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共 8 頁 

“綠色漢江”十周年回顧 
 

運建立 

首發于《綠色漢江通訊》2012 年第 1 期（總第 14 期） 

 

一、 漢江------我們的母親河 

 

漢江是長江水系最大的支流，又稱漢水，古時曾叫沔水，中國自古有“江淮河漢”之說，與長江、黃

河、淮河齊名。這條長 1577 公里的河流，奔騰在中國腹地，勾連長江、黃河兩大水系，貫通並包容著秦

隴、巴蜀、中原和荊楚的多元文化。此水與中華民族，皆名為漢。 

漢江發源於陝西漢中市甯強縣，東南流，經安康向東經白河縣、十堰市、襄陽市、荊門市，在武漢市

匯入長江。漢江北以秦嶺、外方山和伏牛山與黃河流域分界；東北以伏牛山、桐柏山與淮河流域分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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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江口為上游，長 925 公里，為盆地峽谷相間河段，漢水被束縛在陡峻河谷之中，期間有漢中盆地，峽谷

段水流湍急。丹江口至鐘祥縣為中游，長 270 公里，丘陵河谷盆地。鐘祥以下為下游，長 382 公里，擺動

于江漢平原，河床坡度很小，大堤束水，河道窄狹，汛期又為長江洪水頂托，洩洪不暢，極易決堤氾濫。 

漢江年徑流量達 550 億立方米以上，僅遜黃河 100 餘億立方米。其流域面積超過 15 萬平方公里，跨

甘、陝、川、豫、鄂、5 省，僅湖北省漢江中下游地區人口就有近 2000 萬人，GDP 亦佔據該省的半壁江

山。 

隨著全球溫度持續上升，漢江上游 21 世紀水迴圈的演變趨勢將是蒸發量增加、徑流量進一步減少，

水資源量會日益減少。因此未來漢江水資源緊缺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比如 2011 年由於上游乾旱，致使丹

江水庫水位低於死水位運行 90 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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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汉水）水系图

 

舉世矚目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一項造福中華民族和京津地區人民的宏大工程，第一期工程 2014 年

將首期調水，每年調水 95 億立方米，近年，很多人士關注的目光主要放在丹江水庫以上，但是對於地處

調水口下游、漢江中游的襄陽市而言，卻很少提及或刻意回避，還有陝西的“引漢濟渭工程” 即從漢江

源頭調水入黃河最大支流渭河，年引水量達 15 億立方米，已於 2011 年 12 月 8 日動工，在 2015 年，即南

水北調中線調水的次年，陝西省的引漢(漢江)濟渭(渭河)工程也正式開始調水，對漢江中下游更是雪上加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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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水後，漢江下泄的水量將減少 1/3 左右，加上污染狀況的存在，漢江水質形勢會更加嚴峻，對襄陽

民眾來說，關愛水資源重任在肩，保護漢江母親河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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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遠兮    我將上下而求索           

                                           

襄陽市環保協會是 2002 年 8 月在保護母親河的活動中誕生的，別名叫“綠色漢江”，充分表達了志

願者們願漢江永遠清澈美麗的心聲。 

 

 

會員來自社會各條戰線，目前擁有團體會員 67 個，個體會員 163 人（不包含團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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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員），志願者 30000 多人。 

 

我們的口號是：關愛水資源，保護母親河。 

  

成立以來，“綠色漢江”結合本地實際把切入點放在保護水資源上， 工作重點也始終

是保護母親河。按章程規定，遵循協會宗旨，定準位子（公益性，群眾性的非政府組織，是

聯繫政府和廣大民眾的橋樑與紐帶）;找出路子（走大力開展環境宣傳教育、發動公眾參與之

路），想出點子（虛心向環保先行者學習，結合本地實際把切入點放在保護水資源上，在探

索中前進），邁出步子（真心實意，身體力行，切實不表面，一步一個腳印，在前進中不斷

提高），為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漢江母親河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回顧十年來的歷程，我們感慨萬千，記得 2002 年 5 月，我們擬發起成立協會時，是市

