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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時間］

2004年８月４日（従日本出發）～８月19日（回國）

［参加人員］

榧 根  勇〈愛知大学 COE高級研究員〉

藤 田 佳 久〈愛知大学文学係教授〉

宮 沢 哲 男〈愛知大学経済学係教授〉

大 澤 正 治〈愛知大学経済学係教授〉

宋　献　方〈中國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教授〉

李　発　東〈地理研究所大学研究生〉

　　　　　　　　　　　　　共６名

［調査目的］

　　本次調査是有関水資源缺乏的中國山村地区的環境改造技術的調

査。特別是以山西省的植樹造林活動，脱硫石膏技術來対夲性化土壌的

改良，家庭生活廃水的土壌処理，NGO 活動等等為中心來実施進行的。

在中國山西省的実地調査紀録

藜 功  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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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山西省実地考察的相関内容

調査日記

８月４日（星期三） 北京市　西蔵商厦★★★★

不含双人早餐（30元）、１宿418元

１元＝13.5日元（８月４日現在）

　　我乗坐南方航空公司（和 JAL 共同運行）航班，
従成田抵達北京。機内基本達到満員。在北京機場，
宋献方來迎接的我。従名古屋出發的藤田佳久和宮

沢哲男両位調査人員在1個多小時前已経抵達北京

機場，他們先去了賓館。我們住在四星級的西蔵賓

館，熱水供応服務倒是不錯，但衣架，衣服刷之類

的物品倒没有配備。電視可收到36個頻道（各個

省的電視頻道都有，后來了解到中國的電視可以收

到大約100個電視頻道），好像還有收費電影，播

放外國的成人電影。
　　18:30‒21:00

　　在大宅門餐庁，邊看着京劇，同時挙行了盛大

的宴会來歓迎我們。
　　出席者： 劉昌明，郭，宋，于（女性，副主任），

房（所長助理兼所為主任），鄭（地

理研究所司機），藤田，宮沢，榧根。

８月５日（星期四）　西蔵大厦★★★★

　　為了表示敬意，我們訪問了地理研究所。当時

劉紀遠所長外出不在，我們與副所長李秀彬進行了

交談。
　　10:00‒12:00

　　按当初的要求，榧根勇作了関于 “健全的水循

環” 的講演会。大約有20人出席了講演会，大多

是在学研究生。在与愛知大学相連的電視上，看到

了村田安先生和鈴木幸穂小姐。講演用了為今年秋

天的熊本日本地下水学会研討会而制作的 power 

point，演講強調了在完善地保護水循環時需要 “人
為調整” 的必要性。劉昌明似乎很能理解這一点，
並説榧根応該通過網絡将這一哲学向全世界發布。
可能有一部分是趨于礼節他才這麼説的，不過中國

人対健全的水循環能垉抱有這様的興趣我已経感到

很満足。

　　14:00‒16:30

　　挙行了 COE-ICCS 環境研討会，中方的研究

人員列席参加。
　　代替高出席的石福臣（南開大学）在東京大学

研究生院農学院做過研究。学位論文是《関于中國

東北部落叶松的生態・生理特性的研究》。鈴木教

授（日本林学会会長）是他的指導教師。他対植物

分類與生態学，特別是対塩類土壌土地的環境問題

和流向海河的北京的汚染物質的流出問題抱有濃厚

的興趣。因為対水和植物的相関問題也很有興趣，
所以対本次的 COE-ICCS 也很関心。

８月６日（星期五）　西蔵大厦★★★★

　　09:00‒12:00

　　我們参観了地理研究所的図書室，購買了中國

科学院發行的関于環境的係列叢書，並在附近的郵

局辧理了船運方式把書郵寄到愛知大学的相関手

続。下午我們去了頤和園，游覧了世界文化遺産佛

香閣，16点開始返回賓館。
　　17:00‒21:30

　　応宋献方的邀請，與宋献方的一家四人還有孫

夫婦一共七人在北京孃鴨的名店 “全聚徳” 共進了

晩餐。餐庁所在街道的霓虹灯很華美，餐庁也很気

派。但北京的夜晩，由于空気汚染物質降落下來，
空気中略帯有一些異味。
　　回到賓館時，藤田，宮沢，大沢正治三人正在

賓館大庁的嫺嚠庁里閑談。他們注意到在中國，厠

所（車站等）→洗手間（地理研究所）→衛生間（賓

館）的這種対文字選択的変化和日本的厠所→盥洗

室→化妝室的変化很相似。随着中國不断富裕的同

時，中國社会也必将会在各個方面發生文化上的変

化。

８月７日（星期六） 大同市　京原迎賓館★★★★

含双人早餐　460元

　　在地理研究所，與劉院士道別后，和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５號的環境研討会的魯奇先生（2004

年秋天学期的愛知大学的 COE-ICCS 訪問教授）見



【照片１】  黄土高原斜坡地的耕作方式。為防止雨水的流
失，耕地周邊建有土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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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
　　09:50‒
　　我們乗坐地理研究所的微型汽車従地理研究所

