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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汉江”十周年回顾 
 

运建立 

首发于《绿色汉江通讯》2012 年第 1 期（总第 14 期） 

 

一、 汉江------我们的母亲河 

 

汉江是长江水系最大的支流，又称汉水，古时曾叫沔水，中国自古有“江淮河汉”之说，与长江、黄

河、淮河齐名。这条长 1577 公里的河流，奔腾在中国腹地，勾连长江、黄河两大水系，贯通并包容着秦

陇、巴蜀、中原和荆楚的多元文化。此水与中华民族，皆名为汉。 

汉江发源于陕西汉中市宁强县，东南流，经安康向东经白河县、十堰市、襄阳市、荆门市，在武汉市

汇入长江。汉江北以秦岭、外方山和伏牛山与黄河流域分界；东北以伏牛山、桐柏山与淮河流域分界；西

南以大巴山、荆山和嘉陵江、沮漳河相邻。汉江的主要支流有褒河、丹江、唐河、白河、堵河等。河源至

丹江口为上游，长 925 公里，为盆地峡谷相间河段，汉水被束缚在陡峻河谷之中，期间有汉中盆地，峡谷

段水流湍急。丹江口至钟祥县为中游，长 270 公里，丘陵河谷盆地。钟祥以下为下游，长 382 公里，摆动

于江汉平原，河床坡度很小，大堤束水，河道窄狭，汛期又为长江洪水顶托，泄洪不畅，极易决堤泛滥。 

汉江年径流量达 550 亿立方米以上，仅逊黄河 100 余亿立方米。其流域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公里，跨

甘、陕、川、豫、鄂、5 省，仅湖北省汉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就有近 2000 万人，GDP 亦占据该省的半壁江

山。 

随着全球温度持续上升，汉江上游 21 世纪水循环的演变趋势将是蒸发量增加、径流量进一步减少，

水资源量会日益减少。因此未来汉江水资源紧缺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比如 2011 年由于上游干旱，致使丹

江水库水位低于死水位运行 90 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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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汉水）水系图

 

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一项造福中华民族和京津地区人民的宏大工程，第一期工程 2014 年

将首期调水，每年调水 95 亿立方米，近年，很多人士关注的目光主要放在丹江水库以上，但是对于地处

调水口下游、汉江中游的襄阳市而言，却很少提及或刻意回避，还有陕西的“引汉济渭工程” 即从汉江

源头调水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年引水量达 15 亿立方米，已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动工，在 2015 年，即南

水北调中线调水的次年，陕西省的引汉(汉江)济渭(渭河)工程也正式开始调水，对汉江中下游更是雪上加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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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后，汉江下泄的水量将减少 1/3 左右，加上污染状况的存在，汉江水质形势会更加严峻，对襄阳

民众来说，关爱水资源重任在肩，保护汉江母亲河迫在眉睫。 

汉江（汉水）襄樊段示意图 

 

 

 

注：一条汉江穿（襄阳、樊城）城而过。汉江全长 1577 公里，上游 925 公里到丹江口市，

中游 270 公里至荆门、钟祥市，下游 382 公里。襄樊市位于丹江水库大坝下，其国土面积

87.1%在汉江流域，580 万人口中的 90%也居住在汉江流域，所以汉江（汉水）是襄樊人民

的母亲河。 

●翟湾村 

汉江（汉水）襄樊段示意图

 

 

二、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将上下而求索           

                                           

襄阳市环保协会是 2002 年 8 月在保护母亲河的活动中诞生的，别名叫“绿色汉江”，充分表达了志愿

者们愿汉江永远清澈美丽的心声。 

 

 

会员来自社会各条战线，目前拥有团体会员 67 个，个体会员 163 人（不包含团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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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员），志愿者 30000 多人。 

 

我们的口号是：关爱水资源，保护母亲河。 

  

成立以来，“绿色汉江”结合本地实际把切入点放在保护水资源上， 工作重点也始终是

保护母亲河。按章程规定，遵循协会宗旨，定准位子（公益性，群众性的非政府组织，是联

系政府和广大民众的桥梁与纽带）;找出路子（走大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发动公众参与之路），

