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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地区气象学会 1979 年科技设想资料 

试谈天气试谈天气试谈天气试谈天气、、、、气候变化的电磁机制气候变化的电磁机制气候变化的电磁机制气候变化的电磁机制    

    

我通过学习和研究群众测天经验，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假设了一

个新气象要素——电磁运动的存在，写出了《关于一个新气象因素的

假设》一文。此后，我查阅有关文献发现，这个假设有一定的客观依

据，有被证实的可能。因此，我对原文进行了一些充实和修改，拿到

学会年会上来向大家征求意见。 

一一一一、、、、从群众的土法测天谈起从群众的土法测天谈起从群众的土法测天谈起从群众的土法测天谈起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劳动人民很早就用观测天物象的方法来预

测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为什么可用天、物象来测天？用天物象测天的

道理何在？多年来，我在学习和运用群众测天经验中，经常在思考这

个问题。 

对天物象测天的道理，有些气象工作者有一些解释。但主要是用

压、温、湿等气象要素来解释：先是压、温、湿、等气象要素对动，

植物产生影响，然后动植物有某些反应。在实践中发现，这期解释是

勉强和缺乏说服务的，而且往往与现实直接矛盾。下面，列举一些群

众中常用的物象测天的事实来谈一谈。 

1．久病患者的反应。久患关节炎、气管炎、腰疼病、胃病的人，

在天气到来之前，有明显的病疼或不适的感觉。因此，这种病患者，

往往能够预测天气变化。为什么在天气到来之前有这些反应？ 

一些书刊上认为，这是由于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要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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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例如，在低压、高温、高湿情况下，气管炎患者感到憋闷，

腰疼病患者感到腰疼等等。 

这样的解释对不对？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冬季，一天早晨上班，有

三个同志谈到昨夜感到腰疼，结果，到这天晚上下了雪。次日早晨上

班后，大家议论起来了。谈到为什么腰疼能反应出这场雪时，有的同

志就说，是由于气压低造成的。当时去查气压记录，结果相反，这天

气压很高。更多的实践证明，病患感觉，和压、温、湿等气象要素，

并没有那样必然的联系。这就说明，用压、温、湿等气象要素的变化

来解释病患者测天气的道理是不恰当的。那么，病患者的感觉原因在

哪里？我认为，这里边就有一个压温湿以外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

么？后面将要谈到。 

2．动物的一些反应：“蚂蚁搬家”、“蛇过道”、“泥鳅翻龙”等等。

重要天气到来之前，往往出现这些现象。这又是为什么？有人又拿气

压低，湿度大，憋闷来做解释。同样，我认为这种解释也是缺乏说服

力的。 

3．植物的反应。谚语说：“狗吃草，水缸阴，再要不信拔艾根”。

还有“小树发新枝”、“三川柳开花”等等。对这些植物能够预兆天气

变化，有些气象工作者不承认（不相信），有的则还是用空气湿度等

现象来解释。 

只要你认真地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植物现象，确实能够预兆

天气的变化。几年来，我对小榆树、洋槐树进行了观察，确实有上述

反映。最突出的一次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二十二日早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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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榆树反新，但是这天的绝对湿度是一个最小值，二十四小时变量由

昨天十六、五下降到今天的九、五达到了极小值。同时，北京、河北

气象台，均为报短期内有雨。我站根据天气形势和本站工具，特别是

考虑到绝对湿度极小，预报未来三天没雨。结果从二十三日早四点开

始，连续下了五天雨，总雨量达 95.2 毫米。这样，不承认植物现象

能预天或把它说成是压、温、湿现象的结果，就都是不对的了。 

植物的一些现象，能够预测天气，究竟如何解释，后面将要谈到。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人、动物、植物）的物象测天现象之外，群

众中流行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就对物象测天的道

理，进行一些新的解释。 

二二二二、、、、对物象测天的新解释对物象测天的新解释对物象测天的新解释对物象测天的新解释    

通过对多方面群众观天经验的揣摩，并把有关医学、生物学、物

理学等有关方面的现象加以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新的假设——我发

现物象测天与电磁现象密切相关。 

下面，我用电磁理论来解释一些现象。 

1．久病患者的预感是怎么回事？以关节炎来说明。 

关节炎是怎么回事？关节炎患者在关节处发生病交。由于这个地

方发生病变，使得统一的人体，在神经传导方面受到影响。神经是什

么？它是生物电流现象（这是从观察针疚治病中得到的概念）。在正

常情况下，人体的生物电流是畅通的。关节处发生病变之后，障碍了

生物电流的传导或流通。这种阻碍电流的现象就给人以疼痛或不适之

感。这样，关节炎病灶可以看成是一个生物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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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关节炎病的实质的解释，下面再说怎么对天气变化有反

映。这就需要说到天气的实质。 

我认为天气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电磁运动引起的（关于这一假设后

面将进一步说明）。地球是一个电磁体，它在太阳幅射及其它星球的

影响下，形成了自身的电磁运动规律。在大气中，在地壳内，由于阴

电荷和阳电荷的吸引，排斥、集结、离散，引起了大气的各种运动。

于是，天气、气候现象就发生了。 

这样，任何一片云雨区，都伴随一个较强的电磁场（雷雨区的电

场更强）。这个电磁场的空间范围，比云雨区，雨区的范围要大。因

此，云雨区还没有影响到某处的时候，相伴的电磁场已经影响某处了。 

因此，关节炎患者，尽管还未见到雨云区，他受到电磁场的影响，

已有感觉了。 

人体这个带电体，在一个较强电磁场的感应下，体内电流增强。

由于关节处因病变成为一个电阻，障碍了电流的传导，于是使人产生

疼痛或不适之感。 

这就是关节炎患者所以能预测天气到来的道理。 

2．“蛇过道”测天的解释： 

关于云雨区或天气系统，总要伴随一个较它范围大的电磁场，已

如前述。这里着重解释蛇的反应。 

蛇，本地群众称为长虫，长虫过道，预示快要下雨了。群众说：

长虫是一种凉虫，当你去接触蛇体时，感到很凉。因此，我假设蛇体

带有较多的阴电荷。（有待实验）。假如在伴随天气 系统的电磁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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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蛇周围空气中是充满阳电荷（或阴电荷）的话，由于吸引（或

排斥）作用，使蛇感到不适，于是出洞外爬，这些行为就出现了。 

这就是，“蛇过道，阴天下雨就来到”谚语的解释。 

3．树发新枝能预测天气的解释： 

树发新枝，指的是一夜之间（个别情况也有在白天的），树稍长

出枝长的一段嫩叶，即短时间内树枝突长。为什么出现这种突长？这

里就涉及到植物生长的原因问题。按照我的理解，植物生长与电磁有

关。当植物得到较多阴电荷的时象，其生长加快；当植物得到较多阳

电荷的时象，其生长受到抑制。这就是为什么植物在夜间长的多，在

白天（尤其在强阳光下）长的少的原因。 

我县沿鲁大队技术员曾经作过“磁化水”处理种子的试验，水经

过磁化（经过一个磁铁）之后，雨侵种，玉米、小麦发芽势显著加强。

其原因可能就是水经磁化后（有的材料说用电解水），其电荷发生了

变化。比如，水中的阴电荷增加，在较多阴电荷的影响下，植物的发

芽、生长势力增强。 

植物的同化作用（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异化作用（呼吸作用）

促进生长。植物就是在这样一对矛盾过程中，生长，发育和繁殖的。

白天在太阳辐射下，阳电荷抑制生长而促进光合作用；夜间在地中阴

电荷的影响下，植物伸长、生长。 

在对植物的生长现象作上述解释之后，我们再看它对天气的反

应。伴随天气系统的电磁场（这个场不仅在大气中，而且表现在地壳

内），与地壳中的电荷相互感应，使得地下阴电荷盛行，植物得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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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较多阴电荷之后，表现出突长。这就是树发新枝预兆天气的原因。 

用这种电磁理论，除了解释以上（人、动物、植物）现象之外，

还可以解释另外许多现象。例如对下面一些现象的解释： 

4．按照群众经验，往往划分为爱下雨的年头和不爱下雨的年头。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爱下雨的年头，有云就下雨；在不爱下雨的年

头，很好的云也不下。”我们预报实践中也有这种体验：有些（爱下

雨的）年头，天气系统和形势并不严重，却很易下雨，而且一下就不

小；有些（不爱下雨的）年头，很强，很有云的天气系统过来，也不

下雨，或者只下小雨。这是为什么呢？老农有一种土理论，叫做“天

地相合”或“天地不合”。在他们看来，降水现象，需要天地勾合。

所以地皮湿的年头，往往是有云就下雨；地皮干的年头，有云也不下。 

用电磁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就是，所谓爱下雨的年头是这样的年

头：在太阳及其他星球的作用下，地球自身的电磁场，不同年份，其

运行和集散情况是不同的。如果在某个时段内大量的阴电荷集结于或

流经某地区，这个地区可能就易下雨。群众说的“天地相合”或“天

地不合”，就是阴阳电荷的吸引或排斥。假设云体的电荷主要表现为

阳性，而地面电荷表现阴性（有待测定），当地面阴电荷充足时，就

表现为“爱下雨”，当地面阴电荷不足时，就表现为“不爱下雨”。 

这样，就又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降水现象，不仅与天空状况有关，

而且与地面、地下状况有关。 

5．还有一种现象，叫做“雹打一条线”、“雹线经常沿河谷走”。

用电磁理论解释，就是假设雹云带有强烈的阳电荷，地面为阴电荷（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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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山上岩石部分及干燥地面的阴电荷不如河谷充足。这样受河

谷阴电荷的吸引（或称导引），冰雹天气往往沿河谷运行。 

目前已经被实验证明的东西是：雷击有明显的选择性。雷电常常

打击地下有盐矿或金属矿的地点；两个导电不同的物体，雷电首先打

击导电性强的物体。这就说明，雷电有趋向性，雷雨云就必然也有趋

向性。 

6.用这种电磁理论，还可以解释一些长期天气预报的物象反应。

例如：谚语说：“旱长蒺藜，涝长蒿”，“旱长茵陈，涝长蒿”，“旱长

蒺藜涝长落”；还有的群众经验说：涝年头黄豆长的旺盛长五个叶片

等等。 

观察证明：植物的消长，有些是气候的结果，但确有一些是气象

的先兆。这些也可用电磁理论来解释。 

首先，植物是分为阳性和阴性的（在山上分为阳坡植物和阴坡植

物；在中草药中也分为阳性和阴性药）。显然，蒺藜，茵陈，属于典

型的阳性植物；而蒿子，潜藜，黄豆等属于阴性植物。 当大气中和

土壤中的阳电荷过盛，阴电荷不足的时候，阳性植物就容易发展；反

之，当大气中和土壤中的阴电荷过盛而阳电荷不足时，阴性植物容易

发展。而爱下雨或不爱下雨，正好与阴阳电荷的状况有关，正与植物

的反应相合。所以它能从植物这个角度来预测旱涝。 

7．群众经验认为：蚜虫主旱，蝗虫主旱，旱年头蝉多而鸣声响。

而青蛙、蚊子等主涝。 

动物和植物一样，也分为阳性与阴性的。蚜虫，蝗虫，蝉属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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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动物；青蛙、蚊子等属于阴性动物。以蝉来说，它属于阳性动物，

旱年头（阳电荷盛行而阴电荷不足），蝉多而鸣声刺耳；涝年头或多

雨年头（例如七七年）阴电荷盛行而阳电荷不足，则蝉稀而鸣声无力，

这都与大气中的阴阳电荷有关。当大气中阳电荷充足时，阳性动物活

跃；当大气中阳电荷不足而阴电荷充足时，阴性动物活跃。所以，动

物能预兆旱涝。 

关于动植物带电问题，以及大气中的电荷对动植物的影响问题，

还应通过试验来证实。 

后来，看到美国《农业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蜜蜂和电”