出發，行使在通往大同的高速公路上。我們日方的

四人和宋献方，李發東（研究生），鄭（司機）一

共七個人。很可惜 RA 的小島三多因病未能和我們

同行，也許是因為空出一個位子，所以在車里坐着

還是比較舒服的。雖説在六環，八達嶺，昌平都要

求限速在110公里以内，不過我們還是以150公里

左右的時速在行使。一過八達嶺，空気汚染基本上

没有了。因為給北京供水的官方水庫的水汚染状况

很厳重，已経不能再用，所以在宣伝牌上経常可以

看到 “改善” 的字様（参照照片41）。而且日語 “環
境改善技術” 好像在中國也可以通用。
　　11:20‒
　　開始看到侵蝕臺地的侵蝕谷，還有写有 “緑色

大地” 的宣伝牌。当離大同還有156公里時，我們

已経進入了黄土高原。
　　14:00‒
　　我們在路邊的農村小餐館吃了午飯。
　　作為第四紀黄土堆積層標識地，小長梁遺跡和

泥河湾遺跡群被大家所熟知。侵蝕着黄土高原的啀

坡很深。当看到在山脊的頂部，為了尽可能多的譲

雨水滲透到土里而做的水土保持工程方法（照片１）
時我很感動，並拍了很多照片。后來，看到高速公

路旁的宣伝牌的介紹，我們去了一個博物館，但是

並没看完，因為那個宣伝牌写的内容並不真実。在

離大同還有111公里処，遠遠能看到大約有60節車

廂連在一起的運煤列車，遠処還有個磚廠。
　　16:16‒
　　在進入山西省境内，離大同大約42公里処，
看到很多羊，有一股很刺激味道撲面而來。在右手

邊有燃焼煤炭來發電的火力發電廠，大的有２座，
小的有４座。進入大同市区后，到処都在大興土木，
譲人感到很雑乱。在預定的賓館的大庁里，有一個

很大的金色的布袋和尚的坐像（后來才知道不是布

袋和尚是弥勒佛），賓館大庁櫃臺后面的壁画也是

一個大的阿弥陀佛的画。這里不愧是佛教最初流伝

的地方。在賓館吃的晩飯，七個人一共花了150元，
因為是地方城市所以物価比北京要便宜很多。在北

京頤和園入口処，面向普通老百姓的比較便宜的餐

庁里四個人的午餐也要86元。在亜洲杯上日本隊

３比１勝了中國隊，在北京引起的大騒動，這邊似

乎並不知道。

８月８日（星期天）　京原迎賓館★★★★

　　訪問了緑色地球網絡（Green Earth Network 的

漢語翻訳名，簡称 GEN）的大同事務所后，與所

長進行交談，並希望対方能帯我們去実地参観。所

長叫武春珍（女），有家庭並有孩子。挧是由大同

市調遣來的公務員。副所長叫魏生学，同様是由大

同市調來的公務員。外事聯係員叫李海静（女），
是 GEN 在当地聘用的，月薪是600元，好像下個

月要結婚（聴鄭説的）。従所長和副所長都是大同

市調派來的這件事可以看出，在中國 NPO・NGO

活動是由它的独特之処。
　　我們在李海静的帯領下向 GEN 的 “杏樹村”
出發。但是由于道路被封閉的原因，我們並未能参

観到以在100年内恢復自然植被為目的的 “100年

自然植被試験地”。前幾天，高見幇雄事務局長去

的時候，繞了14個小時的路才到了那里。本來想

看看種杏樹的人們所居住的村落，可惜没有看到（因

為正在修路的原因？）。
　　中國的行政組織是按省→市→県→鎮（城市地

区）再到郷（農村地区）→最后是村的這様一個順序。



【照片２】 “杏樹村” 的杏樹林中的杏樹已経長大到能垉
結菓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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郷・鎮・村是在人民公社組織瓦解后而出現的行政

組織。以前除了市之外還有郡，為了行政的簡約化

把郡取締了，重新編到了市里。所以大同市，既包

含城市又包含農村。在使用統計資料的時候還需要

注意到這個特点。在路上可以看到 “發展環境林”，
“保持水土”，“経済林　希望工程” 的宣伝牌，還

有羊，玉米，土或磚建造的家。
　　第一個目的地是呉城郷的 “杏樹村” 的杏樹林

（照片２）。這里緯度南緯38°49′06″，経度是東経

113°38′09″，標高是1287米（位置和標高是李發東

用 GPS 測定的）。這里農民人口為6000人，平地少，
只有旱田，而且不能進行潅漑。旱田有6000畝，
在没有別的資源，是最貧困的村落之一。在94年

作為経済林（経済林是以経済收入為目的的樹林，
環境林是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樹林）的810畝地種

植的都是杏樹。2‒3年内投入4000元（？）。当初

村里的人並没有認識到杏樹的重要性。種植了４年

后，開始出現利潤。高見通過預備調査，把此地定

為了候選地。現在把杏兒用來做菓汁，可在以前並

没有人有做菓汁這様的想法。而且杏兒的皮還可以

用來作中薬。土地雖説是國家所有，可管理可以是

個人來做。現在一畝杏樹林的年收入是1000元，
以前的旱田一畝只有50元的收入。現在一戸可有

２萬元的收入（？）。一畝為6.67are（one are 是

100平方米）。
　　NPO 的工作是種植樹苗，並進行４年的修整

護理工作。那些技術是中國的伝統技術，但是作為

防風林的黒松（油松）的種植用的是日本的技術。
1980年以前，河里的水還有很多，可現在減少了。
地下水位也正在下降。今年，下了一些雨所以河里

還有些水。政府方面対保持水土的意願也很強，已

経投入了17.5億元資金。杏樹的経済林已経拡展到

了29個郷鎮。在中國，作為公務員的郷鎮幹部，
都是従党員中任命的。只有村長是直接選挙産生的，
而村長並不是公務員，其收入是由村集体供給。“杏
樹村” 的村長是騎着摩託車來到杏樹林接受我們的

調査訪問的。11:00時離開杏樹林去了北岳恒山懸

空寺（國家級重点風景名勝区，國家4A 級旅游区，
全國重点文物保護単位，山西省五大著名特色旅游

景区，山西十佳旅游景区）。据《中國國家地理》
雑志称，山西省70％的古代建築物在此，中國的

根也在此。可能是因為星期天的縁故，有很多的游

客來訪。在中國，旅游正在成為很重要的産業。攀

登通往建在峭壁上的寺廟的啀峭石階可是件很要体

力的運動。因為体力問題，我們放棄了去観看旁邊

的水庫的計壤。午餐我們是在渾源県城（県城所在

地）的老廟飯店吃的刀削面（山西省的名吃），壘

辣湯，南瓜和土豆，羊雑碎湯以及煮土豆塊。游覧

了懸空寺之后，我們去了環境林的種植地。路上我

們看到羊都在路邊吃草，看來在這里不需要為家畜

割草。這和印度是一様的。
　　三十三里舗村，北緯40°09′56″，東経113°33′
09″，標高是1354米。在這里可以看到 “封山育林”，
“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禁牧放火”，“種樹管樹　