環保局給了我們大力支持，市民政局熱情服務，認真辦理，在當年 8 月底即註冊成功，這充

分表現了有關職能部門的理解和信任，使得我們順利的邁出了第一步。 

剛成立時，一窮二白，什麼也沒有，我們四處化緣籌集，辦公室的桌、椅、凳、全是市區機

關支援的，許多辦公用品也是我和其他志願者從家裡拿來的，現在協會有運建立、李治和、

葉福宜、鐘少蓮、石旭華、馬世珍六名全職志願者，每天在協會堅持日常工作。 

剛成立時，我們什麼也不懂，是中國民促會多次為我們提供參加學習培訓的機會，尊敬

的各位環保先行者也把我會當著“希望工程”進行無私的説明和扶持，才使我們能慢慢地一

步一步摸索著向前走…… 

我們深知：要讓漢江繼續保持清澈，南水北調中線調水後，讓京津同胞安心喝上漢江水，

給子孫、給地球留下一條清澈美麗的河流，是生活在漢江沿岸的民眾義不容辭的責任 

 

要保護母親河，就要瞭解母親河的全貌。 

 

記得 2003 年 4 月，正值非典襲來之時，我們“徒步漢江襄樊段環保行”出發時，還有

人罵我們吃多了撐的……那時，天空下著毛毛細雨，每天，考察隊員們泥一身水一身，腳上

打起了泡，用針頭挑破上點藥貼上創可貼第二天又接著走，晚上，因下雨，帶的帳篷不能用，

就住在路邊 5 元、10 元錢一晚的小旅店內，沒有廁所，在豬圈方便，因旅舍漏雨，有的隊員

蓋被、衣服被打濕了，淩晨 5 點起來找火烤，即使再苦再累，也沒有一個人退縮一步，當到

達丹江水庫順利會師時，大家一個個歡呼雀躍的場面，至今還歷歷在目。 

難忘 2004 年 4 月，“徒步唐白河環保行”時，20 多名考察隊員，頭頂烈日，汗水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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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河、白河兩岸的土地上；一個個曬得像從非洲回來，可他們看到是滿河的黑水，聽到的

是村民的悲憤訴說，一個個隊員義憤填膺，志願者蘇青自編的“白河謠”表達了大家的心聲： 

白河謠（考察隊員在白河岸邊自編並沿途演唱） 

⑴白河水告訴我你怎樣流過，           ⑵白河水告訴你我們正在努力， 

我仿佛聽到你在向我訴說。             還給你美麗笑容是我們的心願。     

善良的人啊請你們救救我，             讓我們一起共同來關愛你， 

還我清清河水快樂的魚和蝦。           美好家園靠大家共同來愛護她。 

    

 兩次環保行，我親自帶隊，既調查了河流的水質狀況，又沿途宣傳發動群眾。幾年來，

我們先後深入到漢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污染源頭調查 470 多場次，行程 6 萬多公里，通過組織

實地考察、調研，瞭解掌握第一手資料。先後寫出《漢江襄樊段水污染調查報告》、《水污染

治理刻不容緩》、《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實施，應該對襄樊水資源環境損失給予及時補償》、《莫

把工業園變為污染園》等多份調查報告、提案，多次面對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直接建言獻策，

引起重視，促進了污染的治理。 

 

 作為環保 NGO，我們不能僅僅限於調查污染、發現問題、瞭解問題、反映問題、呼籲

污染的治理，而更重要的是要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發揮自身優勢為解決問題出力獻策，多

做實事。 

為了為爭取資金給翟灣村民安全飲水工程出點力，歷時半年，我聾掉了一隻左耳，先後

40 多次去翟灣村，我們白天自帶乾糧，晚上住在帳篷裡，沒有給該村增加一分錢負擔。當先

後看到翟灣、劉灣兩個水廠建成，村民能用上安全飲用水時，我們並不掉以輕心，而是多次

宣傳發動村民成立了農民水質監測小組，此舉屬全國首創。當我們給翟灣村水質監測小組成

員翟家全（渡河船上的艄公）說，只要一發現上游排汙，就給我們打電話告知，我們每年給

他一點電話費時，他卻說，“我親眼看到你們來了幾十趟，還不是為了我們。我不要什麼電

話費，我只想白河水變清！”多麼樸實感人的話語，深深地感動著我們…… 

    記得 2003 年 12 月，為了推動五山建設生態新農村，我們赴京請來了幾位專家幫助策劃，

在北京，住在地下室裡，到了五山堰河村我拄著樹枝當拐杖與他們一道進山溝調研，晚上打

霜，住在一戶農民家中，半夜凍醒了，我就用被子裹起來坐到天亮，通過各方的努力，堰河

村成為遠近聞名的生態村，我們深感欣慰。 

      