文中提道：“经试验观察，夏季晴天，蜜蜂回巢时所载的阳电比之阴

冷的天气要多……中午和午后，蜜蜂所载的电压最高。在晴朗，温暖

和干燥的气象条件下，蜜蜂回巢时所载的阳电电压为 1.5伏特。蜜蜂

所载电荷，常受太阳辐射和气候影响，如日蚀时蜜蜂载电量特别弱；

雷雨来临前，载电量显著加强；空气充足多时，工蜂变得易激怒”。

文章说：“有些植物在晴天中午所载的阴电最大，这时因植物与蜜蜂

所载的电荷不同，能促进花粉传递，即在蜜蜂接近花，但还未接触时，

就能传递花粉，从而加强授粉效果”。 

这些材料，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了，动植物和大气中电的相互作用。 

三三三三、、、、气象学气象学气象学气象学、、、、天气学和天气预报的新概念天气学和天气预报的新概念天气学和天气预报的新概念天气学和天气预报的新概念    

通过把日常的一些现象和经验联系起来思考，假设了电磁对大气

影响的存在。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我将进一步认为，这种电磁理

论有可能成为气象学和天气学的理论基础（还可能在生物学、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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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方面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天气、气象的变化，是受电磁运

动支配的。因为大气运动主要是由目地关系引起的。大阳把大量高能

量的辐射、粒子流射向地球，这就必然引起地球上的电磁运动。这种

电磁运动，表现为阴阳电荷的吸引、排斥、集结、离散各种运动。这

种运动在大气中就引起大气的各种运动，影响到气团的移动，气旋、

反气旋的生成和运动等等。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设，今年以来，我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国外

文献。发现外国也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摘引几点： 

英国《科学新闻》1978年 113卷 21 期，刊登了马克森的一篇文

章，题目是：《太阳影响气候的电机制》。马光森指出：“太阳和气候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太阳活动周期和地球气象变化周期之间一致性的

统计学证据越来越有说服力。但是……由于缺乏一种关于机制的有说

服力的解释，科学家们对提出太阳活动周期与地球气候变化周期存在

着物理联系表示踌躇。”马克森提出：“这种物理联系就是电”。 

文章说：“有人可能首先考虑热的机制。但是在地球上接受到的

太阳热能，变化不超过 1%，这就难于用来解释变化不定的现象。进

言之，与气象周期相关的太阳活动周期主要涉及电磁现象。” 

马克森提出，“存在着一种球形电路，电暴在这电路中充当发电

机”。“太阳现象……可以改变到达外层空间的电离辐射。电离增加的

结果产生更多的雷暴雨，雷暴雨释放出大量能量，平均每次一亿千瓦

小时。如此巨大的能量增加，可以影响地球大气环流、天气变化和气

象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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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科学新闻》去年 12 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太阳

与天气：“情况引起人们注意”》。文章说：“太阳的变化与地球上的天

气……越来越多的有联系的迹象正在出现。” 

罗伯茨指出：“在掌握一种物理机理预以解释之前，不能说有联

系，但是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前途有望”。 

斯坦福大学的约翰·盛尔科克及其同事们指出，“一条太阳扇形

边界线掠过地球后一天，北半球上空的地球大气层的磁度量就下降。” 

罗伯茨和他的同事奥尔森在查阅一九五三年的天气图时发现：

“影响北美洲天气的阿拉斯加湾上空的低压槽在太阳引起地磁扰动

后变得更强了……这类低压槽的规模，看来是受地球所处的太阳扇形

区的极性影响。这个分析表明，从 1850年到 1973年的所有冬季（其

中两个冬季除外）内，在这个低压槽形成那天，这个行星际磁场的极

性离开太阳时，这些低压槽的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五。”文章指出，

大气中“许多物理量随这个行星际磁场的磁极性（太阳扇形区的结构）

而变化”。 

“其他研究表明，标准的 24 小时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在太阳扇

形边界线掠过后，急剧下降，这表明存在某种东西影响天气。” 

以上引文说明，太阳通过电磁现象影响地球天气，气象变化的事

实，正在按图示。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将电磁理论引进天气学和天气预报业

务，可能在天气预报技术上引起新的突破。 

我设想：今后研究出用仪器来测量大气中的和地壳中的阴阳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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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运动情况，并在世界范围内的气象台站中建立这项观测，象天气

要来的观测一样，除了记录和积累资料之外，还定时向中心气象台拍

发电磁数据报告。中心气象台将世界上电磁的运动情况绘成新的“天

气图”，然后，根据阴、阳电荷的集结、离散和运行来判断天气系统

和天气现象的生、消、强、弱、移速、移向。我想，那时有可能打破

目前天气学和天气图预报方法的局限性，引起天气预报技术上的一场

革命。 

四四四四、、、、改变人工控制天气的方法改变人工控制天气的方法改变人工控制天气的方法改变人工控制天气的方法    

我想，根据这种电磁气象学原理，可以改变当前的人工控制天气

的方法。 

对于人工消雹来说，显然，一块雹云主要的能量形式是电而不是

热。电是气流激烈运动的动力，因而是不断增大的雹粒能够在空中悬

浮的原因。如果雹云中的电能有所释放，气流浮力就会立刻减少。这

从日常现象可以看得出来：当一块浓黑的雷雨云到达天顶时，往往开

始并不下雨，但是当突然一声惊雷打响之后，大雨点立刻降落下来。

这并不是如群众所说的是被雷声震下来的，而是电能释放后，气流浮

力减小的结果。因此当一块雹云刚刚形成的时候，我们能够采取措施，

把云体内部的电能加以导引或疏散，就可能起到良好的防雹效果。 

同样，人工降水，也将采取疏导或释放电能的方式来实现。 

从有关报道来看，最近以来美国科学家根据天气、气象变化新机

制的概念，似乎找到了人工控制天气的有把握的办法。例如，美国一

个咨询委员会说：“人类在今后 20 年内将能大大改变气象。”这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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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预料，“到八十年初，科学家们将能使山中积雪场（以融雪供灌

溉或发电用）增加 10%-30%”。它预言：“到八十年代后期，美国高原

和中西部的雨量可增加 10%-30%”。“到九十年代，有可能使飓风减少

10%-20%，并且使一些暴风雨中的冰雹量减少 50%”。 

他们把进度和时间说得这样详细，说明他们可能抓到了某种有把

握的东西。我们应该尽快搞到这些东西。 

还可设想，由于电磁运动相对说来比较容易掌握和控制。随着对

地球电磁运动规律认识的加深，不仅可以有效地实行人工消雹和人工

降雨，而且可以全面控制天气和气候。不仅可以造雨、造雪，而且可

以造云。按照这个原理，将来社会将专设“天气配给员”。天气配给

员通过操纵台，使整个区域或全球的电磁运动按人的意志运行。因此，

可以驾驶强大的阴电荷到缺雨地区去降雨；也可以驾驶强大的阳电荷

去多雨地区把云雨驱散。到那时，我们祖先幻想的呼风唤雨时代就真

正到来了。                                    （1978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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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与气候冬小麦与气候冬小麦与气候冬小麦与气候    

    

（（（（一一一一））））冬小麦是一种阳性作物冬小麦是一种阳性作物冬小麦是一种阳性作物冬小麦是一种阳性作物    

就华北地区来说，冬小麦成熟于夏至之前，雨季之前。整个籽粒

是在高温、干燥、阳光充足的条件下形成和成熟的。也就是说，是在

空气中阳电荷最充足的时期形成的。 

因此，小麦种子中储存了大量阳电荷或带阳电荷的物质。这就决

定了冬小麦是一种典型的阳性作物。 

正因为冬小麦是一种阳性作物，正因为麦粒中储存了大量阳电荷

或阳性物质，所以做为食物，小麦是人的一种补养品。凡是体虚、脾

弱以及得阴性疾病的人，多吃面粉大有补益。特别是胃、肠病患者，

以多吃面粉为好。 

（（（（二二二二））））冬小麦发芽及幼苗初期需要湿润的土壤和气候冬小麦发芽及幼苗初期需要湿润的土壤和气候冬小麦发芽及幼苗初期需要湿润的土壤和气候冬小麦发芽及幼苗初期需要湿润的土壤和气候    

由于小麦籽粒中贮有大量阳电荷或阳性物质，在播种发芽和幼苗

初期，需要能够与它相匹敌的（或含较多的）阴电荷或阴性物质，才

能较好的萌动、生长。 

水就是这种阴性物质，它能提供阴电荷，吸收阳电荷。因此小麦

比其他作物在发芽和幼苗时期对水份的要求更显得迫切，农谚有“涝

麦芽”之说，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在华北地区，秋季降水量（或播

种时的土壤含水量）和历年小麦产量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三三三三））））冬小麦越冬需要尽可能温暖的气候冬小麦越冬需要尽可能温暖的气候冬小麦越冬需要尽可能温暖的气候冬小麦越冬需要尽可能温暖的气候    

到了冬季，阴冷的生气和土壤，阳电荷大为匮乏。麦苗体内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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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时期大为减少的阳电荷或阳性物质已不能满足抵御低温的需要。

因此在华北地区，一般经过冬季之后，小麦植株内的阳电荷或阳性物

质都损耗到了不能满足小麦正常生长、发育需要的程度。冬季越冷、

小麦的这种损耗越严重。冷到一定程度，小麦的阳性物质损耗到一定

程度，就造成死苗。冬季越暖，小麦的能量损耗越少，小麦的活力就

强，返青能力也就强，这就是为什么冬季越暖的年份小麦产量越高的

原因。这也是河南小麦产量高于河北，河北南部高于北部产量的原因

之一。根据这个道理，对北方越冬小麦实行妥善保温是很有必要的。 

（（（（四四四四））））初春小麦返青需要晴暖天气初春小麦返青需要晴暖天气初春小麦返青需要晴暖天气初春小麦返青需要晴暖天气    

在华北地区，冬小麦经过漫长的寒冬，体内的阳电荷或阳性物质

已损耗到不能满足正常生长的程度。到初春小麦返青时急需晴暖的天

气（也就是空气中阳电荷充足的天气）来充补体内严重不足的阳电荷，

当逐渐补充到小麦能够开始生长的时候，小麦就开始返青了。 

由于这个时期，小麦处于缺乏阳电荷的阶段，所以在管理上要尽

量采用除阴增阳的措施。不是不得已应尽量不浇或晚浇返青水，要多

中耕、深中耕来使地面白天多吸收阳电荷，夜间少辐射阴电荷，使麦

苗基部以至根部得到尽可能多的阳电荷，来恢复活力。 

廊坊地区，农民创造的“晒沟粪”方法是科学的和有效的管理方

法。它之所以效果显著，重要的就是“化阴为阳”。通过开沟、晒沟

（结合施肥）使小麦根部得到充足的阳电荷，使麦株的活力大大增强。 

（（（（五五五五））））小麦孕穗后需要风凉的天气小麦孕穗后需要风凉的天气小麦孕穗后需要风凉的天气小麦孕穗后需要风凉的天气    

随着春季光热条件的不断增加，大气中和地表层的阳电荷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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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返青后的冬小麦，体内亏损的阳电荷或阳性物质，逐渐得到补

偿。随着大气中阳电荷的继续增加，小麦对阳电荷的需要转变为供过

于求。过多的阳电荷，反而抑制了小麦的正常生长发育。因此，小麦

便从迫切需要阳电荷，转为厌弃和抵御过剩的阳电荷了。 

因此，立夏以后，一直到小麦成熟，过强的光照和过高的温度，

对小麦是不利的。小风，凉爽的天气反而对小麦更有利。这种风凉天

气，能够使小麦籽粒饱满，增加产量。群众说的要“风摆浪麦”就是

这个意思。 

以上就是冬小麦与气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根据这个理

解，就能更自觉，更科学的种好小麦提高产量。 

（1979年4月13日） 

    

    

    

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和充分利用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和充分利用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和充分利用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和充分利用    

    