栽樹種草　公民義務　生活改善” 的宣伝牌。為了

培育防沙的環境林（公有），将黒松和沙棘間隔両

米左右的距離交織地種在一起（照片３）。沙棘的

菓実是制造濃香味菓汁的原料，而且還可以預防虫

害。種植沙棘是高見的想法。大同県的聚楽郷的植

樹成功率達到了90％以上。在種植中，施肥和澆

水的度很重要。為了預防松樹幼苗的凍傷，要給在

冬天種下的樹苗添加些土用來防寒。這様需要２年

的人工修整。在這里可以看到 “禁放牧” 的牌子。
　　大同市青年植場，正在実施緑色地球網絡的喜

鵲林工程，這里位于北緯40°11′02″，東経113°32′



【照片３】  三十三里舗村。油松的植林地。今后就等着油
松的生長了

【照片４】環境林中心，廃水再利用的水池。左二為武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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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標高1320‒1610米，平均気温6.4℃，無霜期

110天，面積487.3公頃，這里是黄沙發源地之一。
在山谷底部有泉水。用抽水僣把水抽上來，儲存在

水槽里。這些水的各項指標位 pH 82，EC570μS/cm

（宮沢測定的）。聴説高見在這片森林（不久応該会

長成森林）已経定下了自己的墓地。最初的造林植

樹活動失敗了，現在基本上已経成功了。体鶉之類

的生態係統也正在恢復。我們認識到在由于文明而

帯來的対森林的嬶伐的這種近代化以前，人類的活

動已経引起対環境的破壊。文明化就是対森林的嬶

伐，将其作為木材或燃料等進行消費。在這塊地方，
北魏時期曽経是國都，是發達的地区。所以説 “中
國的根在此”。在這塊土地上，我們再次認識到文

明化所帯來的対森林的嬶伐這一事実是不小的收

獲。18:00点我們回到賓館，晩餐是在賓館外吃的。

８月９日（星期一）　京原迎賓館★★★★

　　我們去訪問中日合作緑色環境林中心（與昨天

相同的事務所）。這個環境林中心在平旺村，北緯

40°01′48″，東経113°11′24″，標高1427米，総面積

是326畝。在資金上，三年内日方提供80萬元，大

同市提供10萬元。326畝土地租借20年，要向政府

交納26萬元的租借費。所長和副所長由大同市総

工会（政府組織的一部分，但類似于工会）派遣。
毎年各項工作的運作大約需要150萬元，根据各年

的情况会有変動。資金不足的情况下，工作的量也

会相応的減少。高見與青年聯合会的幹部達成一致

意見，将継続合作20年，並已経向大同市提出了

申請。武所長是文科出身，最初是青年聯合会的秘

書，后來調到了総工会，98年開始做到環境林工作。
現在，環境林中心里共有11人。這個地方，風很大，
近幾年又比較幹旱。基本上也不太下雪。一年里大

約有10天要出現大的風沙。2000年日本的駐華公

使也來這里視察過。
　　以附近的煤砿住宅区排除的家庭汚水（含有屎

尿）作為原水，通過土壌処理后作為苗圃的潅漑用

水。処理過的水旱夲性很強。使用了処理水的池子

現在被用來作公開展示用（照片４），在池子里還

有金魚在游動。目前，土壌処理設施工作地很正常，
没有出現過大的問題。劔澱物也作為肥料在使用。
池子里安有自動装置，会定時給水池中注入枩気。
大同市，擁有這様的水池的煤炭住宅区共有15個。
武所長希望這様的処理方式能成為分散型水処理設

施的模型得到推廣。
　　環境林本來的目的是為了保持水土，現在已在

160個地方，植樹達3700公頃。這其中有40個地方，
共400公頃是経済林。環境林這項工程具有模範的

価値，受其帯來的刺激，環境林開始拡大到大同市

的其它地区。杏樹帯來的收入，７成帰農民個人所

有，三成用于教育，即 “希望工程”，根据高見的

看法，這一工程応該是成功的。最初，失敗了很多

次。50年代種的是楊樹，因為長得太大，30年后

就不能成活了。80年代種的是松樹。在92年和93年，



【照片５】嘗試栽培各種樹苗，以發現適合当地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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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的樹苗都枯死了。后來發現，植樹造林的方法

是主要原因。這個事務所的用地面積很廣，培養了

各種樹苗，並在圦適合夲性土壌環境的樹苗培育実

験（照片５）。楊樹的樹叶很大，生長30年就会幹枯，
而像新疆楊樹這種叶子小的樹種也可以在試験地看

到。槐樹作為種植在街道両旁的樹，其樹苗已経成

了商品在出售。白蝋樹，雲杉，還有柳樹都在実験

中。花卉也在培育中，不過現在還処在自給自足階

段。
　　山西省有些地区曽是太平洋戦争的戦場，高見

第一次去那里的村庄時，被投擲了石塊。高見可以

説也是為戦略家，他首先和孩子們拉起手，現在已

経很受大家的歓迎。種下一學杏樹苗要経過４年才

可長成成樹。最初参與這項活動的有20位日本人，
可是大家不断退出，現在只剰下高見一個人。2001

年，高見被中國政府授予了國家友誼奨（年内50

位外國人獲奨者的一位）。午餐時受到盛大的款待

（作為 NPO，受到這様的待遇是很罕見的），並把

培養環境林的活動状况制作成録影帯。這個録影帯

可以在大阪的 GEN 的本部購買到。
　　当被武所長問到 “有何参考意見” 時，高見是

這様回答的：“第一是要継続自己現在的工作。要

譲環境林事業獲得更大的成功，並受到好的評価。
在将來，如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賺了銭的中國

人能替代日本的 NGO・NPO 進行援助的話，這将

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之后，我們参過了雲岡石窟（世

界文化遺産，全國重点文物保護単位，國家4A 級

旅游風景区，全國文明風景旅游区示範点）。17:35

回到賓館。

８月10日（星期二）　京原迎賓館★★★★

　　天気預報説北京、太原還有新疆下了大雨。今

天的気温為25℃，有雨。還看到在日本因為核電

站事故４人死亡的新聞。
　　本來打算8:30従賓館出發的，但是為我們做向

導的姜森林研究員従太原坐夜間長途汽車在清晨到

達了賓館，為了表示感謝我們進行了短暫的交談。
姜先生的名片上写着：日中合作 JICA 項目山西省

塩地改良実證調査負責人、山西省農科院嵳瑰栽培

加工基地負責人、山西省農村能源（沼気）技術指

導専家組組長。沼気是指従糞便中制造的有機気体。
而放置糞便的地方則為沼。交談后，我們于8:50従

賓館出發了。経由大運（大同 ‒運城）高速公路到

達懐仁，並在10:40到達夲性土壌改良試験地。
　　金沙灘鎮曹庄村位于北緯39°38′59″，東経112°
57′15″，標高為1088米。這里的村庄土壌夲性化很

