；废弃钢铁厂经

这些都是生态建设历史上辉煌的事件,对国际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产生
重大的影响。

过重新设计变成博物馆；废弃矿井被政府列入历史文化纪念地等等。同时,
政府将全区的主要工业遗产旅游景点整合起来,成为著名的“工业遗产旅

2 国际社会生态建设的典型模式

游之路”
。
“今天,鲁尔区80%的劳动力在从事旅游、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鲁

2.1德国模式——改造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
2.1.1德国鲁尔工业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鲁尔工业区是典型的

尔区从原来的‘煤钢中心’,逐步演变为一个煤钢等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
[2]

传统工业基地,它形成于19世纪中叶,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
。20世纪

生物技术等新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的新经济区。” 曾经废弃的工厂和矿区

50年代以前,鲁尔区以丰富的煤炭和钢铁资源为基础,以煤炭、钢铁、机械

改造成休闲娱乐场所,矿区塌陷区被平整为土地或湖泊,昔日浓烟滚滚,黑

制造、化工为主导产业,逐渐发展成为德国乃至欧洲近代工业发展的重工

尘满地的景象变成了绿树成荫的田园风光。

业基地。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煤炭资源日渐枯竭,石油、天然气等
新能源广泛应用,以煤炭为发展动力的鲁尔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经济
陷入困境、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2.2新加坡模式——节水治水同步并重
2.2.1新加坡水资源概况。新加坡建国初期的1965年,水资源短缺和水
污染问题极其严重。首先,新加坡水资源非常缺乏,用水总量的80%需从邻

濒临枯竭的煤炭资源,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遭遇发展瓶颈

国马来西亚进口,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水量持续快速增加,供需差距逐年扩

的经济,将德国逼向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因此,德国及鲁尔区政府亟

大,截止到1970年的短短5年时间里,其用水需求就增长了60%。其次,新加

需进行产业转型,调整和改造鲁尔工业区,助其焕发经济活力,恢复生态

坡的水质被严重污染,生活污水、农业污水、工业污水等各类污水环绕着

环境。

新加坡,国内很多河流一年四季散发着浓浓的恶臭,垃圾充满了新加坡的

2.1.2生态建设的举措。(1)改造传统产业。德国鲁尔工业区在20世纪

8

周围海域,日常饮水安全无法获得保障。其三,治水基础薄弱,建国初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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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水污染防治职能分散,常常无法可依。“民众受教育水平偏低,无论是

术。(2)生态农业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针对农业出现的投入过大、

民众还是企业都认为新加坡水问题无解,甚至习惯于新加坡就是个肮脏的

资源损耗、土壤破坏等问题,提出发展生态农业的措施。生态农业强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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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因此,水资源节约利用与水环境的保护成为新加坡最重要的战略

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主张不使用或尽量少施用化肥、农

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降低外来水源供给的依赖,实现水资源的自足以及

药,用绿肥秸秆替代化肥,用天敌、轮作替代化学防治,用少耕、免耕替代

水资源的保护,新加坡政府实行开源和节流齐头并进,制定开发集水区水、

翻耕等。为了保障生态农业的推行,美国政府一方面对生态农场进行财政

进口水、新生水和淡化海水这四大“国家水喉”计划。

扶持,设置专项资金对农产品进行绿色绿色补贴、休种补贴、生态环境补

2.2.2生态建设的举措。(1)利用自然水。一方面,建立淡水蓄水池。

贴；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美国的1990年农业法》、
《物种保护法》、
《肥料使

为了能够及时有效的收集并储存来自大自然的雨水,在全国各地兴建蓄

用法》
、《土地资源保护法》健全法律体系,为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

水池,使新加坡大部分地域能够集水储水。另一方面,建设海水淡化厂。

律保障。三是加强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对公众的教育,强调对农业科技的推

“目前在新加坡投资的壳牌石油公司已在毛广岛建设了三个海水淡化

广,并将农业科研、教学、生产紧密结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位一体

厂,工业用水将可实现自给自足。” (2)开拓新生水。“为减少对邻国马

[4]

模式。(3)推进家庭农场建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美国政府非常重视

来西亚水源供给的依赖,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开始研发污水再循环相

家庭农场的发展,政策上给予扶持。投入大量资金扶持中小型家庭农场,

关技术,1998年开始试验新生水生产,2002年宣布新生水技术研发成功。

使大、中、小型农场协调发展,对农产品全过程进行补贴,如休种补贴、储

新生水即为利用微过滤和逆渗透两项先进技术对污水进行再循环处理,

备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等；对家庭农场在生产前、生产过程中、产

使之成为清洁并可供人引用的水。新加坡目前共有五座新生水厂,每天

后储存销售等环节都给予经济上的扶持,如产品研发补助、基础设施建设

[5]