（（（（一一一一））））    

今年 9 月 9 日至 12日，我们参观了日本水稻专家在我国吉林省

公主岭地区办的一个示范农场。我们的目的是想了解气象因子在日本

的农业生产中所占的分量和运用方式、他们的农业气象工作如何搞法

及现在的水平。 

从涿县出发时，我们这里的水稻刚刚开花。由于今年气温一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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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们正担心今年水稻不能成熟。但是，当我们第二天到达示范农

场时，那里毕齐的水稻已经一片金黄。日本稻作技术交流团团长田中

稔正在和我国水稻专家吴鸿元等在田间漫步，他们一致估计今年栽培

的三个品种、三种种植方式，亩产都将过千斤，计划 9 月 15日收割。

公主岭地区比涿县地区冷得多、生长季短得多，为什么这里的水稻长

得这么好、成熟的这样早？一眼就可以看出，日本专家的稻作技术，

包含了对气象因子的良好运用。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情况，我们同日本专家金泽俊光先生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我们向他提出了“日本青森县的主要农业

气象问题和你们采取的对策；中国公主岭地区的主要农业气象问题和

应采取的政策”，以及“日本的农业气象服务方式”等问题。金泽俊

先生都做了详细解答。 

（（（（二二二二））））    

通过参观和交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受到了许多启发。归

纳起来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是：日本专家在我国东北种植水稻获得稳

产高产的要诀之一，是对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和充分利用。 

1111．．．．气候因子在水稻栽培诸因子中占非常重要地位气候因子在水稻栽培诸因子中占非常重要地位气候因子在水稻栽培诸因子中占非常重要地位气候因子在水稻栽培诸因子中占非常重要地位    

日本专家三月份来到公主岭地区，他们摆在首位的第一个行动是

气候调查。搜集了公主岭地区 20 多年的气候资料。然后，以掌握的

气候资源为基础，制定了水稻高产栽培的全套计划。品种选择、育苗

时间和方法的确定、插秧时间的确定、安全出穗期的确定等都是按照

本地气候资源的情况和水稻生物学特性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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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家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地方的土壤性质和土壤肥力，而是气

候。因为他们在动力、机械、肥料、农药等物质资料方面已经不成问

题。改良土壤、施肥浇水、除虫灭病等等都在掌握之中，唯独气候条

件还不能完全控制；而且作物产量的形成，气候因子占主要成份，水

稻形成的全部干物质中 95%以上的成分不是来源于土壤，而是来源于

太阳光和大气。 

因此，日本专家对气候条件非常重视，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十分

审慎。从这里可以看出，农业越发展、技术越进步就越显示出气象因

子的重要性。由此可以说：“向土地要粮”的口号，正在被“向气候

要稳”的口号所代替。 

2222．．．．实行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实行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实行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实行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    

日本专家在进行了气候调查之后，初步计算出公主岭地区的热量

资源，可供水稻利用的活动积温约 2600℃左右。虽然比日本青森县

地区的热量资源要多，但是，按照自然栽培方法，即使是早熟品种也

不能自然成熟。所以这里的主要农业气象问题，像日本东北寒冷地区

一样，仍然是热量不足和低温冷害。 

根据这些情况，日本专家采取的对策是： 

第一、根据气候调查情况进行品种选择。热量不足、生长期短，

可以选择最早熟的品种。但是，一般的原则是，生长期短的品种往往

产量低，生长期长的品种往往产量高。这样就有个早熟和高产兼顾的

问题。日本专家本着既保证稳产（即按计划时间成熟）又能获得高产

的原则，选择了三种品种：1、早锦：生育积温 2900℃左右，属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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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品种；2、秋光：生育积温 3000℃左右，属晚熟品种；3、黎明：

生育积温 3100℃左右，属晚熟品种。 

这三个品种，在日本东北地区算是早熟高产品种。但是公主岭地

区自然气候提供的积温只有 2600℃左右。所以日本专家采取的第二

个对策是：对热量资源不足的部分实行人工补偿。他们的设计是：塑

料大棚早育苗：4月 10-15日播种（播前催芽）5月 15-20日插秧，

育苗期通过育苗设备积累积温 500-600℃；计划 8月初出穗，插秧至

抽穗累积温 1600-1700℃；出穗到成熟累积积温 900℃；全生育期积

温 3000-3100℃ 

实际情况是：塑料大棚育苗获得人工补偿积温 580℃；5月 15日

插秧，8月 2-3日出穗，得累积积温 1700℃；出穗到 9月 15日成熟，

获得积温大于 900℃。水稻完全按计划得到了足够的气候资源，按时

成熟，并达到了高产优质。 

3333．．．．对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对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对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对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    

我们同日本专家谈话刚一开始，金泽俊先生打开了他的气候资料

图表：在一张座标纸上，同时绘有青森县和公主岭地区的气温、日照、

降水量的多年气候平均值曲线。金泽俊先生指着图说：“你们看，在

3-7 月间，公主岭地区的气温一直比青森县高 2℃以上，因此，应充

分利用这段时间丰富的热量资源来促进水稻的充分发育。”他接着说：

“但是，8月以后，公主岭比青森县地区的气温下降速度快得多，而

且数值偏低，说明公主岭地区更要注意水稻后期的延迟型冷害。据此，

确定水稻安全出穗期必须在 8月 5日以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专



 

 20 

家对待气候条件的利用和考虑是很深很细的。 

日本专家对生长季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他们不但对人的时间非

常吝啬，而且对作物的时间也非常吝啬。因为，可以说在作物生长季

里时间就是粮食。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气候资源，就是减少粮食。他们

采用的机插苗，由于带土带肥、根系损伤小，所以插秧后基本无缓苗

期。秧苗的地下、地上部分接着生长。这样，对于 5月中下旬较高的

温度和光照就利用得充分。所以分蘖期比往年的手插秧提早了 10天。 

日本专家采用对水、肥的供、控手段，来达到水稻的土壤吸收与

大气吸收的平衡（即合理比例），以防止水稻的无效生长，促进生殖

生长。所以示范农场的水稻，穗大而杆矮、粒重而杆轻，稻熟肥力尽、

穗黄叶亦黄。这就叫做对气候资源（及土壤肥力）的经济利用。 

（（（（三三三三））））    

通过这次参观看出，农业气象科学在日本的水稻种植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农业气象是以充分利用气候资源为主要目标。不

仅充分利用，而且正在趋向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 

农业气象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即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和防

御气象灾害。长期以来，我们的农业气象工作较多的注重气象灾害的

防御，而较少注重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气候资源的利用上，我们

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联系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可以看出，我们对气候资源的浪费是

很大的。在华北地区，由于生产手段和按习惯办事等种种原因，春季

的白地和收麦后的下茬间隙对于生长季的浪费是相当大的。一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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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从小麦成熟到播种下茬作物，平均相隔半个月是很平常的。这

样就有 400多度积温和 200多个小时的光照白白浪费掉了。我们不要

说进行气候资源的人工补偿，就是自觉的减少这些气候资源的浪费，

也将大大增加我们农业的收获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农业气象工作，应把充分利用气候资源作为

主攻方向。首先要自觉的减少对气候资源的浪费，再逐步进入到气候

资源的人工补偿。当然农业气象灾害的防御仍然是我们农业气象工作

的一个方面。 

要想实行对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人工补偿，就要改变我国长期

以来按习惯办事的消极的耕作技术。这种习惯性的耕作技术，可以说

完全是顺应气象条件的；无霜期短，就种植早熟品种；薄膜早育苗有

困难，就采用露天水育或湿润育苗；等等。田中稔先生说，相对说来

日本的农业则表现为积极的耕作技术；自然条件不利，就用人工补偿；

无霜期短，就用塑料大棚保温育苗；为了提高产量、发展技术，就是

多花些钱也在所不惜。 

当前，我们的农业气象工作，应为采取积极的农业技术提供依据，

并与积极的农业技术相结合，来达到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气候资源、

提高农业产量的目的，切实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 

（197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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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地区气象学会 1980年科技资料之十六 

土壤加温对冬小麦的影响土壤加温对冬小麦的影响土壤加温对冬小麦的影响土壤加温对冬小麦的影响    

————————石油输油管经过冬小麦生长石油输油管经过冬小麦生长石油输油管经过冬小麦生长石油输油管经过冬小麦生长情况调查情况调查情况调查情况调查    

    

自从一九七六年任邱通往北京炼油厂的油管铺设以后，我们发

现，在一条带状油管经过地上，小麦生长发育特殊：在冬季，麦苗保

持鲜绿（一般麦田地上麦叶干枯）；在春季，麦苗比周围显得突出的

高而茂盛，小麦成熟得特别早。 

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极好的天然试验；

是观察和研究热量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作用的好机会、好

场所。 

因此，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观测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及提出的几

点看法初步小结如下。 

一一一一、、、、土壤加温情况及其对小麦生长发育之影响土壤加温情况及其对小麦生长发育之影响土壤加温情况及其对小麦生长发育之影响土壤加温情况及其对小麦生长发育之影响    

输油管理入地下 2 米深处，我们对管内的油温、管壁温度没有测

量。只是在小麦不同发育阶段，对油管上面宽约 2 米的土壤表层的增

温情况和小麦生育状况进行了观测和调查。 

 

1．冬前情况 

（1）播种时的土壤增温情况：播种后（出苗前）5厘米和 10厘

米日平均地温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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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1  1  1  小麦播种期油管对土壤的增温情况小麦播种期油管对土壤的增温情况小麦播种期油管对土壤的增温情况小麦播种期油管对土壤的增温情况    

    

    加温地温度加温地温度加温地温度加温地温度（（（（油管经过油管经过油管经过油管经过

地地地地））））    

普通地温度普通地温度普通地温度普通地温度（（（（对对对对

照照照照））））    

增温增温增温增温    

5555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22.522.522.522.5℃℃℃℃    21.021.021.021.0℃℃℃℃    +1.5+1.5+1.5+1.5    

10101010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22.622.622.622.6℃℃℃℃    20.720.720.720.7℃℃℃℃    +1.9+1.9+1.9+1.9    

即 5厘米增温 1.5℃，10厘米增温 1.9℃。 

（2）小麦出苗速度：油管地（6天）比对照（8天）提前两天出

苗。 

（3）小麦停止生长时的发育程度：据观测，油管的加热作用，

以播种时为最微，以后随天气变冷，加温作用增强。到入冬时，地温

高出 10℃以上。到小麦停止生长时加温小麦与非加温小麦生长发育

差别如表 2。 

表表表表 2  2  2  2  小麦冬前停止生长时发育程度调查表小麦冬前停止生长时发育程度调查表小麦冬前停止生长时发育程度调查表小麦冬前停止生长时发育程度调查表    

 分叶数 次生根 叶片数 苗高 备注 

油管地 5.4 3.5 6.6 12.3cm 10株 

普通地 0.0 1.7 3.5 10.9cm 平均 

 

2．越冬期情况 

（1）越冬期间土壤加温情况：据最冷期（1 月 12日）和开始返

青期（2 月 24 日）测定，油管经过地麦田的土壤温度比对照麦田的

土壤温度高 10℃以上。如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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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3  3  3  最冷期最冷期最冷期最冷期（（（（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土壤测温记录土壤测温记录土壤测温记录土壤测温记录    

 0 厘米 5 厘米 10 厘米 20 厘米 备注 

油管地 3.5℃ 1.4 3.3 8.0 上午 9点 45 分测 

对照 -15.0℃ -9.2 -7.5 -5.7 由于土壤冻结无法测温

用观测场温代替 

增温 +18.5℃ +10.6 +10.8 +13.7  

表表表表 4  4  4  4  小麦返青始期小麦返青始期小麦返青始期小麦返青始期（（（（2222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土壤测温记录土壤测温记录土壤测温记录土壤测温记录    

 5厘米 10厘米 15厘米 20厘米 

油管地 14.0℃ 14.3℃ 14.7℃ 15.6℃ 

普通地 4.0℃ -0.5 尚未解冻 尚未解冻 

增温 +10.0℃ +14.8℃ ＞14.7 ＞15.6 

 