厳重的，正処在土壌改良的実験中。使用的土壌改

良剤是以 DS-1997（崎玉県正在日本申請特別許

可）、脱硫石膏（受日本的 ODA 援助的太原發電

廠的脱硫装置中産生的物質，大同的發電廠還没有

脱硫装置，正在預計安装）、煤炭焼却灰以及風化

煤炭和煤炭灰為原料的中國産土壌改良剤國産１號

（含有硫），以及國産２號（含有石膏）。従崎玉県

獲得了40噸 DS-1997的援助。一公頃将撒放2250

公斤。
　　形成小水池的最低地点位于北緯39°39′43″，東

経112°56′16 ″，標 高 為1047米，pH 9.4，EC320。
這個村本身就位于加在西北側和東南側両個平行山

脈中間的大同盆地的中西部，従整体上來看，処于

地下水廣域流動係統的流出地域，但是因為存有比

高数十米的微起伏，形成了地下水的局地流動係統。
所以土壌条件也受到微起伏地形的影響，相当于局

地流動係統的流出地域的較低的土地就会形成夲性

土壌，相当于涵養地域的較高的土地則成了環境較

好的耕地。当地的農作物多為玉米。這個盆地的夲



【照片６】 夲性土壌的低窪地中的水窪。宮沢先生正在進
行水質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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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土壌的成因，可以看作為地形＋水＋土（堆積的

黄土使毛管上昇至很高）所導致的。地下水位在地

表３米以下，地勢較低的土地其滲透性較小，水無

法滲透到土壌里，就形成了小的水池（照片６）。
水能垉積蓄起來可能和今年夏季雨水多也有関係。
利用 JICA 的援助旡掘的水井的水質状况為

pH 8.30、EC600μS/ ㎝、水温為10.3℃。土壌的改

良有必要対土壌進行物理性質（制造出団粒構造，
提高滲透能力）和化学性質（降低夲性濃度）両方

面的改良。而且需要在３年的時間内進行連続的改

良試験。改良試験成菓的詳細情况在参考文献之一

的 JICA 報告書中有詳細記載，在此就省略不多談

了。下面只対個別要点作一些紀録。
・使用脱硫石膏＋DS-1997進行土壌改良是有可能

的。
・不管使用 DS-1997、脱硫石膏或是煤炭灰的其中

一種是無法獲得成功的。
・在使用了脱硫石膏后再使用煤炭灰是有效菓的。
・不論是 DS-1997還是國産改良済都処在試験階

段，還没有投入市場。
・農戸的関心度很高，可資金是個問題。土地的所

有権在國家，為改良的土地面積有3‒4萬畝。如

菓１畝所需経費為100元的話，対農民來説応該

可以接受。
　　在15:00時，吃了午飯，吃的是四川菜重慶火鍋。
　　在17:00，我們回到了賓館。

８月11日（星期三）　忻州市五臺県臺懐鎮 

茅蓬山庄（北京大同招待所）★★

（榧根勇的評価）

　　這個山庄当初是作為林彪的別墅被建造起來

的，可他本人一次也没使用過就因為政治上的失敗

死了。
　　這個山庄位于北緯39°01′27″，東経113°35′27″，
標高為1840米。
　　出了大同后，我們上了大運高速公路，在応県

下了高速公路進入一般公路。一般公路也舗設地很

好，路旁種植的白楊樹正在不断的生長。我們還渡

過了分成三条支流的桑幹河（照片７）。河牀上種

有玉米，還可以看見廏牛。在左手邊還可以遠望到

応県木塔。而且還能看到白色的羊和灰色的羊，油

菜花，種有土豆的耕地和煤場。進入山路后可以看

到満是窰洞的村庄。而且還能看到“封山育林”、“退
耕還林”、“天保工程”、“興山富民”、“緑色是人類”
和 “禁牧” 的宣伝牌。過了東山后，大片森林就映

入眼簾。而且可以看到 “天然林保護区”的宣伝牌，
這応該就是自然林（照片８）。従高度和雨量等条

件上來説五臺山地是比較適合森林的生長。以前這

里応該有大片的森林。従宣伝牌可以理解到中央政

府在植樹造林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為山西省的

北部是給北京帯來黄沙天気的源頭，可以説這也是

為了2008年奥運会而実施的対策之一。13:30我們

到達了茅蓬山庄，当地気温為21℃，稍微有点凉。
　　五臺山是中國的四大佛教聖地之一，供奉的是

文殊菩薩。据孫波（1998）称：“文殊是釈迦牟尼

的左臂侍衛，具有非凡的智慧，在四大菩薩中被称

為大智。文殊與右臂侍衛普賢菩薩一起站立在釈迦

牟尼佛的両邊，這一佛二菩薩被称為 ' 華厳三聖 '。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撥出巨額資金対寺廟進行

了修復和重建；僧侶們也将布施來的財物投入到佛

像的修復和鑿刻、殿堂的修繕和寺廟的修整上。”
宗教也就這様一直存続下來了。
・殊像寺・文殊寺……五大禅寺之一（照片９）。

文殊菩薩像高達９米。



【照片９】 五臺山的殊像寺。有很多参拜者。寺院有
生命力

【照片７】 桑幹河里只有少量的流水。請留意河道中
的玉米田

【照片８】在五臺山，処処可見這様的自然林

【照片10】 五臺山鎮海寺。周邊的山是松林。宗教設
施起到了保護環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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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海寺……其標高為1611米、是西蔵佛教和道