    我們深知：要治理好一條污染河，是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而要保護好一條較清澈美麗

的河流永遠清澈美麗，更是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作為一個民間組織，要想保護好一條較清

澈美麗的河流，僅靠少數志願者，力量更是薄弱，遠遠做不到，必須廣泛發動社會各界民眾。 

 

“人人做環保，世界才能更美好”。 

 

10 多年來，在市教育局和市環保局大力支持下，我們堅持了環保宣傳教育。而正因為

我們一路走來，腳踏實地、幹實事、不做秀，用我們的實際行動感召大家，這樣，在宣傳發

動時，才有了很好的感染力和說服力。我們先後成功免費舉辦了 31 期環境教育培訓班，計

有 965 個學校、單位的 1734 位元教師及各條戰線的環保志願者參加了學習。基本達到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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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穀城縣 85%的學校，每個學校有一名環境教育種子教師。自 2002 年 9 月 13 日以來，我們

先後到 648 所中小學、幼稚園、農村、社區、黨政機關進行講座、宣傳，向 35 多萬名師生、

幹部、市民、農民、婦女、兒童等進行了宣傳，我們自編了幾個環保歌謠教兒童傳唱，根據

不同地點、不同聽眾，到校園、下農村、進社區，因人施教，圖片和講座相結合，道具和遊

戲相結合，參與式、開放式與互動式相結合，效果很好。記得 2004 年我們在商業第二幼稚園

宣傳回來，當天晚上就接到一個叫潤明義的市民打來電話說：“你們今天下午給幼稚園的小

朋友們宣傳了什麼？我去接小孫子回家，一路上他只要一看到垃圾就去撿，回家後，還教訓

我們大人浪費水……”通過努力，喚醒了許多民眾的環保意識，“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

環保理念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襄陽人知道了環境問題就在身邊。現在，許多人以能當環保

志願者為榮，以能當上協會的會員而自豪，有許多學校、幼稚園已成為協會的團體會員。有

許多學校把環境教育納入教學計畫之中。市教育局、環保局以 2003（182）號文，下發了在

全市中小學開展環境教育活動的通知。有的學校專辟了環境圖畫專欄，有許多小學、幼稚園

的小朋友在班會、校會時齊唱環保兒歌。團體會員襄城職高成立了課外環保活動小組，長期

堅持環保活動，該校已是全國綠色學校；太平鎮中心學校（我會團體會員）等 26 所學校專

門開設了《可再生能源教材》教學。41 中、36 中經常參加協會組織的活動，並多次在全國大

賽中獲獎；襄陽學院、襄陽職業技術學院、襄陽學院附中都在協會的指導下成立了學生環保

組織。 

作為環保 NGO,我們也深知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發展就要挨打，就無法屹立於世界民族

之林，我們發現有企業會產生污染，不是要把其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企業發展經濟不能以

犧牲環境為代價，要爭創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企業。所以，我們的多次調研，並與企業

坦誠相見，提出合理化建議，得到了許多企業的理解和配合。 

如：2011 年 7 月，我們先後兩次參加聽證會，近期，又推動澤東化工有限公司運作環境

資訊公開…… 

作為環保 NGO，我們是政府的一個重要補充，應時時刻刻注意爭取政府有關部門的理解

和支持，而正是有了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我們才得以在保護母親河的道路上向前不斷邁進。  

常言道，“有為，才能有位。”十年來，為保護環境，我們的確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得到許多表彰，不僅引起了廣大民眾的關注，對喚醒全民的環保意識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

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領導的重視，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但成績的取得首先要感謝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協的理解和支持，感謝各職能部門的鼎力相助。市民政局經常關注我們

的活動，幾次上門瞭解指導工作；市環保局、水利局多次為我們排憂解難；我們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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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得到了市教育局、環保局的大力支持；我們徒步考察漢江和唐白河，市環保局、水利局

是堅強後盾；我們的《保護生物多樣性，拒食野生動物》的萬人簽名活動，是與市林業局聯

合舉辦的；我們辦通訊及印製宣傳資料，市新聞出版局給予了理解和支持；市行管局樊城中

心也為我們排憂解難；還有許多市直局，也在我會成立時，給予了資助；我們去農村宣傳，

穀城縣、保康縣、老河口市的教育局、環保局也大力配合。 

     