（2）越冬期的麦苗表现：油管地的麦苗呈鲜绦状态。但地上部

分也停止生长，非油管地麦田地上部分干枯（冻干） 

（3）油管地麦田无明显的返青期，当非油管地小麦返青时，油

管地小麦已生长较高了。 

3．成熟期情况 

（1）小麦成熟期的土壤加温情况：据 6 月 12 日、14 日观测，

0-10厘米日平均地温，油管地比对照高 1-3℃，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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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5  5  5  小麦成熟油管地加温情况小麦成熟油管地加温情况小麦成熟油管地加温情况小麦成熟油管地加温情况    

 0厘米 5厘米 10厘米 

油管地 28.9℃ 29.6 30.1 

对照 28.1℃ 27.6 26.8 

增温 +0.8℃ +2.0 +3.3 

 

（2）小麦成熟日期：油管经过小麦于 6月 2日成熟，非油管地

小麦 6月 17日成熟。油管地小麦比非油管地小麦提前 15天成熟。另

外，在油管地和普通地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的小麦于

6月 12日成熟，比油管地小麦成熟晚，比一般麦田小麦成熟略早。 

 

二二二二、、、、土壤加温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土壤加温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土壤加温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土壤加温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小麦收获后，进行的产量分析如表 6。 

表表表表 6  6  6  6  加温地加温地加温地加温地、、、、非加温地及中间地带小麦产量分布表非加温地及中间地带小麦产量分布表非加温地及中间地带小麦产量分布表非加温地及中间地带小麦产量分布表    

        地别 

项目 

油管地 非油管地 中间地带 备注 

亩穗数（万） 30 19.5 30  

株高 cm 103 73 85  

全株千重（克） 3.66 3.18 4.40  

穗长 mm 60 56 68  

穗粒数 34.2 34.4 46.0  

穗粒重（克） 1.24 1.26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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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粒重 36.4 37.2 40.4  

亩千物质总量

（公斤） 

1098 620 1320 包括根茎叶

籽实 

亩产量（市斤） 744 491 1080 粮食产量 

 

从产量分析表看出：（1）麦田土壤加温。能够增加小麦分叶保障安全

越冬，增加植株高度，积累较多的干物质，提高产量。加温麦田比自

然情况下的麦田。多产有机物质一倍以上，籽粒多产三分之一以上。

（2）并不是加温越多。产量越高，而是要适度。表中以加温和非加

温的中间地带产量最高。这说明，温度对小麦产量形成有较复杂的关

系，后面还将讨论这个问题。 

三、从调查分析中提出的几点看法 

（1）从土壤加温麦田和自然麦田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在涿县地

区种植冬小麦，冬季低温是冬小麦增产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所谓土

壤加温增产作用，主要是冬季的加温作用。由此可以推论：在我们地

区研究实行冬季麦田保温措施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是

认识到冬季低温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好像只要小

麦越冬不死证明低温对小麦无害。 

至于能否找到科学、经济、切实可行的防寒措施，我们的看法是

肯定的。关于防寒措施的概念，要想得宽一些。不能只限于轧、覆盖

的传统做法。可以考虑使用防寒剂，保护层“林带改气”等措施。 

（2）温度日较差对小麦干物质积累和产量形成有重大作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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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们从植物生理和作物栽培学中知道，温度日较差大的气候条件，

有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但是，用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一直没有做过。

这次在土壤加温麦田的观测、调查中，用实践证明了这点。 

从前面产量分析表可以看出：进行土壤加温的（油管）麦田。虽

然比不加温麦田多收获干物质总量 478 公斤/亩。多收粮食 253 斤/

亩，但是它又比中间地带麦田少收获干物质 222公斤/亩。和粮食 336

斤/亩。从考种情况看，加温麦田虽然植株高大，但穗子小，籽粒秕

瘦，千粒重低。分析其原因是，小麦生长后期，主要是籽粒形成期，

株间温度过高，日较差小。 

表表表表 7  7  7  7  小麦成熟期观测的地面温度日较差小麦成熟期观测的地面温度日较差小麦成熟期观测的地面温度日较差小麦成熟期观测的地面温度日较差，，，，最低温度和两种麦田最低温度和两种麦田最低温度和两种麦田最低温度和两种麦田

小麦的穗粒情况小麦的穗粒情况小麦的穗粒情况小麦的穗粒情况    

 地面温度日

较差 

地 面 最

低温度 

小 麦 穗

粒数 

穗粒重 千粒重 

油管地 13.9℃ 21.2℃ 34.2 12.4克 36.4克 

非油管地 17.7℃ 18.5℃ 34.4 12.6 克 37.2克 

中间地带 - - 46.0 18.0 克 40.4克 

观察证明，较大日较差和适当低温是小麦籽实形成期的有利条

件： 

由于加温麦田田间温度过高，日较差较小，使得小麦后期成熟度

不好。中间地带的麦田，在低温时期能够得到一部分加温作用御寒，

而在高温阶段（小麦后期）又不受（或基本不受）高温影响。所以它

的成熟度极好，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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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热量对农作物生长发育所起作用的本质。 

我们之所以要观测和研究土壤加温对冬小麦的影响，一个重要目

的是想探讨热量对农作物影响的本质。 

明摆着的现象是：在水肥供应、管理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仅

仅由于温度一个因子的差别，就使得土壤加温麦田比非加温麦田的小

麦，生长繁茂、植株高大，增多收获量。于是自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温度在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中，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也就是

说，它是起到一个条件作用，还是起到一个参与作用呢？ 

按照传统的观念是：温度是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条件。也

就是说，温度是生命活动和生理过程的“催化剂”，不是“反应剂”。

依据这种原理，对于加温麦田增多收获量，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作

物在适宜温度条件下，比在不适宜温度条件下。具有更强的吸收（水、

肥）力和更高的光合率。因此，多得到的干物质量，是从土壤中多吸

收来的物质（氮、磷、钾）和光合作用中多吸收来的碳素所组成的。 

但是，据观察，以上解释有一个矛盾：如果适宜的温度仅仅促进

植物增多吸收量，那么势必形成加温田土壤肥力的明显下降。因此在

连续几年之后，加温田里的作物，就会显得营养不足，植株黄弱。但

是事实不是这样，每年加温田都表现出作物茂盛和增产情况。 

这说明，温度加入到合成物质中去了。因此，我们认为，温度对

作物的作用，不能看做只起条件作用；实际上它主要是参与作用。也

就是说，热量是生命活动和生理过程的“反应剂”。热量，作为大气

和土壤中的能量形式，参与植物的生化过程，最后储存于植物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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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之中。这便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能源。 

我们发现，土壤加温和土壤施肥，对农作物具有相同效果。油管

经过地的作物与同等肥力的大田作物相比，就好像粪堆底盘上的作物

一样那么茂盛。这种现象上的相似性，可能蕴藏着本质上的同一性。

在这里，肥料与温度具有同一性。它们的同一性在于：温度是一种能

量，而肥料是一种载负能量的物质。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农作物对

肥料的吸收，主要不是吸收物质原素，而主要是吸收物质负载的能量。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才能理解“农业是关于转化和利用太阳能的

工作”这一科学定义。在这里。我们应该改变两个传统观念：一个是，

植物生产物是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物质变成的；另一个是，“见物质。

不见能量”。只知道植物为我们积累了氮、磷、钾、碳、氧、氢；不

知道植物为我们积蓄了太阳能。实际上，我们吃东西，与其说是吃炭、

氮、氢，不如说是太阳能；与其说是摄取物质，不如说是吸收能量。

当然，物质和能量是不能分割的。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 E=MC

�
，基本

上反映了物质和能量的关系。问题是平常我们把物质这个概念看得太

僵化，太呆板了，忽视了能量。 

通过观察研究温度对小麦的影响。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气象因子

（都是太阳能的运动形态）对农业的作用。我们认为，从侧重“土壤

与农业”的研究将转向侧重“大气与农业”的研究，而这个转变将引

起农业科学的新突破。 

（涿县气象站 彭飞 单国华 198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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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的气候与大高粱栽培高阳县的气候与大高粱栽培高阳县的气候与大高粱栽培高阳县的气候与大高粱栽培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从历史上讲，高阳县可称高粱的故乡。大片大片的高粱一望无际。

夏末秋初，人们沿着道路走进田野，就像走进了两面楼房的小胡同。

建国前后，高粱的种植面积在十几万至二十万亩之间，约占秋粮作物

的一半。 

高粱在高阳县的发展，不是偶然的。这是高阳县的自然条件与高

粱的生物学特性“合拍”的结果。本县从地势上讲，低洼易涝；从气

候上讲，旱涝交加、春旱夏涝；从土壤上讲，盐碱瘠薄。这样贫瘠多

灾的自然条件，在自然农业时代，任何其他大秋作物都难以适应。只

有高粱具有抗涝、耐旱、抗盐碱、耐瘠薄多方面的适应性。所以在其

他大秋作物种不保收的情况下，高粱成了秸杆产性较好的作物。尽管

高粱不太好吃，但是，它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给人民提供食物。可

以说，高粱对高阳县人民有着特殊的、不可忘记的贡献。 

1958年以后，引进了杂交高粱，由于它的适应性和秸产性较差，

现已基本不种。本地大高粱，在过去“一刀切”“瞎指挥“思想影响

下，也由于六十年代以来涝灾减少，种植面积大大减少。七十年代末

期，全县只剩一两万亩。最近一两年来，由于本地大高粱的副产品—

—高粱瓤和高粱秸价值的提高，大高粱的种植，又有复兴之势。1981

年又扩大到 5万亩左右，主要品种为当地“大稀码”。 

二二二二、、、、高粱在本地是利用气候资源最充分的作物高粱在本地是利用气候资源最充分的作物高粱在本地是利用气候资源最充分的作物高粱在本地是利用气候资源最充分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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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不仅具有广泛、良好的适应性和抗逆性，而且对气候资源的

利用也最充分。本地大高粱按 4月下旬播种，9月中旬成熟，生长期

达 143 天左右，跨经春、夏、秋三季，能够利用本地生长季光照的

88.5%，热量的 89.3%，降水的 93.8%。比本地其他任何粮食作物都多

（如表 1）。 

表表表表 1 1 1 1 大高粱与其他作物对气候资源利用量的比较大高粱与其他作物对气候资源利用量的比较大高粱与其他作物对气候资源利用量的比较大高粱与其他作物对气候资源利用量的比较    

  项

目 

 

作物 

播 种

期 

成 熟

期 

生 长

期 

( 天

数) 

太 阳

辐 射

(千卡

/cm2) 

日照 

时数 

积 温

(℃) 

降 水

量 

( 毫

米) 

备注 

大 高

粱 

4 月

下旬 

9 月中

旬 

143 64.60 1170.3 3373.8 426.9  

麦套

玉米 

5 月

下旬 

9 月中

旬 

113 49.28 905.3 28198.8 408.3  

麦芽

玉米 

6 月

下旬 

9 月下

旬 

92 37.58 688.9 2283.5 391.4  

春玉

米 

4 月

下旬 

8 月下

旬 

122 56.74 1017.1 2889.7 375.6  

春谷

子 

5 月

上旬 

9 月上

旬 

123 56.38 1019.1 2994.1 403.2  

春花

生 

5 月

上旬 

9 月中

旬 

123 49.28 905.3 2819.8 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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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5 月

上旬 

10 月

中旬 

163 70.70 1314.7 3752.1 459.5  

春甘

薯 

5 月

中旬 

9 月下

旬 

133 58.45 1077.1 3227.8 429.4  

小麦 9 月

底 

6 月中

旬 

冬 前

60 冬

后

102 

61.46 1252.8 1978.7 96.2 不 含 越

冬期 

本地作物生

长旺季气候

资源 

4 月下

旬 ~10

上旬 

163 72.09 1322.4 3779.8 454.7 取 ≥ 15

℃ 作 为

作 物 生

长旺季 

 