教的寺院。僧侶的衣服為紅色（其他寺廟僧侶的

衣服為灰色），寺内有捨利塔。寺廟群最南端的

啀坡是一片黒松林，有一種深上幽谷的景象。我

們在寺院還買了木制的大佛珠（照片10）。
・普華寺……３個佛。

８月12日（星期四） 太原市 太平洋酒店★★★★

早餐除外　528元

　　作為政府宣伝教育的一環，早晨７点，大同電

視臺的電視節目《五臺山環境問題、土壌侵蝕》播

放了有関空気汚染的片子。従電視臺播放的電視節

目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環境問題上加大了治理力度。
之后看到太原有大雨的新聞。夏季，在半幹旱的地

区能悁到大雨可以説運気不錯。
・五臺山碧山寺　廣済茅蓬　釈迦牟尼佛　南無大

智文殊師利普薩（照片11・照片12）
・顕通寺的３個佛像……南無釈迦牟尼佛像是主佛

在最中央，左邊侍衛是阿米駝如來佛像，右邊侍

衛是薬師如來佛像。寺内還有黄金做的楼閣。楼

閣上刻有文殊千佛像和南無吉祥菩薩。這里標高

為1720米。顕通寺是在佛教最初伝入中國時建

起的寺廟之一，和洛陽的白馬寺一様有着悠久的

暦史。在顕通寺門前的旅游購物街上，一直回蕩

着舒緩而又動聴的念誦佛経的声音。我們還買了

佛経的 VCD 和磁帯，還有３個夜光小佛的項鏈

墜子。
・金閣寺……在大同的賓館里有一個赤裸上身的金

色坐像，可能是弥勒佛。
・南禅寺……是唐代最古的木造建築物，離五臺県

城有20公里遠，応該位于我們前往太原途中。
本來是很想去看看的，可是没有看到相関的路標



【照片11】 五臺山碧山寺。僧人頭頂的大焼仭，暗示着刻
苦的修行

【照片12】 従碧山寺遠望山腰的森林。自然林？或是
人工林？

【照片13】太原賓館内的散装飲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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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牌，並且当時還在下雨，最終没能去南禅寺。
　　在高速公路上行駛了大約50分鐘，我們在18

点到達賓館。因為是臨時改建的賓館，有点粗制濫

造的感覚。賓館前用石頭舗設的道路也是凹凸不平。
作為四星級賓館，其相対的設備可以説是具備了，
可服務質量還是很低（照片13）。在太原市内可以

看到很多大小不一的桑那浴場。其中有一些外観看

起來像宮殿。許多都不過是澡堂，現在都進化成了

桑那。可能是因為冬天這里非常寒冷，所以發源于

北欧的桑那也比較適合這里。而且在韓國，桑那也

很受歓迎。除此之外，当地的一般家庭里可能還有

浴缸，這可能也是桑那衆多的原因之一。到了晩上，
総是有女的打電話來詢問是否需要按摩服務，非常

惹人厭。

８月13日（星期五）　太平洋賓館★★★★

　　姜同志來賓館接我們。
　　9:40我們従賓館出發前往山西省農業科学院土

壌肥料研究所。由張強所長、王立志書兼副所長、
周懐平副所長、恠嚠翻訳（日語）等幾位為我們作

詳細地説明。可能是正在実施 JICA 的項目的原因，
這個研究所才配有了日語翻訳。恠嚠是在山西大学

学習的日語。雖然没有在日本留学的経暦，不過日

語還是非常流利。我們参観的実験室被指定為山西

省重点実験室（主任是女性），保持水土和防止荒

漠化是這個実験室的研究目的。這個研究所與北京

農業科学院、山西省農業科学院共同合作，與

2003年開始毎年招收4‒5名研究生，2004年開始独

立。現在正在和山西大学磋商打算共同合作招收博

士生。
　　這個研究室的正式名称是山西省土壌環境與養

分資源重点実験室。其純水制造装置、超純水制造

装置、離子分離、原子吸光、原子枅光光度針、
N3成分分析装置、恒室温等等都是在 JICA 的援助

下配備的。在参観完実験室后，張所長（照片14）
用 power point 為我們詳細説明了 “JICA 合作項目”
的具体情况。夲性土壌的調査已経進入第五年。其

背景是山西省北部属于大陸性気候，処于盆地，受



【照片14】 張強所長在使用 Power Point進行 JICA
項目的説明

【照片15】 土壌肥料研究所内設有的，
介紹 JICA項目的展板

【照片16】 我們調査小組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就土壌改
良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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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質、地下水等条件的制約，夲性土壌的分布在

不断拡大。以前，用水対土壌進行清洗，但因為成

本過高，最近開始采用化学的方法。97‒99年，在

懐仁県首次使用崎玉県農業研究所日高伸博士設計

的土壌改良剤 DS-1997進行試験，並獲得了顕著的

效菓。在99‒2000年，JICA 三個代表団來到山西

省並制作了合作備忘録。本來協商従2000年４月

開始進行２年的合作，后來又决定延長１年，到

2003年的４月完成合作（照片15、照片16）。在

2004‒2005年，崎玉県使用 DS-1997和脱硫石膏継

続延続着這個合作項目。以下只対一些要点進行描

述。詳細内容参考報告書（國際協力事業団農林水

産調査部，2003）。
・太原發電廠的脱硫石膏含有2.4ppm 的水銀，但

並没有出現不良的影響。
・使用 DS-1997和脱硫石膏后，土壌改良的效菓不

錯。但是，這個效菓在逐年降低。
・國家的土地利用政策従糧食生産転変為種植草地

以及其他植被。這個研究所也在配合國家的方針

政策，正在研究草（群雀蘭）、白楊和紫苜蓿等

植被的生長状况。
・掵酸幵類的夲性土壌的話，平均１畝地有2‒3個

塩盤。対塩盤的土壌改良非常困難。
・為了普及土壌改良，一直在召開現場討論和研究

成菓報告会。並有150名農民也参與其中。研究

者之間也有不断的交流，農業科学院有15名以

上的研究者去過日本，而崎玉県也有研究者來中

國這邊。現在正在向 JICA 申請土壌改良和飼料

栽培兼備的（畜牧→糞→土壌再循環）新研究項

目。今后的計壤有必要将生態環境和農民生活同

時考慮進去。畜牧生態経済区、雁門関。
・預定将煤炭灰用于改良済，但是光用煤炭灰会出

現養分不足現象。在80年代，煤炭灰被混到水

泥当中用于建築上。
・現在，石膏被用來制造石膏板。
・山西省的農民只従事農業的話，生活会很貧困，

他們一般都従事煤炭搬運之類的副業。牛、羊、
猪等家禽数量也不断増多。農作物方面，玉米輸



【照片18】関于周柏的中英文説明【照片17】 3000年樹齢的周柏。這個地方，只要有条件也
能培育大樹

【照片19】 喬家大院内，電影 “大紅灯篭高高挂” 的拍攝
地。很受游人的喜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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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省外，同時従省外購入小麦。近年來，老百