許多環保志願者真心實意、身體力行，為保護母親河無私奉獻。自成立以來，協會辦公

室每天有我和李治和、葉福宜、鐘少蓮、石旭華、馬世珍 6 位環保志願者堅持上班，處理日

常事務。一年四季，風雨無阻，常務理事李軍為協會開展活動獻計出力；陳道斌為〈綠色漢

江〉通訊的編印付出大量心血；趙麟華、蔚盛輝、孟漢平、李鵬霄幾次參加綠色希望行動到

農村學校宣傳；李耀楠、邱曉瑛、段棗生、曾會前、楊順增、齊麟、楊鳳山、杜昌煥、李月

光、韋明光、劉尚傑、張宗強、張秀華等同志經常抽時間參加協會活動；劉灣水質監測小組

的劉雙記老師多年如一日認真監測白河水質變化狀況；兩個歌唱團的志願者多次到漢江邊、

社區宣唱…… 

在我們的會員中，還有一批熱心環保、積極參與、身體力行的中青年人，他們是來自本

市各條戰線的王國培、孫德聲、吳非、蘇青、焦黎輝、黃雲豹、楊玉林、趙祖文、馬東、鐘

啟文、梁玉成、劉豔、彭鵬、肖瑞峰、王虎、王紅斌、蔡彥燕、林華、范喜、鄭傳林、劉培

成、梁海、張力、劉曙光、曾慧琳、張文華、耿文傑、趙雪君、範文剛、張瑋、王雨婷、陳

霜、張建海、趙永勤、劉道軍、郝詠菊、景夏楠、李秀樺、鄧糧、賀瑞明、張做東、陳春林、

張文軍、汪寒、趙翔等。幾年來，徒步走漢江、看唐白河，他們灑下辛勤的汗水，近年他們

又參加了環保小分隊，經常利用節假日去漢水邊，到農村調查、宣傳，在他們身上，我們看

到了環保自有後來人，看到了襄樊生態保護的希望。 

總之，政府的理解，民眾的支持，許多志願者的積極參與是我們能取得成績的重要原因。 

 
協會還制定了會議制度、財務管理制度、辦公室值班制度和環保小分隊紀律要求。一切

從零開始，現辦公室建有檔案 113 卷，收集有各種環保書籍、資料 200 多種 10000 多冊，各

種教具，製作環境警示教育宣傳展板 5 個大袋 200 多幅，還建有工作日志、周記、大事記、

環境教育和培訓班記載表、志願者外出學習和對外聯絡登記冊等。 

協會的特點： 

自成立以來，核心成員團結合作，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協會才能健康穩

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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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了聯繫政府和廣大民眾的橋樑紐帶作用。起到了政府職能部門的填空和補充作

用； 

只聘用一個專職工作人員,其餘由幾名老年志願者長年堅持日常工作；這樣，既減少了

開支，隊伍又比較穩定； 

長年堅持環境教育，從不間斷，環境保護當地語系化，主要圍繞“關愛水資源，保護母

親河”，編制本土化的宣傳資料開展講座和開放式互動式相結合的環保活動，深得人心，對

發動公眾參與，建設綠色襄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水質監測小組的活動進一步喚起市民“關愛水資源、保護母親河”的意識，農村成立水

質監測小組屬全國首創，只有河流沿岸的民眾都行動起來，河流保護才有保障。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我們“綠色漢江”是個草根組織，是無數棵小草組成的，這無數棵小草的深深地紮根在

漢江兩岸，保護著漢江、守望著漢江。 

    我只是這無數棵小草中一個枯黃的草，只是“綠色漢江”的聯絡員、服務員，但我會生命

不息，環保不止。……到我離開人世那一天，我可以毫無愧疚的對子孫說：為了給子孫留下

一條綠色漢江，我努力了，付出了，我上對得住天，下對得住地 ，中間對得起母親河。 

 

要讓我們的母親河漢江永遠清澈美麗，是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保護環境、保護漢江要

世世代代做下去，前進的路上，還會有很多艱難險阻。我們有這個思想準備，我們會克服一

個個困難，一步步慢慢慢慢向前走，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