高粱的生长季虽长，但是对气候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呢？也就是说，

高粱利用充裕的光、热、水条件，是否生产出了较多有机物呢？从理

论上讲，高粱属于 C4 植物，是高光效植物，光饱和点较高，光补偿

点和 CO2补偿点都较低，理应有较高的生物学产量。从实际上看，我

们做了高粱、玉米、谷子的各种产量指数分析，高粱的籽粒产量和经

济系数虽然略低于玉米，但生物学产量为最高（如表 2）。说明了高

粱利用的气候资源较多，生产出的于物质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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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2 2 2 高粱高粱高粱高粱、、、、玉米玉米玉米玉米、、、、谷子各种产量指数比较谷子各种产量指数比较谷子各种产量指数比较谷子各种产量指数比较    

     项

目  

作物 

每亩株数 籽粒产量 秸秆产量 生物学产

量 

经济系数 

高粱 3000 492斤 1251斤 1743斤 0.282 

玉米 2000 500斤 948斤 1448斤 0.345 

谷子 — 320 斤 880 斤 1200 斤 0.267 

 

另外，据群众反映，用高粱秸烧火做饭，比用玉米秸效率高。为

测定高粱、玉米、谷子秸秆中的含热量，我们做了烧 X燃放热试验。

燃烧 1公斤的秸杆，加热 10公斤的水。结果如表 3。 

表表表表 3 3 3 3 燃烧高粱燃烧高粱燃烧高粱燃烧高粱、、、、玉米玉米玉米玉米、、、、谷子秸秆所放出的热量比较谷子秸秆所放出的热量比较谷子秸秆所放出的热量比较谷子秸秆所放出的热量比较    

作物 燃烧数

量 

冷水数量及 

初始温度 

燃烧后的 

水温 

增温数 水获得热

量 

谷草 1公斤 1公斤 12.4℃ 73.5℃ 61.1℃ 611 千卡 

玉米秸 1公斤 1公斤 12.5℃ 69.0℃ 56.5℃ 565 千卡 

高粱秸 1公斤 1公斤 12.7℃ 85.0℃ 72.3℃ 723 千卡 

 

如果按燃烧茅柴的能量利用率为 20%计算则求出每亩作物秸秆的总含

热量如表 4。 

 

表表表表 4 4 4 4 每亩作物秸秆中的总含热量每亩作物秸秆中的总含热量每亩作物秸秆中的总含热量每亩作物秸秆中的总含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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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每公斤秸秆全热

量 

每亩秸杆产量 每亩秸秆总热量 

谷子 3055千卡 440公斤 1,344,200 千卡 

玉米 2825千卡 474公斤 1,339,050 千卡 

高粱 3615 千卡 625.5 公斤 2,261,183 千卡 

 

从表 4看出：每亩高粱秸秆含热量为 226万千卡，几乎比玉米谷

子多一倍。说明高粱同化和储蓄的太阳能最多。 

三三三三、、、、本县高粱种植中一个主要气候问题是本县高粱种植中一个主要气候问题是本县高粱种植中一个主要气候问题是本县高粱种植中一个主要气候问题是““““瞎穗瞎穗瞎穗瞎穗””””    

高粱是喜强光、高温的作物。虽然抗涝，但不喜多雨。据统计，

本县多雨年份，高粱表现减产，正常年份和少雨年份表现增产。特别

是在孕穗到扬花授粉阶段，怕阴雨、低温、寡照。在小穗小花分化期，

降水过多会引起 苞，在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时期（挑旗期），如遇阴

雨连绵、光照不足，会引起小穗小花大量退化，不实小花增多。在抽

穗开花期，如遇低温或雨水过多，易引起颖壳不张或花粉破裂，造成

受精不良、结实减少。这些现象，群众称之为“瞎穗高粱”。 

根据高粱的生理特性，对照本县高粱孕穗开花时期的气候条件及

其对产量的影响，总结出本县大高粱“瞎穗”减产的气候指标如下： 

（1）7 月下旬至 8月中旬降水量≧250毫米； 

（2）同期降雨日数≥14天（约两天一雨）； 

（3）日照时数≤210小时（平均每日不足 7小时）。 

按照这三个条件衡量，高阳县从 1959—1980年，22年间，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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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高粱“瞎穗”指标，约为 5年两遇。这 9年本县高粱的平均单

产为 97 斤，比未发生“瞎穗”年份的平均单产（180 斤）减产近一

半。说明本县高粱“瞎穗”减产的机率是较高的，减产的幅度是较大

的。 

防御高粱“瞎穗”减产的方法，目前只有改变播种期。如果错后

一旬播种，可以将遇到“瞎穗”条件的机率由 9/22 降到 5/22，即约

四年一遇。 

高粱除了“瞎穗”灾害之外，还有风雨倒伏问题。在七、八月间，

出现雷雨大风，造成倒伏减产，是对高粱（及其他大秋作物）的一大

威胁。这样的大风，本县平均每年约有 3次。由于在《气象灾害》部

分已有详述，这里不复赘述。 

四四四四、、、、对本县高粱种植的看法和建议对本县高粱种植的看法和建议对本县高粱种植的看法和建议对本县高粱种植的看法和建议    

在经过对本县大高粱的气候分析之后，对待高粱在高阳县农业上

的地位及今后前途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 

1．应珍视高粱在适应环境、利用气候资源方面的优点和特性。

保持或扩大高粱的种植面积。 

2．前面已经说过，高粱具有抗涝、耐旱，抗盐碱、耐瘠薄的适

应性和抗逆性，同时具有生长期长、利用光热水气候资源充分的特点。

一种作物，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特性，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应

当加以珍视。正是高粱的这些特性，曾经在高阳县农业史上发挥过特

殊重要的作用。 

高粱的抗涝、耐旱、抗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在目前本县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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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利条件下，仍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旱涝仍然存在，土壤盐

碱瘠薄仍然存在，全县水浇地面积仍然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起码是

应当保持高粱一定的种植面积。 

高粱能够充分的利用气候资源，能够同化和固定更多的太阳能。

这是高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过去农民大面积的种植高粱，不仅

是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而且是为了取得可靠的能源。从能源角度来

说，如果不是简单燃烧，而是找到科学利用的途径，那么，高粱的栽

培和扩种将有特殊的意义。从这方面说，高粱可能有扩大种植的前景。 

3.开展对高粱的科学研究，把高粱变为最有发展前途的作物。 

大高粱的主要缺点是：籽粒产量稍低，粮食不好吃，对于这些缺

点，应取改造的态度，不能连同高粱的优点一块抛掉。长期以来，农

业科学界对高粱的研究很少。所以高粱的科研成果较少，高粱的发展

缓慢。假如对高粱的科学研究，也像对小麦、玉米那样，那么高粱的

籽粒产量不仅是最高的，而且品质也将大大改善。实际上，高粱在国

外的高产纪录都比小麦、玉米高。而且籽粒作为饲料，也有它优于玉

米之处，特别是在制酒业和酒精工业上占有特殊地位。 

开展对高粱的科学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选育优良品种。在保留本县大高粱的优点的前提下，培

育出经济系数高、品质好的品种。 

另一方面是，从能源角度开展研究，把高粱作为一种能源植物来

种植。利用高粱的高光效特点来转化和储蓄太阳能；然后再科学的释

放和利用这些太阳能。目前世界在能源危机的压力下，有的国家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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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取甘蔗和木材中的酒精来代替石油；有的科学家在研究用特殊物

质来吸收、储蓄太阳能。其实，我们本地大高粱就是良好的太阳能储

蓄库。据老农介绍，过去五口之家，年种高粱 5亩，能保证半年做饭

取暖的烧柴。最近试验证明：每亩大高粱的秸秆中包含的热量为 226

万千卡，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不是用燃烧的方法，而是用

更科学、更经济的方法来利用高粱提供的能源，并把这些能源用于发

展本县的工业，那么高粱这种作物，就有可能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作

物。 

因此，我们高阳县的农业技术人员，有条件就地取材，开展对高

粱的广泛的、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并有希望取得重要的成就。 

（198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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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扬长避短扬长避短扬长避短，，，，发展高阳发展高阳发展高阳发展高阳    

————————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    

    

提要提要提要提要：：：：高阳县，从气候上讲，是个光热充足，降水较少的地区。

但是，由于地势低洼，河流影响，数千年来一直水灾严重。随着治水

和用水的发展，从 1963 年以来，水灾显著减少，旱灾显著增多。高

阳县正在进入一个干旱缺水时代。在未来这个时代，农业的根本出路

是解决水的问题，是提取地下水灌溉的问题。但是，在未来干旱条件

下发展农业，需要大量投资。这些资金，不可能由低效率的农业自身

来解决。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工业、商业和副业（副业），由工

商业来繁荣高阳县经济，然后由工商业提供的资金资助，建设高阳新

农业，建立一个工农相济的经济体系。    

高阳县有自己固有的优势。这就是在过去恶劣环境条件下锻炼出

来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又有发展工业的基础和历史经验。只要认清高

阳县的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走以工农相济的道路，加强领导，

搞好管理，扬长治短，发展高阳，建设一个工农业繁荣，环境条件良

好的新高阳，是完全可能的。 

 

扬长治短扬长治短扬长治短扬长治短    发展高阳发展高阳发展高阳发展高阳    

————————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通过气候调查向高阳县领导提出的建议    

传说，高阳县是古帝颛高阳氏封国故里。当时自然环境优美，自

然资源富饶，经济、人文，可称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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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候，地质的变迁，到汉唐有史记载以来，已

经荒落。在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高阳一直处于土性侥薄，水旱频繁、

人民凋敝、景物荒凉的衰废环境之中。 

推究高阳县自然环境荒凉和自然资源贫瘠之由，从自然因素来

看，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是水与光热的矛盾。 

一一一一、、、、高阳县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高阳县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高阳县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高阳县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是水与光热的矛盾是水与光热的矛盾是水与光热的矛盾是水与光热的矛盾。。。。    

恩格斯在谈到蛋白质对生命的重要性时说过，“生命是蛋白体的

存在方式”。我们从气候的重要性出发，认为：生命和农业是太阳能

（即光、热）与水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某地气候上

光、热、水的构成，对人类和农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高阳县的地理气候决定了本地光热充足、降水偏少。 

高阳县地处北纬 38°30´~30°46´，东经 115°38´~115°59´。

属于中国东部季风区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加上位于北中平原，

地势低洼，就决定了本县光热资源丰富，而降水量较少。此次气候考

察发现，高阳县除具有一般的大陆性气候特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之

处：与周围地区相比，本县作物生长季日照和太阳辐射偏多，气温偏

高，而降水量偏少，干燥度较大。这与高阳县的地理位置和地势有关。

按照《高阳县志》过去对本县地理位置的描写是：“东来紫气通瀛海，

西映青岗近太行”。实际上正好与此相反。高阳县正处在勃海与太行

山脉的中间位置，距离二者都较远。所以东来海气接不上，西面太行

山对气候的影响也彀不上。距海较近的地方，受海洋水汽影响雨量较

多；距山较近的地方空气抬升产生降雨也较多。本县二者影响均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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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以雨量东少于沧洲，西少于满城。这就是说，在大陆性气候之