姓的食生活也不断豊富起來。在中國雑糧也開始

被人們所重視。
　　中午，在太原市内的餐庁受到了研究所的招待。
之后，我們参観了晋祠博物館（全國重点文物保護

単位，國家4A 級旅游区）。晋祠是一個名園，以

難老泉（不論歳月的変遷，泉水也不枯竭的意思）
而著称，但是由于煤砿的排水，地下水位已経下降，
在10年前泉水已経枯竭了。20年前，宋同志還親

眼看到過噴湧的泉水。周柏（周代的柏樹）是有

3000年樹齢的古樹（照片17，照片18）。傍晩，我

們受到宋献方的大学同学（某公司的経理，男）的

邀請，還有他們的同学裴女士（地質研究員）我們

一起在太原的面食店（山西菜）共進了晩餐。山西

省的中・高級餐庁里都是些不到20歳的年軽女孩

在做服務員，臨走的時候還親切地説一声慢走。但

是這家餐庁是國営的，対客人不是很親切。這家店

的名字叫 “三晋一統”，表示的是只有這里才有的

意思。山西省的汽車牌照是以 “晋” 字開頭。順便

提一下 “冀” 表示的是河北的車。車牌照的第一個

字都采用各省過去的國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８月14日（星期六） 臨汾市 紅楼大酒店★★★

包含早餐　398元

　　喬家大院：清朝晋商大族的旅館，現在用于観

光事業，不再用于居住。中國電影《大紅灯篭高高

挂》的拍攝就在這里進行的（照片19）。我們購買

了這部電影的 DVD。在山西省，除了這里之外，
能垉顕現出過去山西商人的繁盛景象的王家大院和

渠家大院都被保存下來了。
　　平遥古城：保存有城墻的城市，被列為世界文

化遺産（照片20）。在平遥，直到現在還有人生活

在城墻的内部（照片21）。冠雲牛肉是這里的有名

産品。這里有很多餐館和土特産店舗，而且還有学

校和寺廟。据《中國國家地理》称，這里依旧保留

着明清時期古城的原型。我們購買了旅游指南手册

（李，2001），詳細的情况可以参考這個旅游指南和

《中國國家地理》。
　　臨汾市的中心地区建有一座紅楼。我們下榻在

和這個紅楼有一点相関的紅楼大酒店。房間里牀的

旁邊有一張写着 “請参加環保衛士活動” 字様的嫐

片。嫐片上還有用漢語写着 “為了保護環境，如菓

弸不需要換洗牀単被罩的話請将嫐片放在枕頭上”



【照片22】 従車中遠望：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的一個例子

【照片20】 世界文化遺産的城墻城市，平遥古城。該地
方雨水稀少，露土

【照片21】 平遥古城的主要道路。希望今后能垉保持現
在的状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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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様，還有用英文写着 “Please join in to create 

‘Green Environment’”的字様。在地方城市的賓館里，
竟然可以把環境保護的宣伝做的這麼徹底是我没有

想到的。因為，当天我感到胃不太舒服，所以没有

吃晩飯。

８月15日（星期天）　陽泉市　陽泉賓館★★★

328元

　　従臨汾市到黄河壺口瀑布，我們穿越了黄土高

原地帯的両座山，大約花了４個小時，途中我們路

過了吉県的県城。透過車窓看到了玉米地、窰洞村、
蘋菓林、植樹造林地、自然林等等（照片22，照

片23，照片24，照片25）。我們在黄河壺口瀑布（國

家4A 級風景旅游区，標高450米）停留了１個多

小時，並在那里吃了午餐。這個瀑布的落差有30米、

流量雖然很小，但確実是一大奇観，不愧是 “世界

第一黄色瀑布”（照片26，照片27）。本來我没想

到可以看到黄河壺口瀑布，所以看到后很是感動。
這還得帰功于不断發達起來的高速道路網。返回的

時候走得是同様的路綫，可回到臨汾時却只用了３

個小時，足足快了１個小時。
　　位于黄土高原地帯的吉県是生態保護示範県。
山脈的西北側堆積着厚厚的黄土，形成了黄土高原，
在快到山頂処的東南斜面還存留着一小片天然林。
在這里可以看到很多写有 “天然林保護区”、“実施

緑色環保”、“共建小康社会”、“実施天保工程　造

福子孫”、“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生態大邑”、“保
護森林植被”、“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貸款吉県項

目区　大圦水土保持　加快致富歩伐”、“國家天然

林保護工程”、“緑色人類”、“興山富民”、“禁牧”、
“保護環境　造福人類”、“山西省機械化生態農業

工程” 等字様的宣伝牌。好像還引入了世界銀行的

資金。
　　従臨汾開始我們就上了高速公路，可能因為是

星期天的縁故，18点左右高速公路上車輛顕得很

稀少。但我們過了太原后，嫐車的数量開始増多。
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政府対建設高速公路網的巨大

决心。我們在高速公路服務站吃了晩飯（10元）,

直到深夜12点才抵達陽泉。当時，賓館大庁的灯

都熄滅了，行李都是各自搬到自己的房間。由于長

時間的旅途，感到很疲倦。房間里有個小型的分散

型飲水機（照片28）。



【照片24】人工植林后的黄土高原的山地斜面

【照片26】 黄河壺口瀑布。由于上游建成了水庫，流量

【照片23】 門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貸款吉県項目区 
大圦水土保持 加快致富歩伐”