想出点子（虚心向环保先行者学习，结合本地实际把切入点放在保护水资源上，在探索中前

进），迈出步子（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切实不表面，一步一个脚印，在前进中不断提高），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汉江母亲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十年来的历程，我们感慨万千，记得 2002 年 5 月，我们拟发起成立协会时，是市

环保局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市民政局热情服务，认真办理，在当年 8 月底即注册成功，这充

分表现了有关职能部门的理解和信任，使得我们顺利的迈出了第一步。 

刚成立时，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我们四处化缘筹集，办公室的桌、椅、凳、全是市区机

关支援的，许多办公用品也是我和其他志愿者从家里拿来的，现在协会有运建立、李治和、

叶福宜、钟少莲、石旭华、马世珍六名全职志愿者，每天在协会坚持日常工作。 

刚成立时，我们什么也不懂，是中国民促会多次为我们提供参加学习培训的机会，尊敬

的各位环保先行者也把我会当着“希望工程”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扶持，才使我们能慢慢地一

步一步摸索着向前走…… 

我们深知：要让汉江继续保持清澈，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后，让京津同胞安心喝上汉江水，

给子孙、给地球留下一条清澈美丽的河流，是生活在汉江沿岸的民众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保护母亲河，就要了解母亲河的全貌。 

 

记得 2003 年 4 月，正值非典袭来之时，我们“徒步汉江襄樊段环保行”出发时，还有

人骂我们吃多了撑的……那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每天，考察队员们泥一身水一身，脚上

打起了泡，用针头挑破上点药贴上创可贴第二天又接着走，晚上，因下雨，带的帐篷不能用，

就住在路边 5 元、10 元钱一晚的小旅店内，没有厕所，在猪圈方便，因旅舍漏雨，有的队员

盖被、衣服被打湿了，凌晨 5 点起来找火烤，即使再苦再累，也没有一个人退缩一步，当到

达丹江水库顺利会师时，大家一个个欢呼雀跃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难忘 2004 年 4 月，“徒步唐白河环保行”时，20 多名考察队员，头顶烈日，汗水洒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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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白河两岸的土地上；一个个晒得像从非洲回来，可他们看到是满河的黑水，听到的是

村民的悲愤诉说，一个个队员义愤填膺，志愿者苏青自编的“白河谣”表达了大家的心声： 

白河谣（考察队员在白河岸边自编并沿途演唱） 

⑴白河水告诉我你怎样流过，           ⑵白河水告诉你我们正在努力， 

我仿佛听到你在向我诉说。             还给你美丽笑容是我们的心愿。     

善良的人啊请你们救救我，             让我们一起共同来关爱你， 

还我清清河水快乐的鱼和虾。           美好家园靠大家共同来爱护她。 

    

 两次环保行，我亲自带队，既调查了河流的水质状况，又沿途宣传发动群众。几年来，

我们先后深入到汉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污染源头调查 470多场次，行程 6 万多公里，通过组织

实地考察、调研，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先后写出《汉江襄樊段水污染调查报告》、《水污染

治理刻不容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应该对襄樊水资源环境损失给予及时补偿》、《莫

把工业园变为污染园》等多份调查报告、提案，多次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直接建言献策，

引起重视，促进了污染的治理。 

 

 作为环保 NGO，我们不能仅仅限于调查污染、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反映问题、呼吁

污染的治理，而更重要的是要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发挥自身优势为解决问题出力献策，多

做实事。 

为了为争取资金给翟湾村民安全饮水工程出点力，历时半年，我聋掉了一只左耳，先后

40 多次去翟湾村，我们白天自带干粮，晚上住在帐篷里，没有给该村增加一分钱负担。当先

后看到翟湾、刘湾两个水厂建成，村民能用上安全饮用水时，我们并不掉以轻心，而是多次

宣传发动村民成立了农民水质监测小组，此举属全国首创。当我们给翟湾村水质监测小组成

员翟家全（渡河船上的艄公）说，只要一发现上游排污，就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我们每年给