净化的新生水差不多能够满足全岛约30%的用水总需求。” 新加坡经过

补助等。大力资助农业院校,培养懂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场主。鼓励

循环处理的新生水非常纯净,这些新生水主要作为工业用水,以减少工

农场主给大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培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场

厂使用自然水。旱季缺水时,新生水也会被当作饮用水以维持食水供应

经营者。

的稳定。(3)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

2.3.3生态建设的成效。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可持续发展与生

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节水意识,并举办各种节

态农业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914年,美国实现了种植的专业化,农业

水活动(如“让新加坡清洁”运动、“清洁和绿色周”等)倡导公众节约

产销也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以此成就了美国农业现代化、

用水。另外,新加坡还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教育,

集约化、高度机械化的老牌农业帝国的地位。1990年,美国通过立法形式

让学生从小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4)健全法制,严格执法。自20世纪

确定了美国农业生产体系,即以研究和教育途径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有利

60年代以来,新加坡循序渐进,制定了众多的法律以及相关条例以控制

可图的与保护资源的农业生产体系,美国的生态农业法律法规体系愈发完

水污染和保护水资源。经过多方面努力,新加坡在水环境防治法律法规

善。政府实行绿色补贴、休种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

体系上已经非常完善,包括《环境污染控制法》、
《环境公共健康(有毒工

策,使农民自发参与环境保护,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很大程度上

业废物)条例》、《废水和排水法》等,并得以严格地执行。此外,通过政

解决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的问题,使美国农业持续壮大。美国不遗余力地

府部门的严格执法加强监管。新加坡环境部严格执行水源污染的控制,

保护农业资源和建设生态农业,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农

为保障水道不受污染,新加坡众多工厂,尤其是靠近水源的工厂,经常接

业发展位于世界前列。

3 国外生态建设典型的经验启示

受环境部的突击检查,以保证污水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2.2.3生态建设的成效。新加坡众多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举措,使其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工程,全球许多国家在生态建设中都有

为全球城市水管理的典范。水资源的安全和保障是新加坡是国家发展战略

可贵的经验,仅通过德国、新加坡以及美国这几个国家的生态建设加以列

之一。通过多举措,新加坡成功地解决了水的问题,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举,显然只是管中窥豹,但我们也能从中找出一些普遍性的东西,这些普遍

和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的成就。现在,新加坡的四大“国家水喉”计划

性都代表了当今国际社会生态文明的主流发展态势,它对我国生态文明建

是其主要供水战略,扩大集水区面积、开发新生水和淡化海水成为政府采

设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取的有效节水措施,本国水资源的自给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新加坡的长

在思想认识方面,各国均经历了由忽视到重视,由单纯注重环境保护

远目标是完全实现淡水供应自给自足,未来新加坡的淡水供应将有50%来

到进行生态系统建设的演变过程。各国在生态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

[6]

自收集雨水,25%来自废水循环利用,另外25%由海水中提取 。
”

生态系统建设是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共同事业,仅靠一国之力很难从根本上

2.3美国模式——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农业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这需要全球各国积极参与到生态系统建设队伍中来。为

2.3.1美国农业基本概况。19世纪,美国鼓励开荒,过度开垦、放牧使

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提出,中国愿同各国一

土地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就严重退化,导致了持续十年的黑色风暴；20世

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行动

纪30年代美国沙尘暴频发,土壤遭到严重侵蚀,土地沙漠化加剧；1945年后,

有赖于全社会的生态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环保观

曾用来做弹药的化学原料被制造成化肥和农药,用于农业,严重污染了农

念,提高民众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构建全民构建取物有度、重视人与自然

产品、水源和土壤,导致土壤活性减弱。这种不加节制的开发掠夺以及化

的和谐相处意识,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氛围。

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带来了土壤结构破坏、土壤污染、水体污染等一系
列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发展道路方面,各国均已意识到“先污染,后治理”不是解决环境问
题的良策。生态文明的滞后必将拖累物质文明的进步,环境的恶化将限制

2.3.2生态建设的举措。(1)“可持续农业”政策。19世纪80年代中期,

国家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会使生态系统遭到破环,人类的生存遭

美国提出了“可持续农业”概念,其核心在于改进农作物和农作制度体系,

受挑战。因此,各国必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

实行作物轮作、休闲轮种、节水节能技术、生物覆盖、种养一体化、转基

满足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造成威胁,保证本国

因品种开发、病虫害综合防治、改进耕作方式、网络化技术与精确农业技

经济的健康增长,促进社会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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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中堤坝裂缝及滑坡应急抢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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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中,堤坝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工程项目,由于建筑工程的所用材料不同,堤坝也有很多种类,比如混凝土坝、干砌石坝、土石坝、
土坝等,由于建筑成本及地理特点等因素,土质堤坝相比其他种类的堤坝相对要多一些,因为其施工容易,成本较低,许多地方可以就地取材进行
施工,而且周期也较短,但土质堤坝也相对容易出现裂缝、渗漏、背水滑塌、临水崩塌、漫溢和决口等险情。本文重点分析了堤坝的裂缝及滑坡
应急抢险方法,为堤坝的安全运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 水利工程；堤坝裂缝；滑坡；抢险
1 堤坝裂缝及抢护

