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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健全的水循環

藜 功  啾

１．何為健全的水循環

　　1998年，環境庁水質保全局把與健全水循環

相関聯的座談会報告整理成《確保健全的水循環

──如何将豊富的水資源恩恵永久地保持下去

──》一書出版了。因為当時環境庁的主要工作是

和地面下劔相関的地下水問題，所以這嚴報告書是

以地下水為中心編著的。環境庁委任了８位座談会

委員，我被委任為座談会的会長。這８位委員分別

是：（財）水利科学研究所・今村清光（林業学）、
水與緑色研究所・金子満（NGO）、愛知大学・榧

根勇（水循環）、応用生態研究所・櫻井善雄（生

態学）、築波大学・田中正（地下水）、東京農業大

学・増島博（農学）、（股份）莅原綜合研究所・宮

昌子（生物工程）、東京大学・虫明功臣（土木工程）。
這本報告書發行后，受到読者的好評，聴説没多久

又再次印刷出版了。這也許是従各個学科領域中挑

選的委員，通過一年時間（一年内基本上毎月挙行

一次討論）以水循環為中心進行了充分討論的結菓。
対水循環抱有興趣的不僅僅只是水文科学和土木工

程的専家。
　　這個座談会最初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対 “健全的

水循環” 進行定義。討論的結菓正像報告書中所描

述的 : 健全的水環境是指自然的水循環所帯來的恩

恵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壊的一種状態，為了確保做到

這一点，必須努力尽最大可能減少人類活動対水循

環的影響，以最大限度來保持自然水循環係統所具

有的持続性功能。不過這個定義還是很模糊。“健
全的水循環” 這個想法本來就不是本次座談会最先

提出的，応該説本次座談会被賦予了這個概念。這

本報告書作為 “関于水循環的中間総結”，通過中

央環境審議会，当作國家的方針被正式肯定了。

　　本報告書的目的在于通過引入 “水循環這個綜

合視点”，同時在考慮到地域特性的基礎上以流域

為基本単位進行探討，並展開到以綜合的水循環係

統的診断、評価為基礎的有效率的対策上來，以此

來実現健全水循環的恢復。“恢復健全性” 需要減

軽人類活動的影響和保全自然水循環係統的持続性

功能，這様一來人類的存続也将得到保障。所謂的

“自然水循環所帯來的恩恵” 不僅指 “水資源利用・
緩解気候的変化・浄化水質・形成多様的生態係

統” 等等這些 “物理的恩恵”，還包括 “與自然的

接触・為藝術活動提供場所・撫慰心霊・倫理観和

創造性的源泉” 等等這些 “精神的恩恵”。所以在

談論 “恢復水循環” 時，各方面的専家，市民団体，
流域内的居民，行政還有企業這些多元主体之間的

協作和信息的共有就顕得很是重要。
　　除了環境庁之外，也有関于水循環的討論。在

此我們将五個部門（環境部，國土交通部，厚生労

動部，農林水産部，経済産業部）対水的相関見解

整理如下：健全的水循環是指以流域為中心的一連

串水的流動過程中，在適当的平衡的基礎上，為実

現人類社会的活動和保全環境而不断發揮作用的水

的功能可以得到確保的状態。環境庁的報告書是以

地下水為中心編撰的，但這個見解同時也把地表水

視為了対象，並且包括了人類社会的活動。在我個

人看來，這個見解作為國家的方針是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不過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如何消除和水相関的

直綫型行政的弊端，如何建立為確保健全水循環而

具備実践能力的地方社会係統。我作為一個民間的

研究者在2004年９月対健全的水循環作了自己的

定義：健全的水循環是指不論在物質方面還是精神

方面，在基本上不損壊水循環水所帯來的恩恵基礎

之上，適当地進行人為調整的水循環。関于 “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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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以后再做叙述。

２．為何有必要引入“健全的”這個概念

　　1967年制定的《公害対策基本法》中対典型

的七大公害作了定義，分別是大気汚染、水汚染、
土壌汚染、噪音、悪臭、震動和地面下劔。同時確

立了以環境行政為中心対這些公害進行治理。地面

下劔的主要原因是地下水的過渡開采導致的，所以

有関地面下劔的対策的基本策略是限制地下水的開

采。與此相関，対工業用水和高層大厦用水的限制

和転換的法律也被制定出來，而且各個地方自治体

也制定了独自的地下水条例。但是，関于農業用水、
下水道用水、融雪用水等等的制度化的進展却並不

順利。這是因為日本没有地下水法。其原因之一在

于國家的直綫型行政。同時，一般看不見的地下水

它的這種自然物的特性也决定其與法律難以聯係在

一起。
　　在我們認識到公害問題在八十年代已経基本得

到解决的基礎上，進入九十年代，環境行政的工作

中心則転移到地球環境問題和環境的健全性上。
1993年制定的理念法《環境基本法》的第三条是

這様表述的：“……維持為我們帯來大量恩恵的健

全的環境是人類健康的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
　　並且，在1994年12月的内閣議会上通過的《環