【照片25】某些地方還留有令人向往的自然林

【照片27】瀑布底部的上方泥沫飛濺 【照片28】陽泉市内賓館房間里的小型飲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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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9】従虎頭山公園遥望大寨

【照片30】模倣大寨窰洞的住宅入口 【照片31】大寨的窰洞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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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16日（星期一） 石家庄市 河北賓館★★★★

　　9:15従賓館出發，起牀不久感覚肚子不舒服，
好像患了痢疾。前天，因為情緒比較激動，用中國

的方法生吃了一個大蒜，這可能是肚子不舒服的原

因，不過吃的太多和過于労累也是原因之一。喝了

薬之后，早餐只吃了一点。早上還看到北島在奥林

匹剋運動会上獲得游泳金牌的新聞。天気預報説気

温為22‒29℃、陽光照射不強。
　　陽泉市内也可以看到很多洗浴的店。在平定附

近，地表覆蓋着薄薄的一層黄土。郊外是一片培養

樹苗的土地。“農業学大寨”的大寨現在也被観光化。
応該従全國各地來了很多訪問団。這里本來就是黄

土地帯的農村（照片29），其地下基盤是煤炭岩層。
這里地下水位很深，応該比較缺水。以前這里的住

宅都是窰洞。文革時期建造的農民集体住宅的入口

雖説用瓦建造的，但也是倣照窰洞建造的（照片

30）。両個窰洞為一戸，曽是這個村的領導者的陳

永貴（農民出生的副総理）的旧居也和一般農戸的

居住面積一様。一個作為辧公室，一個作為寝室。
現在，陳永貴的孫女幾乎毎天都來這個辧公室，為

陳永貴的書簽名。這個村里還有窰洞飯店的招牌（照

片31）。之后我們去了虎頭山公園和大寨森林公園。
在紀念館内挂着的大寨社員生活 “五有三不” 的牌

子（照片32，照片33），意思是説來自國家的物資、
資金和指導三個不要；養老保険制度、小学免学費、
学校建設、医療保険和給上級学校的奨学金五個要。
大寨的目標是独立独歩，自力更生，而且還達到了

這個目標。除此之外還有吃水不用吊、有病不用跪、
運輸不用挑。農村首先是要擺脱的就是貧困。在展

示中還強調了提高物質文明的同時不能哘掉精神文

明的重要性（照片34），這也是毛沢東的思想之一。
据説毛沢東在革命斗争前來拜過五臺山，還従高僧

那里獲取一個 “好的数字”。之后，他的命運就順

応着那個数字而展開來。這個説法宋献方也知道。
在五臺山，有売関于那個 “奇跡数字” 的書，可当

時猶豫了一下没有買，到現在還覚得可惜。毛沢東

是否定神和佛的，可自己還是成了神。也許是為了

自己成為伸才否定神和佛。在中國，這種 “心霊問

題” 的重要性一定也在表面化。
　　進入河北省后除了 “封山育林　封山禁牧” 之

外，還看到了一些在山西省没看到的 “護林防火”、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会主義” 的宣伝牌。因為水

是我們関心的重要問題，在這個賓館里這種個別飲



【照片32】“五有三無” 的展板 【照片33】 顕示不依不靠精神的 “三
不要” 展板

【照片34】 展板上的 “精神文明建設”
的文字

【照片35】石家庄市内賓館的散装飲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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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機装置是分散型技術的很好例子（照片35）。