外，又加上了一个不受山、水影响的“内陆平原小气候”，更加显示

出光热充足、降水偏少的特点，使得水与光热的矛盾愈加突出。据计

算，本县光热的农业生产潜力尚有目前产量的十倍；而自然降水，连

目前的生产水平也不能满足需要。 

2．高阳县过去是水灾占统治地位的历史。 

事情是如此的矛盾：在高阳这样一个光热充足而降水缺少的地

方，却由水灾统治了数千年之久。 

查历史，高阳县过去水灾极为严重，并间有旱、蝗。从东汉到民

国年间，有明文记载的大涝有 56年，大旱 25年，蝗灾 31 年。历史

上淫雨不止，河水泛溢、陆地行舟、禾稼尽没的情景经常发生，害得

高阳人民流离失所，民多饥死。明初洪武三年，高河决，旧城东城陷，

县城迁到丰家口（即现在地址），“其后七十余年河凡二十余决”，直

到民国年间，水灾仍然频繁不已。民国 11至 17 年间（1922-1928），

连续五年潴龙河决。高阳人民受水灾之苦，流传下来一个顺口溜： 

拥城一村四百户，问谁衣食能丰足， 

田木能种不能收，十年九涝家家苦。 

忽闻南河水滔天，田野汪洋无片土， 

深夜人静倾耳听，但闻此户吞声哭。 

在那个时代，高阳人民为了生存，同水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

的斗争。据七十岁以上的老农民反应：高阳人民世世代代，治水防涝，

修河筑堤，修而复坏，坏而再修，耗费的人力和财力不可胜计。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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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治水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极大的牺牲。 

高阳县历史上水害猖獗之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本县地处白洋淀

边，地势低洼；二是县境之内有三条河流（潴龙河、孝义河、小白河），

尤以潴龙河水害最著。潴龙河发源于西部太行山区，据说上游为九道

山谷，夏季山区降暴雨，山水汇集入河，河水暴涨，水流湍急，由于

河床淤高，成为“地上河”，河底高出堤外平地数天，加之堤垮窄狭，

河口淤塞，宣浅不畅，淀水逆流，所以经常漫溢决口。一经溃决，势

如高屋建瓴，一泻千里，禾稼淹没，房屋倒塌，苦不堪言。 

就这样，在高阳这个光热充足， 降水缺少的地方，水灾统治了

数千年之久。这个时代，可称为“水淹光热”时代。所谓“水淹（掩）

光热”，含义有两点：一是农作物同化光热造成的有机物，不等成熟

就被水天没；二是在那个时代，水灾掩盖了光热充足，降水缺少的特

点。 

另外，本县土壤多盐、碱、瘠薄，更加重了本县自然环境和资源

的荒凉、贫瘠，加剧了水与光热的矛盾。 

3．近年来，水灾减少，旱灾增多，在水与光热的矛盾中，光热

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高阳人民将面临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自然

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对水灾进行了空前

规模和根本性的治理。在根治海河和山区修建水库之后，水灾减少了。

高阳县自 1963年大涝之后，18年来没有发生洪涝，只是在多雨年份

发生局地性沥涝，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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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灾的减少，水与光热的矛盾，也在发生变化。“水淹光热”

的时代，逐渐被“光热蒸水”时代所代替。本县 18 年来，洪涝一次

也没有发生，而全年性的旱灾已发生了八年。而且目前已呈现出河水

断流，坑塘干涸，地面水逐渐消失，地下水也严重下降。由低洼多水

之乡，正在变成赤热干旱之地。在水与光热的矛盾中，光热成了矛盾

的主要方面。高阳县的农业，也在相应发生变化。抗旱打井，提水灌

溉，成为农业的根本出路。于是，高阳县人民，由过去同水害作斗争

转为同旱灾作斗争，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打机井，到现在全县已有机井

2700 多眼。随打随坏，坏了再打的现象亦很严重。在打井抗旱中，

高阳人民又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发展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出：高阳县正在进入一个与过去全然不

同的自然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光热充足，降水缺少，旱灾严重，

淡水匮乏。对于整个农业和人民生活将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气候和自然环境向干旱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河水根竭。原来

的两个水源——河水和降水，只剩下了一个——降水。河水枯竭的原

因是山区对山水开发利用量增加，由于修建水库和截流灌溉，造成河

流干涸。这是人类对淡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看来，本地

河流今后将主要以干河状态存在下去。至于自然降水，由于本县处于

大陆性半干旱地区，年雨量 520毫米左右，本来就不能满足农业的需

要，加上随着农业的发展，作物系数多数的增加，蒸腾量也不断加大，

缺水之感愈加严重。而且预计随着地面水和地下水的减少，自然降水

亦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据县志记载称，“民国以来雨量减少。”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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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也有“过去比现在雨多”的说法。群众经验中也有“地皮越湿

越爱下雨，地皮越干越不爱下雨”的说法，也都说明今后自然降水有

逐渐减少的趋势。 

另外，由于高阳县距山脉较远，土层深厚，上层还有一个咸水体，

淡水含水层较深，所以取地下水难度较大。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高阳县正面临一个干旱缺水时代。淡水危机

可能首先涉及我县。 

当然，不是说今后就没有涝灾了 ，就没有降水过量的年份了，

这些都会发生河水泛溢，造成洪涝：在本县雨量过多的年份，将发生

沥涝。而且从长期气候预报看，预计八十年代雨量将增多，前丰期将

有洪涝出现。但是，就总的趋势和主导方面说，今后是走向干旱时代，

主要矛盾是光热充足，淡水匮乏。 

对于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给以足够的注意。未来的

农业如何搞，整个经济如何搞 ，要研究办法，早定对策。 

二二二二、、、、学习日本学习日本学习日本学习日本，，，，发挥优势发挥优势发挥优势发挥优势，，，，发展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工业、、、、繁荣经济繁荣经济繁荣经济繁荣经济、、、、积累资金积累资金积累资金积累资金，，，，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建设新农业建设新农业建设新农业建设新农业。。。。    

以上所谈，主要是高阳县的劣势和短处。从自然条件来说，高阳

县本来就是自然环境较差，自然资源贫瘠的。与其它区相比，这点是

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建设发达的农业，能不能

改变低劣的环境，以及怎样建设和怎样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

资源贫乏的国家。但是它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非常迅速的建设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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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达的经济。它所靠的，主要是发挥 了人的优势，发挥了智力优

势，建立了发达的工业。在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以工业扶助农业，建

设农业，又迅速把农业搞了上去，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一个必要农业基

础，来辅助工业和满足社会需要。实际上是采以的工农相济的路子。

这也是我们高阳县应走的路子。 

1111．．．．发挥高阳县的人力发挥高阳县的人力发挥高阳县的人力发挥高阳县的人力、、、、智力优势智力优势智力优势智力优势    

高阳县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不是别的，正是恶劣环境条件

自身的产物和对立物——人力和智力。由于地理、气候原因高阳县历

史上水旱频繁，农业生产极不稳定，人民生活没有保证。人民为了生

存，必然要更多的谋求生存之法和生财之道；同时必然要外出谋生，

远地图存。所以历史上高阳县人民流动性大，下关东者众。由此谋生

和外出，使得高阳人民思想解放，保守性小，善于学习，长于革新。

所以高阳人民思路广阔，智力发达。形成了经济上财路广泛，行业繁

多的特点。而且在长期恶劣环境条件下，高阳人民锤炼出一种不畏艰

难，敢涉险阻，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止的精神。据《高阳县志》“风

尚”篇记载：“农民勤苦耐劳，尚朴实、励谦隅，男不惰游，女不冶

容”、“工人勤于本业，不事浮华，制造精巧，物品精善”、“商人善经

营，喜开创，不畏艰险，不惜财力”。所以高阳县自然环境虽差，农

业虽落后，但是生财之路广泛，智力资源丰富。县志亦有“人文之盛

为保郡之冠”的记载。 

这就是高阳县的主要优势，这就是几千年来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糟

糕的社会条件遗留给高阳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高阳县今后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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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动力源泉。这样丰富的人力——智力资源，不能让它长期束缚在

缺资金、低效率的农业上，而是应当广开门路，发展工业，使这些人

力智力资源发挥作用，变成财富。 

2222．．．．借鉴本县历史上发展工业的经验借鉴本县历史上发展工业的经验借鉴本县历史上发展工业的经验借鉴本县历史上发展工业的经验    

另外，高阳县有发展工业的成功历史，有发展工业的基础和经验。

高阳县最著名的工业是织布业。据记载：“本县织布始兴于光绪三十

二年（1906年）”最盛时期为民国五、六、七年后”当时“县城工厂

林立，乡村则比户皆有机杼之声”，“城市商贾云集，摊铺栉比”，“集

期一至，毂击肩糜，商货云屯，产额一年达一万七十万疋之多。”“棉

布推销地点几占全国之半”，“热宁绥内外蒙库伦陕甘，晋豫直鲁，云

川两湖上海东三省等地”皆有商号。 

由于提倡工业“全县日渐繁荣，商业繁盛，生活日裕”。直到现

在还流传下来一个顺口溜“不怕水，不怕旱，就怕高阳不出线。”充

分说明了纺织工业给高阳带来的经济繁荣。 

这段闻名全国的工业史，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在自然灾害逼迫

下，思路广泛，智力发达的高阳人民谋求生财之道的必然结果。这也

充分说明了，发展轻纺工业符合本是实情，顺乎本县民心。 

这段历史还有力的证明了高阳县发展工业确能繁荣经济，富裕生

活。就高阳县的整个经济建设来说，必须重视发展工业，必须使工业

成为高阳县整个经济的一个有力支柱。这是发展高阳的必由之路。 

当然，高阳县这段工业史中，也有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一是

盲目性和自流性，没有目标，没有规划，缺乏组织领导。所以基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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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力量分散，难于持久。其二是没有与农业相结合，不是以工相农，

而是以工挤农。所以当时虽出现了“经济繁荣，生活日裕”的情景，

但只助长了一些人的浮华奢侈，“风俗渐靡”，“对于力农亦渐就颓废。”

这是我们今天再兴工业必须吸取的教训。 

三中全会以来，高阳县的轻工业、商业和副业又空前活跃起来，

本县固有的人力智力潜力又表现出来。做为一县的领导应该把这些积

极性和创造力有计划的加以组织引导，汇集成发展高阳经济的强大力

量。所谓组织和领导，不是搞行政命令，统死，管死、瞎指挥，而是

用符合经济规律，顺乎人民意愿的组织管理办法，把分散的力量集中

到发展繁荣全县经济的目标上来。 

发展工业，要因利就便，利用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本县首

先恢复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结合发展商业和副业。另外本县民

间还有极为广泛多样的手工业、副业和商业，亦应择其善者加以组织

发展。 

3333．．．．以工济农以工济农以工济农以工济农、、、、工农相济工农相济工农相济工农相济    

到全县工业、商业发展繁荣起来之后，将积累的资金及时地资助

农业，建设农业。首先是解决打深井，实现水利化问题，其次是解决

农村能源、化肥，机械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高阳县气候上水与

光热的矛盾也就随之得到解决。农业将进入一个稳产、高产的新阶段，

一个发达的农业基础就建立起来了。 

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工业，为工业上提供优质而充分的食

品和原料。本是气候和土壤适合棉花种植，可适当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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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纺织工业原料的一个补充来源，本县高粱种植面积较大，可因以

建设高级的酿酒业或酒精工业……这样，一个工农相济、发达繁荣的

经济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另外，就自然条件方面来讲，高阳县也将面临一些有利条件。第

一，随着涝灾的减少和地下水位的下降，本县大面积的盐碱地正在变

成好地，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第二是地下水可能丰富，正是由

于本县地势低洼，土层深厚，所以地下含水层可能较多，贮水量可能

较大。别看目前取地下水比近山区困难，但地下水的枯竭时间要比近

山区和土层较薄的地来得晚。所以真正的淡水危机，本县要偏后得多。

这将对高阳县今后的农业和人民生活有重大意义。 

因此，当高阳的农业和工农业经济体系高度繁荣发达的时候，本

县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随之得到改造。到那时，高阳是不仅有一个繁荣，

昌盛的经济，而且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人民将过上富裕美好的生

活。 

如此，则传说的颛顼帝建都高阳时的那种环境优美，资源富饶，

人文繁盛的时代，可以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再

现。而我们，做为这一代人民的领导，也算为高阳人民做了一番历史

性的事业。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文的宗旨是想阐述气候对农业、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以及