境基本計壤》当中将循環、共生、参加和國際間的

合作這4個詞作為関鍵詞。在此計壤的第一章 “以
環境負荷小的循環為基調，実現経済社会係統” 的

第二節 “保全水環境” 中有這様的描述：１．在保

全環境上要確保健全的水循環、１健全的水循環功

能的維持與恢復。
　　“健全 ” 這個詞很難翻訳成英語。不論是

Healthy 還是 Sound 都不能説正確地表達了原詞的

意思。但是在漢字的發源地中國有 “健全”這個詞。
通過従《公害対策基本法》到《環境基本法》的演

変中，這様一個很難数据化，又很模糊的詞語，作

為環境行政当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被列挙出來的這

一過程可以看出日本対環境問題上的一些変化。従

科学的角度來看，“健全” 確実是個很模糊的概念，
而且還含有主観的判断。但是我們換個角度來想，
作為環境基准的数値指標，厳格地説也未必是完全

客観地被確定下來的。環境問題也是人類的問題，
如菓従環境的健全性応由全体國民來判断的這層意

義來看，也許可以説 “環境基本法” 中所作的定義

是比較合理的。而且，並不只是日本対這種概念存

有模糊的傾向。

３．地下水研究的國際動向

　　2003年在大阪召開的第３屆世界水公開討論

会的地下水分会的最后，UNESCO的 IHP擔任官員、
地下水分会的主持人Alice Aureli在対小学・初中・
高中生的研究發表的評語中是這様説的：“Water is 

culture, tradition, heritage, hidtory……”。従学生們

真摯的研究態度可以感受到，作為地域社会一員在

和地下水特別是泉水的相互接触過程中的喜悦。我

們経常可以聴到 “水的文化”、“水是文化的源泉”
這様的説法，不過我們把水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來

考慮時一般不説 “水是文化”。但是正如后面所叙

述的一様，現在已経到了不得不把水和環境作為文

化來考慮的時代。
　　2004年４月在東京召開的第２屆地球観測高

級國際会議上，通過了関于地球観測係統（GEOSS）
的框架公文。在“Improving water resources manage-

ment throug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ter cycle”
中，GEOSS 被給與了很高的優先位次。在國際級

範囲内達成了 “対水循環的更好理解” 是 “提高水

資源管理” 的基礎這様的共識，這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不用多言，地下水是水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 UNESCO 的下一期的國際水文計壤（IHP-

VII, 2008‒2014）中，作為３個新的 Initiative 之一

的 “Groundwater resources for society’s needs” 研究

也被給與很高的優先位次。而且作為 IHP-VII 工程

之一的 “人類社会與気候変化的圧力下的地下水資

源評価” 是以人類活動和地下水流動係統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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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焦点進行研究。除此之外，聯合國将2005‒
2015確定為聯合國行動十年。行動的中心是確保

“Water For Life”，並很明確地将發展中國家中和人

類生活密切相連的地下水的利用方法作為了焦点。
　　以上的這些関于地下水研究的中心，従地下水

科学逐漸転移到了将地下水有效地運用于人類生活

的方法上。考慮到這様的背景，2008年准備在富

山召開的第35屆 IAH（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ydrogeologists）大会的預備会的中心主題被定為

“Integrated Groundwater Sciences and Human Well-

being”。

４．日本的地下水現状

　　峇一方面，以東京（武蔵野臺地和江東低地）
和富山（庄州扇状地）為例対日本地下水的現状進

行調査時，發現了一些類似的問題。具体的数据請

参照講演時使用的 Power point。東京和富山的這

些類似的問題，在以熊本、今市為首的日本各地都

已被大家所確認。関于日本地下水的問題可以整理

成以下幾点。
　　①地下水科学、調査法在過去30年間得到了

急速的發展，対河流和地下水的相互交織関

係、地下水的地域性流動、地下水的水收支

等等進行客観的評価已経達到可能的階段。
留下的科学方面的問題已経不太多。

　　②限制抽取地下水的結菓是不論在城市還是農

村，地下水流出区域的地下水位在持続上昇。
在東京，由于地下水位的上昇上野車站出現

上浮，地下室出現滲水的問題已経変得很厳

重。
　　③在農村有很多地区，由于流量減少和気候的

変化（降雪量的減少）的影響，地下水位不

断下降的地区也有出現。
　　④在地方地下水的利用和保全的方法上，地方

居民之間也有各種各様屶害糾紛。
　　⑤正如関于 “健全的水循環” 的報告書所記述

的一様，今后要發展的方向已経很明確。為

了管理好地下水，如何建立具体的地域社会

係統是遺留給今后工作的課題。

５．自然価値

　　為了確保健全的水循環，応該向幤個方向進展

已経很清楚。不僅是日本，國外也是同様的發展方

向。尽管這様，地下水還是不能很好地得到管理，
其原因究竟在幤里？在此，想従 “自然価値” 和 “社
会関係資本” 的両個方面，提出新的問題。
　　有這様一個研究，将地球上所有自然界的物質