他一点电话费时，他却说，“我亲眼看到你们来了几十趟，还不是为了我们。我不要什么电

话费，我只想白河水变清！”多么朴实感人的话语，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记得 2003 年 12 月，为了推动五山建设生态新农村，我们赴京请来了几位专家帮助策划，

在北京，住在地下室里，到了五山堰河村我拄着树枝当拐杖与他们一道进山沟调研，晚上打

霜，住在一户农民家中，半夜冻醒了，我就用被子裹起来坐到天亮，通过各方的努力，堰河

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我们深感欣慰。 

      

    我们深知：要治理好一条污染河，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而要保护好一条较清澈美丽

的河流永远清澈美丽，更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民间组织，要想保护好一条较清

澈美丽的河流，仅靠少数志愿者，力量更是薄弱，远远做不到，必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民众。 

 

“人人做环保，世界才能更美好”。 

 

10 多年来，在市教育局和市环保局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了环保宣传教育。而正因为

我们一路走来，脚踏实地、干实事、不做秀，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感召大家，这样，在宣传发

动时，才有了很好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我们先后成功免费举办了 31 期环境教育培训班，计

有 965 个学校、单位的 1734 位教师及各条战线的环保志愿者参加了学习。基本达到市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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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城县 85%的学校，每个学校有一名环境教育种子教师。自 2002 年 9 月 13 日以来，我们先

后到 648 所中小学、幼儿园、农村、社区、党政机关进行讲座、宣传，向 35 多万名师生、干

部、市民、农民、妇女、儿童等进行了宣传，我们自编了几个环保歌谣教儿童传唱，根据不

同地点、不同听众，到校园、下农村、进社区，因人施教，图片和讲座相结合，道具和游戏

相结合，参与式、开放式与互动式相结合，效果很好。记得 2004 年我们在商业第二幼儿园宣

传回来，当天晚上就接到一个叫润明义的市民打来电话说：“你们今天下午给幼儿园的小朋

友们宣传了什么？我去接小孙子回家，一路上他只要一看到垃圾就去捡，回家后，还教训我

们大人浪费水……”通过努力，唤醒了许多民众的环保意识，“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环

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襄阳人知道了环境问题就在身边。现在，许多人以能当环保志

愿者为荣，以能当上协会的会员而自豪，有许多学校、幼儿园已成为协会的团体会员。有许

多学校把环境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市教育局、环保局以 2003（182）号文，下发了在全

市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通知。有的学校专辟了环境图画专栏，有许多小学、幼儿园的

小朋友在班会、校会时齐唱环保儿歌。团体会员襄城职高成立了课外环保活动小组，长期坚

持环保活动，该校已是全国绿色学校；太平镇中心学校（我会团体会员）等 26 所学校专门

开设了《可再生能源教材》教学。41 中、36 中经常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并多次在全国大赛

中获奖；襄阳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学院附中都在协会的指导下成立了学生环保组

织。 

作为环保 NGO,我们也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发展就要挨打，就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我们发现有企业会产生污染，不是要把其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企业发展经济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要争创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企业。所以，我们的多次调研，并与企业

坦诚相见，提出合理化建议，得到了许多企业的理解和配合。 

如：2011年 7月，我们先后两次参加听证会，近期，又推动泽东化工有限公司运作环境

信息公开…… 

作为环保 NGO，我们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补充，应时时刻刻注意争取政府有关部门的理解

和支持，而正是有了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才得以在保护母亲河的道路上向前不断迈进。  

常言道，“有为，才能有位。”十年来，为保护环境，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得到许多表彰，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对唤醒全民的环保意识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

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但成绩的取得首先要感谢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各职能部门的鼎力相助。市民政局经常关注我们

的活动，几次上门了解指导工作；市环保局、水利局多次为我们排忧解难；我们的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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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得到了市教育局、环保局的大力支持；我们徒步考察汉江和唐白河，市环保局、水利局

是坚强后盾；我们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拒食野生动物》的万人签名活动，是与市林业局联