如何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发展农业、发展经济、繁荣社会。有些部分

看上去好像与气候并无关系，但总的看是有关系的。例如，谈到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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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人力、智力资源这个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气候和自然条件对人的

思想和智慧的影响，而谈到高阳的纺织工业时，认为“它是在自然灾

害逼迫下、思路广泛、智力发达的高阳人民谋求生财之道的必然结

果。”实际上涉及到气候与工业的关系。 

我们是搞气候科学的，我们并不想把气候的作用强调到适当的高

度，以至成为什么“社会地理学派”。但是，气候对人类活动诸方面

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气候在哪一点上，以何种程度和什么方式影

响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应怎样适应气候和改造气候，这些，则是我们

应该研究的。 

本文就是在高阳县的气候调查中，看到高阳气候上的特点，与高

阳县的农业、经历史、人情等确有内在联系。所以，打算以这些调查

材料做依据，来尝试把气候科学和气候服务的范围扩大开来，以期更

好的为人类，为经济建设能力。 

由于本人知识、经验不足，文中的观点和论述，错误之处定所难

免，非常希望批评指正。 

为了便于征求意见、互相磋商，将本文中包含的几个观点，摘列

于后： 

1．水与光热的矛盾是气候的基础，光热水的构成决定着气候的

性质和优劣。 

2．生命和农业是太阳能（光热）与水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

产物。 

3．高阳县由于处在渤海与太行山脉的中间位置，距渤海和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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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都较远，所以在同纬度附近是个少雨中心。它们雨量，既少于它的

东侧，又少于它的西侧。 

4．高阳县，是光热充足，降水较少的地区。但是受地势（白洋

淀边）和河流影响，数千年来水占主要矛盾方面，水灾严重。 

目前正向干旱缺水时代过渡，未来要进入一个光热充足、淡水匮

乏的时候。这将对农业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 

5．地面水的枯竭和地下水的下降，将影响自然降水相应减少。 

6．气候不仅直接影响农业和经济，而且影响到人的思想、智力

和生活方式。恶劣的气候、多灾的农业、不安定的生活，反而使高阳

人民思路广阔、智力发达。 

7．高阳县清末民初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在自然灾害逼迫下，思

路广泛、智力发达的高阳人民谋求生财之道的必然结果。 

8．随着涝灾的减少地下水位的下降，高阳县大面积的盐碱地将

变成好地。 

9．对于冲积平原来说，距山较近、土层较薄、成土较晚的地区，

一般地下含水层较浅、没有咸水、提取容易。距山较远、土层深厚、

成土较久的地区，一般地下含水层较深、上层多有咸水、提取较困难。

但是，在距山较远、土层深厚的地区，地下含水层可能较多，贮水量

可能较大，所以这些地区，地下水不易枯竭。      （1981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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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之前途谈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之前途谈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之前途谈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之前途    

    

我认为，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是县气象站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但是，近年来不断出现轻视，乃至取消县站长期预报的议论。因此，

我想从我们县站这个角度，谈谈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一一一、、、、实践证明实践证明实践证明实践证明，，，，县站的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是可做的县站的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是可做的县站的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是可做的县站的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是可做的、、、、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    

我站的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主要是指年的旱劳趋势和夏季的旱涝

趋势预报。这样的长期预报，从 1959 年开始制作到现在已连续作了

24年。 

按照现在的评分办法进行评定，其准确率是：年旱涝趋势 72%，

夏季 68%。按照定性和群众反映评定，其准确率是年旱涝趋势 80%，

夏季旱涝趋势 75%。 

24年中，涝年有 6年（59、63、64、69、77、79），预报趋势都

基本正确。1963 年为大涝，当时预报为正常偏多。这一年按本县雨

量为 610毫米，属于正常，只是河流上游雨量过大，造成河涝，群众

评为大错。 

24年中旱年有 11年（60、62、65、68、70、72、74、75、80、

81、82），其中 1974、1975两年报错，9年报对。特别是 1960~1962，

1970~1972，1980~1982，三个连旱年份，都预报的较好，在抗旱斗争

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例如：1980 年，我站除在年的旱涝趋势预报中报了偏旱之外，

在年初又写了如何夺取 1980 年农业丰收的报告，在汛期之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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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旱涝分析报告，并提示了在旱年只要搞好抗旱，可以利用光、热

充足这个有利条件，取得农业更大丰收。大秋过后，县委领导说，“气

象站的预报很好，很主动”、“为全县抗旱帮了大忙。”生产办公室主

任刘晋才说：“如果全县各社队都按气象站的预报办，今年大秋的粮

食就没处盛了。” 

近些年来，县领导曾多次赞扬我站的长期天气预报。他们的评价

是“相当准确”，“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依据比较充分”，“有说服力”，

“为领导农业生产起了参谋作用。” 

因此，我站的长期早涝趋势预报在县里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在

群众中有些威信，这是在多次的报对当中积累起来的。从 1979 年以

来，我站又开始试作农业年景预报，连续四年报得较好，更加提高了

我站长期预报服务的信誉。 

按照我们自己的估价认为，长期气候趋势预报，在整个县预报服

务工作中起的作用最大，在生产和群众当中的影响最大，它们是县站

气象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 

正是从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县站的长期气候趋势

预报是可做的，有用的。 

二二二二、、、、目前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的一般方法和存在问题目前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的一般方法和存在问题目前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的一般方法和存在问题目前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的一般方法和存在问题    

就我站来说，做长期旱涝趋势预报的方法，大体归纳为三大类： 

1．序列演变分析法：即通过寻找旱涝（或降水量）自身的历史

演变规律来预报旱涝，这种方法在县站旱涝趋势预报中占有较大比

重。因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任何事物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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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定在时间上表现出它的特征。所以，从时间序列上去寻找气候的

变化规律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点上，大台和县站都是平等的。 

序列分析法中，包括降水量曲线演变分析、方差分析、周期迭加、

转移概率等。以曲线分析为最基本的方法。曲线分析的缺点是，方法

不固定、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析方法

和不同的结论。掌握起来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它的优点是，以原

始材料为依据，每年、每次都要进行具体分析，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不

断加进去。 

后来引进了多种的数学统计方法，这些方法，优点是客观有标准，

易掌握，缺点是比较僵化，每年每次做预报往里一套，窒息了主观努

力和具体分析。 

我站在序列演变分析法中，使用较好的有汤仲新在《五百年旱涝

分析》中提出的旱期和涝期的演变规律，和从老农路学俭那里得来的

十年左右的周期规律。汤仲新通过搜集和整理一个较大区域的旱涝史

料，把长序列的气候演变划分出旱期和涝期，对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有

较大的参考价值。老农路学俭的历史演变分析是比较高超的。他对年

降水量的分析方法是：“多数年分是，今年多点，明年就少点；今年

少点，明年就多点。少数年分是连续多两年或连续两三年；如果今年

多点但多的不厉害，明年还可能多。如果今年少点但少的不厉害，明

年还可能少；如果今年多的很多，明年就要减少；如果今年少的很多、

明年就要增多。”另外，路学俭还提出了旱涝 60年周期和 10年周期。

他说，这些周期既是死的，又是活的，60年周期和 10年周期确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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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它不是死的、不是到时一定实现；还要看近二、三年的实况；

如果按 60年或10年周期报某年是大涝，而近一两年已经出现了大涝，

那就不能再报大涝了；如果按 60年或 10年周期报某年是大涝，而且

近两三年来气候是由旱转正常，并且近期内又出现了一些涝的象征，

那就说明周期能够实现，可以大胆报涝。他的这种周期分析方法，看

上去很简单，但很有实用价值。 

2．因子相关法：因子相关法。本意是想找到气候变化与某些因

子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长期天气气候变化的多数物理原因并不清

楚，所以目前的因子相关预防方法还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统计相关关

系。 

目前县站使用的因子相关法有三种：一是单因子相关。我站使用

的认为好些的单因子有①用冬季西太平洋海温预报夏季降水量；② 

12月份泰山平均气温预报年降水量；③ 本站 6、7、8月平均气压预

报次年降水量；④ 春季降水量预报夏季降水量等。二是多因子综合

相关，把多个相关因子经过数学方法处理、综合。这类方法有：编码

法、点聚图、分辨法、多元回归、真值图、训练迭代等方法。三是气

候特点相似法。找出和抓住预报前期的重要气候特点，然后找出相似

年份，做出预报。这种方法在我站的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中占有重要地

位。 

因子相关法，关键是找到好的相关因子，但是目前好因子找到的

不多，也不够好。近年来人们找因子的范围扩大了，并且注意到了因

子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注意到了因子的物理意义。近年来，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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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站在气象局预报管理人员李明祥、章正英倡导下，对过去的大

量因子进行了实用验证和淘汰工作，使因子的使用价值有了明显提

高。 

但是，目前在相关分析预报中存在的问题仍较突出，缺乏物理解

释、碰相关、假因子等现象仍很普遍。 

3．使用群众经验做旱涝趋势预报：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些预报旱

涝的经验和谚语，实际上也不外乎历史演变和因子相关，但是它有许

多特殊方法和因子。十几年来，我站的旱涝趋势预报得益于老农经验

甚多。 

在对待和使用群众经验方面，我们气象部门教训较多。曾经出现

过群众经验热，把群众经验神化，提出以群众为主、以土为主等口号。

后来又完全抛弃群众经验，认为群众经验中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我

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现在我们的预报理论和预报方法还很不

成熟，很不完备，还处于边应用、边探索阶段。应该广泛的进行研究，

不应该以一种理论和方法排斥另一种理论和方法来缩小自己的研究

阵地。实际上，我们总结一下旱涝预防的准确度，大抵有三个基本相

当：即大台、县站和有经验老农的旱涝趋势预报准确度基本相当。我

认为前面所谈老农路学俭序列演变分析法就不低于我们台的一些序

列分析法。另外，群众经验中用物象来预测旱涝的想法。用地下水的

变化预测旱涝的想法，以及关于天气气候变化与地面状态有关的思

想，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1976 年，我县老农路学俭为我

站做了 1976~1985 年的十年预报。实际证明，前 8 年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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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2年的干旱，他报的比较正确，他还预报了 1984~1985年要

涝，这要在今后进一步验证。这些事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 

目前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一是进步缓慢，缺乏研究。每年都做，准确度提高不明显，总结、

研究工作做的很少。这是长期预报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是在相关因子方面烦恼较多。多年来满意的因子找到的不多，

用各种各样的综合方法加以综合，效果也不理想。 

三是制作和发布预报有时不严肃，较潦草，服务效果和群众威信

不高。 

正是由于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有人不断提出县站长期预报是否有

存在必要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大概不仅是县站独有的。 

为了提高县站长期预报的技术水平，对县站长期报方法进行验证

和提炼，这是很必要的。不仅要进行验证、淘汰和提炼，而且要进行

全面总结，找出些理论性的，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来。我认为在验证和

提炼方法，工具方面，应当是既看实际应用效果又看方法的物理意义，

二者不可偏废。只有这样结合起来，才能对方法、工具做出较公正的

评价，也才有利于方法工具的改进和提高。 

三三三三、、、、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发展方向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发展方向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发展方向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发展方向    

关于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由上面我站的

预报和服务实践作了说明。这里再从其他几个方面谈一个这个问题。 

我们气象事业和气象工作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要把气象科技变

为生产力（这一点在当前我们气象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最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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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把气象科技变成生产力的手段，一是资料服务（包括情报服务），