样则可以降低裂缝处理时可能出现的枯水问题或是降水问题。二是充填灌

1.1裂缝概述

浆,可采用灌浆法,进行合理采挖回填,一般情况下在进行较深裂缝的处理

龟状裂缝。龟状裂缝多出现在土坝表面,分布较均匀,缝细而短,对堤

时,可以采取该项措施,重点是必须确保顶部有两米及以上的开挖回填层,

坝危害较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粘性土水分蒸发,表面土体收缩,故又称干

以是有效防止浆液外喷,在回填过程中可以采取重要措施,进行浆液的浓

缩裂缝。填筑土料粘性愈大、含水量愈高,干裂的可能性愈大；横向裂缝。

度是先稀后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灌浆。

横向裂缝的走向与堤坝轴线垂直或斜交,常出现在堤坝顶部并伸入堤坝内

2 渗漏及抢护

一定深度,严重的可发展到堤坝坡,甚至贯通上下游造成集中渗漏,直接危

2.1渗漏险情的分类

及堤坝的安全。主要是相邻堤坝段坝基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陷,常发生于

一是渗水险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堤坝分为干湿两部分,对于水位

堤坝合拢段,堤坝体与交界部位施工分缝交界段以及坝基压缩变形大的坝

上面的部分可以称之为干堤坝,水位下面的位置称之为湿堤坝。也可以

段等；纵向裂缝。纵向裂缝的走向与堤坝轴线平行或接近平行,多出现在

简单理解为是分界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渗漏险情可以由很多种原因造

堤坝顶部或堤坝坡上部,裂缝逐渐向坝体内部垂直延伸。它一般比横向裂

成。一般比较常见的则是渗水险情,主要是由于堤身长期被其他物体所

缝长,若不及时处理,雨水入侵后会造成大坝脱坡险情；内部裂缝。产生内

侵蚀,进而导致自身砂土层出现各种漏洞,且堤面常年风吹雨淋、背水部

部裂缝的原因和可能出现的部位有：如在狭窄山谷压缩性大的地基上修建

位又有陡坡会加大水流的冲击速度,进而会造成险情的发生。二是管涌

土坝,在坝体沉降过程中,上部坝体重量通过剪力和拱的作用,被传递到两

险情。管涌险情的发生也是水利工程建设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险情,这种

端山体和基岩中去,而坝体下部沉陷,有可能使坝体在某一平面上被拉开,

险情的发生多半是因为透水性强,降低了覆盖堤坝的临界坡度,使得渗

形成水平裂缝；此外,堤坝坝基或堤坝与建筑物接触处因产生不均匀的沉

水透过土体中的颗粒冲刷四周,随着水土的流失使得通道内灌满了砂土,

陷而产生内部裂缝等。

长时间则会发生管涌险情的危险。三是流土险情。主要是渗水力在有压

1.2裂缝抢护

力的情况下,破坏了坝体的底部,形成沙沸或是土体部位被冲刷走,进而

针对裂缝所产生的原因进行重点分析,并结合裂缝抢护措施进行合理

发生的险情。这种险情的形成是贯穿整个坝体的,且一旦发生所造成的

解决：一是开挖回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进行裂缝处理时尤其是在初

危险是极为严重的。

期阶段,要选择合适的抢险措施防止裂缝的蔓延或是出现。尤其是在开挖

2.2渗漏险情的抢护

过程中必须灌入石灰水,使其在可控范围之内。当裂缝较深时,就要充分考

临水坡截渗：抢护方法主要有：土工膜截渗、抢堵漏洞进水口,散抛

虑阶梯形槽坑与台阶之间的距离。在接口附近用于高水位的进行填充,这

粘土截渗等方法。土工膜截渗：当洞口较大或附近洞口较多,可采用大面

在制度保障方面,各国都通过完善法律、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来推动

尽量使用清洁能源和清洁材料,废水废气废料经处理达标后排放。转变企

生态建设。政府是生态建设的主导者,必须通过制定科学的生态建设措施
和完善的污染惩罚制度；制定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并要求相关主体严格遵
守；鼓励和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使本国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持续下去并最
终取得成效。生态建设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为保障。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
国家意志。只有制定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规范
全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面前的行为,才会有有力遏制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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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主体方面,各国均意识到仅靠政府是行不通的,必须由政府一
厢情愿提高到全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需要有全社会的支持。社会团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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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公司、企业、工厂要积极开发环保技术,开发新能源、新材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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