合举办的；我们办通讯及印制宣传资料，市新闻出版局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市行管局樊城中

心也为我们排忧解难；还有许多市直局，也在我会成立时，给予了资助；我们去农村宣传，

谷城县、保康县、老河口市的教育局、环保局也大力配合。 

     

许多环保志愿者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为保护母亲河无私奉献。自成立以来，协会办公

室每天有我和李治和、叶福宜、钟少莲、石旭华、马世珍 6位环保志愿者坚持上班，处理日

常事务。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常务理事李军为协会开展活动献计出力；陈道斌为〈绿色汉

江〉通讯的编印付出大量心血；赵麟华、蔚盛辉、孟汉平、李鹏霄几次参加绿色希望行动到

农村学校宣传；李耀楠、邱晓瑛、段枣生、曾会前、杨顺增、齐麟、杨凤山、杜昌焕、李月

光、韦明光、刘尚杰、张宗强、张秀华等同志经常抽时间参加协会活动；刘湾水质监测小组

的刘双记老师多年如一日认真监测白河水质变化状况；两个歌唱团的志愿者多次到汉江边、

社区宣唱…… 

在我们的会员中，还有一批热心环保、积极参与、身体力行的中青年人，他们是来自本

市各条战线的王国培、孙德声、吴非、苏青、焦黎辉、黄云豹、杨玉林、赵祖文、马东、钟

启文、梁玉成、刘艳、彭鹏、肖瑞峰、王虎、王红斌、蔡彦燕、林华、范喜、郑传林、刘培

成、梁海、张力、刘曙光、曾慧琳、张文华、耿文杰、赵雪君、范文刚、张玮、王雨婷、陈

霜、张建海、赵永勤、刘道军、郝咏菊、景夏楠、李秀桦、邓粮、贺瑞明、张做东、陈春林、

张文军、汪寒、赵翔等。几年来，徒步走汉江、看唐白河，他们洒下辛勤的汗水，近年他们

又参加了环保小分队，经常利用节假日去汉水边，到农村调查、宣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

到了环保自有后来人，看到了襄樊生态保护的希望。 

总之，政府的理解，民众的支持，许多志愿者的积极参与是我们能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 

 

协会还制定了会议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办公室值班制度和环保小分队纪律要求。一切

从零开始，现办公室建有档案 113卷，收集有各种环保书籍、资料 200多种 10000多册，各

种教具，制作环境警示教育宣传展板 5个大袋 200 多幅，还建有工作日志、周记、大事记、

环境教育和培训班记载表、志愿者外出学习和对外联络登记册等。 

协会的特点： 

自成立以来，核心成员团结合作，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协会才能健康稳

步发展； 

充分发挥了联系政府和广大民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起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填空和补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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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只聘用一个专职工作人员,其余由几名老年志愿者长年坚持日常工作；这样，既减少了

开支，队伍又比较稳定； 

长年坚持环境教育，从不间断，环境保护本地化，主要围绕“关爱水资源，保护母亲河”，

编制本土化的宣传资料开展讲座和开放式互动式相结合的环保活动，深得人心，对发动公众

参与，建设绿色襄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水质监测小组的活动进一步唤起市民“关爱水资源、保护母亲河”的意识，农村成立水

质监测小组属全国首创，只有河流沿岸的民众都行动起来，河流保护才有保障。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们“绿色汉江”是个草根组织，是无数棵小草组成的，这无数棵小草的深深地扎根在

汉江两岸，保护着汉江、守望着汉江。 

    我只是这无数棵小草中一个枯黄的草，只是“绿色汉江”的联络员、服务员，但我会生命

不息，环保不止。……到我离开人世那一天，我可以毫无愧疚的对子孙说：为了给子孙留下

一条绿色汉江，我努力了，付出了，我上对得住天，下对得住地 ，中间对得起母亲河。 

 

要让我们的母亲河汉江永远清澈美丽，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保护环境、保护汉江要

世世代代做下去，前进的路上，还会有很多艰难险阻。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们会克服一

个个困难，一步步慢慢慢慢向前走，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