二是预报服务。而目前县站的预报服务中长期预报起的作用最大。如

果把县站的长期预报砍掉，县站的整个预报业务就会萎缩。最终要退

回到只为上级局台提供数据的气候站，国家的整个气象事业就会带上

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色彩，在经济建设上的作用就会大

大缩小。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根据气候来预测年景。长期气候趋势预

报是农业年景预报的主要内容，近代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利用粮食战略

来控制别国，攫取高额利润，于是国际性的粮食预报应运而生。近年

来我国农业实行了责任制，农业正向商品经济发展。人们预测年景的

需要也迫切起来。这样改期气候趋势预报是非加强不可的。县站做为

农业第一线，发展长期气候趋势预报，帮助人们预测年景，将有广阔

的前途。我认为，使长期气候趋势预报与农业年景预报相结合，应当

成为我们今后长期预报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我们气象工作中应走的

一条新路子。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将大大提高我们气象部门的威

信。 

有人说，长期预报在生产上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需要论证的，问

题是县站能不能做出可靠的长期预报。所以还要谈谈关于县站长期气

候趋势预报存在的可能性和根据。 

我认为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根据就是：直到

现在科研部门和高级气象台还没有找到长期气候预报的成熟的理论

和固定的方法，大家都处在摸索阶段。所以也就不能说谁可以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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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做。正象癌症一样，大医院、小医院、高级医师、赤脚医生，

都没有找到根本治疗办法，但是大家都可以治疗，都可以研究。没有

人规定只由几个医院，几个研究单位专门研究，别人坐等，长期气候

预报也是这样。大台可以做，县站也可以做，大家共同在实践中研究、

提高。 

第二个根据就是：在县里，农业上对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有迫切的

客观需要。社会需要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在获得这种动力方面，

县站比之大台占有优势的地位。而这种动力可以转化为方法、技术上

的进步。 

在古代，人们曾用卜骨的方法来预测气候，预卜年景，还设过卜

筮之官。后来人们用流传下来的谚语和经验来预测气候预卜年景，直

到现在农民还有用大年三十泡豆、大年初一观天色的方法预测气候、

预卜年景的。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县建立了一个气象站，

由气象站把预测气候、预卜年景的任务担当起来，并逐步发展为一门

专门的科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明明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巨

大进步，怎么可以把县站的这项业务勿忙的砍掉呢？ 

有人说，旱涝的区域范围甚大，在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内，旱涝趋

势是一致的。而且气象站的预报手段不如大台全面、完备，没有必要

站站都重复做长期预报，不如在一个较大范围内由气象台来做就行

了。这种观点，好象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没有县站积极活

跃的动作，是不可能搞好服务、服务也不会促进预报提高的。 

县站长期气候趋势预报能够存在的第三个根据是：县站占有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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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用群众经验的优势，它在搜集和总结我国气象预报遗产方面，

负有特殊的任务，在这点上它比大台优越。 

关于在中国有无值得研究和接收的天气、气候预报遗产问题，可

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我认为，要想在气

象预报上有所突破、走在前面，必须继承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遗

产，同时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走“中西结合”的路子。在医学上提

倡中西结合，在气象预报方面也应提供中西结合。在医学上，西医注

重外界感染，中医注重内部失调：西医强调消除病原，中医强调恢复

机能。我发现在对待天气气候变化方面，也有类似两种观点：现代气

象学注重过程的外来因素，中国民间传统经验注重过程的自身因素；

气象学认为天气气候过程只与大气的状态有关，民间传统经验则强调

“天地相合”，降水过程，不能只看做是运动着的气流把雨点撒向大

地；还应认识到大地把气流和雨点引向自身，如此等等。 

这种在若干领域存在的中西差别，是在不同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形

成的不同哲学观点造成的，它们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我

们要想取得自己领域的进步，就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这就是中

西结合的本义。 

我国的中医学，由于历代有专职医生、有专门著作，所以有它的

一套理论，实践上的效果也被公认。而中国的气象学，则由于历史上

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专门著作，所以理论上，实践上有点零碎不全，

对于我们整理和继承带来较多困难，也正因为如此，县站在这方面的

任务是不可代替的。县站有可能凭借这个优势首先在长期气候预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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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进步。 

当然，县站在长期气候趋势预报方面存在着自己的局限性和弱

点。如，基础差，力量弱，眼界窄。这是它的劣势，而且有些站做长

期矛预报不认真不严肃，潦草从事，影响不好。但是，所有这些，都

是可以克服的。上级气象局、台的任务是帮助站克服弱点，发挥优势，

鼓励和指导他们在长期气候预报和服务中取得成就，而决不应是相

反。 

县站的同志多年工作在第一线，哪项工作有用，有效，哪些工作

无用、无效；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应该说是比较清楚

的。所以，县站业务工作上的改革和变动、应当多征求他们的意见，

听取他们的呼声。                        （《保定气象》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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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变暖变干及我们的对策气候的变暖变干及我们的对策气候的变暖变干及我们的对策气候的变暖变干及我们的对策    

    

近年来，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世界气候超常规变迁，大部地区

以较快速度变暖、变干。气候的这一演变趋势，在华北表现得尤为突

出，对农业、对经济乃至人的健康已产生强烈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高度注意。 

本文就涿州市所处地域的情况和本市气候观测站的资料，来说明

气候的变暖变干趋势及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一一一一、、、、气候变暖情况气候变暖情况气候变暖情况气候变暖情况    

涿州市五十年代的年平均气温是 11.2℃，夏季（指 6、7、8 三

个月）平均气温 24.8℃，冬季（指 12、1、2三个月）平均气温-3.7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年平均气温是 11.6℃，比五十年代上升 0.4

℃；夏季平均气温 25.0℃，比五十年代上升 0.2℃；冬季平均气温-3.7

℃与五十年代持平。九十年代以来（实际上是从 1989 年开始，气温

连续显著上升；1989 年至 1993五年来的年平均气温为 25.2℃，比五

十年代升高 0.4℃；冬季平均气温-1.3℃，比五十年代升高 2.4℃。 

从上述气温资料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本地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

代，气温已出现渐升之势，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猛烈上升

之势。年平均气温达到 12.5℃，比五十年代高出 1.3℃，这在气候演

变上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最为突出的是冬季变暖，所谓气候变暖，主

要表现为冬季变暖。从 1989 年至 1993年连续出现五个暖冬，而且暖

的程度突出，整个冬三月的平均气温由-1.3℃上升 2.4℃，这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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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到异常的程度。如照这个变率发展下去，不用多久，涿州冬季气

温将在 0℃以上。 

二二二二、、、、气候变干情况气候变干情况气候变干情况气候变干情况    

本地区气候变干情况，可由下面一组水文资料来说明： 

1．自然降水量以较快的速度减少：涿州市五十年代平均年降水

量为 747.3mm；六十至八十年代平均年降水量 556.4mm，比五十年代

减少 190.9mm；九十年代前五年（从 1989 年算起）平均年降水量

486.4mm，比六十至八十年代减少 60.0mm，比五十年代则减少

260.9mm。 

2．涝灾减少或趋于消失：涿州地区，自 1963年发生大洪涝以来，

三十年来尚未发生过一次洪涝，历史上未曾见到连续三十年不出现洪

涝的情况。而且沥涝也大大减少，从 1964 年发生沥涝之后，三十年

来仅出现过四、五次局部轻度的沥涝。涿州过去所谓“三年一小涝，

五年一大涝”的历史已被连年干旱代替了。 

3．地上水消失：随着自然降水的减少和农业、工业用水的增多，

涿州乃至华北的河水断流、坑塘干涸、地面水消失。清末民初期间，

涿州北关拒马河大桥通往天津的货船一年四季络绎不绝，五十年代河

水减少、不能通航；但直至六七十年代，拒马河尚常年有水。五六十

年代，涿州遍地坑塘盈满、沟渠纵横、水流淙淙。尤其是州西，遍地

是水，农作物以水稻、荷荠为主。直到七十年代前期，稻地八村仍以

自流泉水种植水稻。到了八十年代，河流变干，遍地的沟渠、坑塘干

涸，州西的泉水枯竭（要靠打井种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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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下水急剧下降：据涿州南关近三十年的地下水位观测资料，

1966年地下水位为 6.1m，到八十年代末降至 10.6m，下降 4.5m。 

由上述一组水文资料可以看出：涿州地区自五十年代以来，自然

降水大幅度减少，地上水迅速干涸，地下水急剧下降，淡水危机已见

端倪。 

三三三三、、、、气候变暖变干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气候变暖变干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气候变暖变干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气候变暖变干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1．冬季变暖地提高冬小麦产量有利。涿州处于华北冬麦区的北

部边缘，历来冬季偏冷、夏季高温和春季较短是制约本地冬小麦产量

的主要因素。在同等水肥条件下，总比石家庄及其以南地区的产量低

一个台阶。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涿州小麦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由生产队时代的亩产 100公斤提高到 200公斤左右，但是再上就困难

了。自从 1989 年连续出现暖冬以来，本地小麦产量又上了一个新台

阶，除 1991 年因麦蚜为害产量略低外，连续四年亩产在 250-300公

斤，好的达 300-350公斤。已接近或赶上石家庄地区的水平。由此可

见暖冬对提高小麦产量的有利程度。 

2．气候的加速变暖变干将加重华北地区的旱灾并加速淡水危机

的到来。不仅将影响全年农业收成，而且将增加农产品的成本和工业

品成本，还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难。缺水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

和人们生活的一大难题。 

3．气候变暖变干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增多疾病。气候的变暖变

干，乃是人们生活大环境的阴阳失衡、阳盛阴衰。人体必然有一个不

适应阶段，加上空气污染、水污染的加重，以及人类食物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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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化、高热量化，预计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心血管、脑血管

乃至癌症等疾病还将有增多趋势。事实证明，近几年超常的暖冬干冬，

使人们的得病率增高，医院、诊所病人爆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四四四四、、、、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气候的加速变暖变干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涿州市

在考虑今后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建设战略时，必须充分

重视以养水、保水为中心的地理环境的优化。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1．利用冬季变暖的气候趋势，扩大冬麦种植、提高小麦产量。

本市历来冬冷这个小麦生产的制约因素解除后，小麦产量主要决定于

水肥和管理，加之小麦生长季内降水减少，小麦产量的可控性、稳定

性增加，可以大胆地浇水施肥，来提高本市小麦的单产和总产。 

2．植树造林、绿化全市、涵养水原。建议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将全市可植树而尚未植树的地面（估计约有 70%）充分植树。达到充

分植树后，涿州市的林木数量可增加两倍以上，加上部分灌木，林木

覆盖率可提高到 40%左右。有了这样的林木覆盖率，不仅可以涵养水

源，而且可以使本市降水量增加。有人说：整个大气候在变干，局部

小环境岂能招来多雨？其实不然，正如全世界的鸟类在变少而局部林

木环境可招来鸟类的密集一样，只要有一个县范围的绿色、湿润环境，

就可使越过本地上空的云团降下雨来。这样，本市雨量将再次增多。 

3．在全市开展蓄水、保水、节水运动。首先是市府及水利部门

要把本市的蓄水、保水、节水问题提上日程，并把水利工作的重心由

防汛转移到防旱方面来，真正认识到防旱、防淡水危机的重要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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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性。然后是制定规划，付诸实施。 

关于蓄水。根据地形在全市建大小不等的蓄水池。每到雨季将泾

流导入蓄水池内储存，做到夏季不使降水流出市界。一旦河中来水，

通过引水，将全市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储满。不仅要蓄地面水，有关专

家还应研究地下水的蓄存方法以蓄存地下水。 

关于节水。检查和限制城市和工业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浪费，研究

和实施农业灌溉的节水技术和方法，发动全市人民开展经常的节水运

动。 

关于防止水资源污染。要限制工业污水，城市污水的滥排放；进

一步建设污水处理和净化设施；对小型化工厂、造纸厂要严格限制，

少建或不建。充分注意全市的长远利益。 

4．预防因气候变暖变干带来的疾病。由于我们的气候大环境趋

向阳盛阴衰，预计未来将以高血压、心血管、脑血管等阳性疾病居多。

卫生医疗部门应有思想准备，并及早采取防治措施。本地人民的防病

和养生之道，总的原则是适度避阳而就阴，尤其对饮食之道，要注意

适度减精而增粝、减浓而就淡。这样对健康延年更有好处。 

【彭飞（农业气象工程师）赵玉芬（气象测报助工）涿州报 1994 年

3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