作為物品換算成貨幣的話，応該達到33兆美元（16‒
54兆美元），這其中有13兆美元被沿海区域所梺据。
据預測世界 GDP 的総和大約是30兆美元，可見自

然価値是非常大的。而且，自然還為我們的心霊提

供精神上的服務。這些是很難用貨幣來換算的，但

是這些価値想必一定会很大。在民間有這様一句話，
“美麗的大自然培育美麗的心霊，当自然遭到破壊

的時候，人類也必将受到威脇。而現在，紅灯已経

亮起”。這句話可能会真的成為現実。現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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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経不存在 “原始状態的自然”。南極的冰雪中，
還有高空的大気中已経含有人類制造出的物質。水

循環如菓不健全的話，那麼由水循環的作用所創造

出的自然環境（具体來説如：気候・地形・生態係

統）也将不可能健全。従地下水時間上的経過來整

理的話，応該可以用下面的図來表示。
　　総之，適当的法律已経制定出來了。健全的水

循環作為健全的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已経得到確

立。為了有效地利用健全的水循環→健全的生態係

統→健全的沿岸地区→人類的幸福（Human Well-

being）這一因菓関係，我們有必要建立地域社会

係統。自然係統具有韧性（係統具有使信息基礎変

化的能力）和安全性（係統保持基本信息的能力）
這２個特性。自然在略有変化的条件下可以保持其

基本信息，並具備随着変化了的条件適当地変化信

息基礎的能力。人類要是対自然進行適当的 “人為

調整” 的話，応該可以使自然的健全性得到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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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為達到可持続發展而対自然的“人為

調整”

　　将英語 Management 的翻訳語管理用日語中的

“人為調整” 來替換，這是我的第一個提案。“人為

調整” 的想法來源于養老孟司（《最重要的事》、集

英社新書、2003）。山村或日本的庭園由于不断地

被 “人為調整” 而保持了健全的状態。“人為調整”
的方式反映了人類的意志。如菓没有這種 “人為調

整”，那麼山村或日本的庭園就会変得荒廃。自然

是很有生機的係統，一旦対自然進行了 “人為調整”
就要不間断地継続 “調整” 下去。不論是水循環還

是其中一部分的地下水循環都需要這種 “人為調

整”。随着 “人為調整” 的開始，自然的可持続性

利用就変很可能。而這様的想法和 “人為調整” 是

日常生活和経済活動的一部分，也是保持健全環境

的道徳観念。可以説《環境基本計壤》是解説道徳

観念的教科書，而教科書中所説的道徳観念是否能

得到実施，其関鍵問題在于地域社会係統存在的形

式。
　　諸富徹（《環境》、岩波書店、2003）指出可持

続性当中存在弱可持続性和強可持続性両種情况。
弱可持続性是指進行正好達到対枯竭性資源的減少

量的補充的人工資本投資，並在一定範囲内可以保

持消費水准的経済活動。與此相対，不是在価値額

上，而是在物理的意義上，随着時間的変化在一定

程度上保持自然資本的水准的這一過程作為可持続

發展的根本命題就是所謂的強可持続性。如菓厳密

地來考慮的話，強可持続性実際上是很難得到成立

的，但其所表示的意図則是可以理解。諸富在環境

問題上進一歩提出社会関係資本（以信任、互恵性

為基礎而形成網絡関係）重要性的学説。据某個実

證研究表示，社会関係資本很富有的社会，其行政

部門的効果也会高。采用他的這個観点，我提出第

二個提案，也就是下面這個恢復健全的自然（其中

包括健全的地下水循環）的流程図所顕示的内容。
在這個図中，所謂的社会関係資本的充実就是関于

地下水資源利用法則的形成，而在這個形成過程中，
以信任、互恵性為基礎的網絡関係将得以形成。這

様一來，市民、行政和学者専家等各個主体之間就

需要強大的互動協作的関係。

７．確保健全的地下水循環所需的制度

　　由國家制定地下水法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探究方

式可以看成是為実現 “人為調整”（地下水管理）
所需的制度化的基礎。法律如菓得到完善，也就比

較容易獲得 “人為調整” 所需的資金。峇一方面，
像地方主体的社会関係資本的充実這様自下而上的

探究方式也是一種可能途径。這様的話，與

NGO・NPO 活動、環境税、贈與、合作関係等相

関聯的法規法制就変得非常必要。実際上，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相互間的協作也是不可缺的。具体一

点説，需要建立一些像 “地下水循環網絡”、“地下

水循環合作関係” 這様與中小学教育持有聯係的組

織。那麼，地下水研究者和日本地下水学会応該以

怎様的形式参與到這些相関的組織当中去，並發揮

怎様的作用是一個応該探討的問題。在我個人看來，
現在已経進入到研究者和学会不得不参與到這些組

織中去的時期。

（本圦是2004年８月５日在中國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講演的

原稿。有一部分與 “方法論” 的内容相重復。）

 （陳青春　訳，朱安新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