８月17日（星期二） 北京市 J & R Hotel ★★★

488元＋10％

　　石家庄市的道路的半邊按人行道・街邊樹木・
自行車道・隔離帯・汽車道・汽車道・公共汽車専

用道的順序，以自行車和公共汽車為前提規壤設計

的（照片36）。可以認為是 “環境改善技術”的先例。
進入河北省后，也許是離北京越來越近的縁故，経

常可以看到 “三個代表”、“建設小康社会”、“建設

生態文明”、“防止水土流失　保護生態環境”、“経
済發展　民生健全”、“精神充実　環境良好”、
“ISO” 和 “中國人寿保険” 之類的宣伝牌。宋献文

説中國的共産党和日本的政党不同，不僅作為政府

機構的一部分在發揮作用，而且作為官僚組織也在

發揮作用。我就得比較日本的官僚組織（特別是特

殊法人）・制度和中國共産党的組織・制度応該是

個很有意思的研究題目。我們在高碑店下了京深高

速公路。在混合車道，看到農用車悠閑地行使着。
不久，到達易県県城。
　　在保定市水土保持試験站（隷属保定市水利

局），我們見到了張廣英（高級工程師）站長和赴

書記（前所長）。試験站的業務範囲是：

　　１）水土保持，生態環境建設新技術研究推進

　　２） 生態経済型，生態園林型水土保持改良樹

苗培育和推進

　　３）水土保持観測和水土保持工程設計

　　４）開發建設項目編制水土保持方案

這個実験站以水土保持＋生態環境＋気象為目的，
于1957年建立起來，同時也作為気象観測点。水

土保持的研究在50年代已経開始。現有工作人員

中高級工作人員２名、中級工作人員10名。2003

年試験站與中國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共同合作以斜面

水文過程観測為中心設置了崇陵流域試験基地（在

宋献方的指導下）。可以看出両者之間存有互幇互

助的関係。宋献方在我的指導下在築波大学獲得水

文領域的博士学位。雖説中國在引進新的技術，但

従這様的例子來看，其速度也是非常之快。這個流

域的面積為６平方公里，流量的観測在文革時期一



【照片36】以汽車行駛為前提而設計的道路分隔 【照片37】 清西陵的正面。這里的宗教設施也起到了保
護環境的作用

【照片38】 清西陵周邊，保存下來的具有50年樹齢的柏
樹林

【照片39】 在幼林斜面実験流量観測点，用Ｖ形槽口自
動観測流量

350

第６章  山西省実地考察的相関内容

時中断，在1980年又重新開始，応該保存有30年

的数据。流出來的水都匯入了華北平原最大的湖泊

白洋澱。対于中央政府來説一定很想保持住離北京

很近的這個湖泊的水質。試験流域内的植被都是些

有50年和80年樹齢的松柏。可能是因為処在清西

陵（照片37）的周邊（其中一部分），所以很幸運

没有遭到嬶伐的悪運，一直保存下來了。現在成了

河北省國営林場。
　　在50年樹齢的柏樹林（照片38）里設置了幼

林斜面試験流量観測点，Ｖ型槽口可以自動測出流

量（照片39）。水位計是在2004年８月14日才安装

的，我們也就成了第一批参観訪問学者。８月11

日観測値為460毫米，因為96年以來開始有了大雨，
所以17日還是有水流出。不過通常這里是幹枯的，
没有水流。実験斜面的大小為15mL×5mW，斜面

的最下端被分隔開，這様可以対地表流和地中流分

別進行観測。這里土壌的厚度為40‒50釐米，将基

岩的風化帯包括在内，従地表到岩盤大約有１米深。
地表有一層落叶。土壌的水分是用 tensio 測量器和

TDR 來観測（照片40）。樹齢達到80年的成年樹

林的斜面試験流量観測点的流量是由観測員手動來

観測。在回去的路上，可以看到道路両旁写有 “改
善生態環境　提高生活質量　中共易県県委宣伝部

制” 字様的宣伝牌（照片41）。
　　易県是古代燕國的都城。中午，我們受到站長

的邀請飽享了一頓色香味倶全的午餐。用高粱和小

麦作為原料釀制的酒精含量為39％的燕都陳釀非

常清香美味，沙棘菓做成的菓汁也很可口。我深深

地体会到 “食生活是文化” 的含義。之后，我們又

行駛在前往北京的高速公路上。由于六環的入口正

在施工，于是我們上了五環，五環路有６個車道。
19:30我們剛下了五環，就看到了我們下榻的賓館。



【照片40】 幼林地的地中水流観測斜面，用潅水測量計
観測土壌水分

【照片41】 “改善生態環境 提高生活質量 中共易県県委
宣伝部制” 的宣伝板

【照片42】 北京市中心，嶄新的公共衛生間
的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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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餐是在地理研究所的餐庁吃的，這次是第三次在

這個餐庁吃飯。我們這次的全部行程達到了3500

公里左右，当初預計為1700公里左右。正是因為

有了發達的高速公路網，我們這次才能走了這麼多

暦程，看了很多地方。這次行程雖説很累，不過可

以説是個收獲很大的旅行。夜間，這個賓館空調的

發動機声有点大，很剏。

８月18日（星期三）　J & R Hotel ★★★

　　在地里研究所査了一些資料之后，在西単図書

館把剰下的人民幣都買了書，並拜託李發東把這些

書通過船運郵寄到日本。2008年北京奥運会在一

天一天地接近，政府正在加大力気建設公共衛生設

施（照片42）。因為是両年來再次來到北京，所以

在王府井買了800元一斤的緑茶和烏龍茶各一斤作

為礼品。晩上，受到孫夫婦的邀請，還有宋献方一

家（４人）共７人在 “大自然餐飲有限公司” 共進

了晩餐。這家店有正宗粤菜和正宗東北菜。在食與

薬相結合的中國，在北京已経出現了以 “大自然”
為買点的生態型餐庁。我真的很感謝他們考慮到我

的高血圧而特意選了這個餐庁。孫夫婦為了祝願我

和我夫人能垉長寿，送給我一対木雕的鶴。這対木

雕還是臺湾制的。孫在日本的時候我也尽可能的幇

了他很多，
　　地理研究所所展示的和生態環境有関係的雑志

名正如下面所羅列的一様。生態経済被翻訳成英語

時為 ecological economy，可生態環境則被訳成

ecology and environment。名為 “生態環境” 的雑

志可能是 “生態與環境” 的意思。従這些専門性很

強的雑志的数量可以感受到中央政府這一級別已経

非常関心生態環境問題。但是，問題在于以中國共

産党為主導的這種自上而下的環境改善政策到底能

実現到什麼程度。当意識到自下而上的改善也是很

必要的時候，也許一党独裁体制已経開始發生変化。
什麼時候，一般的人民大衆可以把環境問題的重要

性作為與自己密切相関的事來認識是今后的一個重

要問題。
・生態経済 Ecolog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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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山西省実地考察的相関内容

　主辧：雲南教育出版社

　合辧：中國生態学・雲南生態経済学会

・生態経済学報

　Journal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4年 第２巻第２期

　主辧：中國生態経済学会・中國科学院寒区旱区

環境與工程研究所 

　合辧：西北師範大学

・生態環境與保護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2004年８月刊

　主辧：中國人民大学

　協辧：北京東方太剋・資源與環境咨詢中心

・生態環境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2004年 第13巻第２期

　生態環境編撰委員会

・生物多様性 Biodiversity

　2004年７月 第12巻第４號

　主辧：中國科学院・生物多様性委員会等

　出版：科学出版社

・湿地科学 Wetland Science

　2003年 第１巻第２號

　中國科学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

　出版：科学出版社

・人民黄河 Yellow River

　2004年７月 第26巻第７號

　主辧：水利部黄河樹立委員会

・人民長江

　2004年７月 第35巻（Ser. No. 344）

　主辧：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会

・農村生態環境

　Rural EcoEnvironment

　2004年７月 第20巻第７號

　主辧：國家環境保護総局南京環境科学院研究所

　出版：中國環境科学出版社

・農業環境科学学報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04年 第23巻第３號

　主辧：中國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協会

・南水北調與水利科学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s and 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

　2004年 第３期第２巻（総第10期）
　主辧：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８月19日（星期四）　乗坐 JAL 和南方航空公

司共同運行的航班回日本，許多座位空着

　　在北京機場本來想把剰下的300多元的人民幣

換成日元，可窓口的服務人員説要我出示什麼票据，
我根本就不理解是什麼意思，最終用正当的方式没

能換成。這時旁邊有個人邊説着 “我跟廰換”，邊

露出一畳子一萬日元向我靠近過了。最終以350元

人民幣換了4000日元。我覚得他和窓口的服務員

似乎是一夊的。在發展中國家的飛機場這種非法行

為很多，中國的現代化（合理化，普遍化）也是従

現在才開始。

 （陳青春　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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