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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developing new typ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It plays a big role in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e. Ba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y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the new type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new typ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 resources, soil improvement,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typ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to reduce natural
disasters fav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yp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to provide support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the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type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ills district.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also were put forward to make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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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是发展新型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对改善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挥着重要
作用。本文在分析水土保持对农业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基础上，从水土保持为新型现代农业创造有利条
件，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良土壤、为新型现代农业奠定基础，减少自然灾害有利于新型现代农业发
展与生态环境改善，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为实现山丘区新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等方
面探讨了水土保持与发展新型现代农业之间的关系，最后还就做好新型现代农业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几
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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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之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省农业生产
发展的好与坏，对于全国农业生产发展趋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积极开展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
基地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循环和低碳农业发展，不仅对于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
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在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水
土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实践表明，水土保持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原始地貌水土流失和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有效保护自然资
源，改善生态环境，使人类与环境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因此，只有努力搞好水土保持，才能有力地促进
新型现代农业生产和区域经济发展。为了探讨水土保持与发展新型现代农业之间的关系，本文着重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2. 水土保持为新型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水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
然而，在近 50 年来，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毁掉的耕地达 2.67 × 106 hm2，平均每年毁掉耕地 6.7 × 104 hm2
以上[1]。
因此，我们要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既要大力推进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加快坡改梯速度，还
应积极开展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扎扎实实治理现有的水土流失，使得现有仅存的耕地及可利
用的土地资源不再受到破坏，有效控制人为新增的水土流失，缓解人、地、水的矛盾，快速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使得原有水土流失所造成破碎的地形得到整治，农田面积
有所增加，土地生产力得到恢复并提升，使得广大群众具有更高的积极性投入保持水土、改善土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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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活动之中，加快速扭转乡村尤其贫困山丘区的恶性循环局面，促进农村经济向良性循环发展。
实践表明，只有依据流域地形地貌特点和自然经济条件，合理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充分利用国
土资源和当地人力、财力条件，发挥资源的巨大潜力，才能有效控制区域水土流失，扭转耕地逐步减少、
土地生产率降低和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的局面，进而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并为本文所倡导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 水土保持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良土壤，为新型现代农业奠定基础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的 1/2，且分布不均。如河南省既是全国的人口大
省，又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但水资源总量仅为 437.13 亿 m3，人均水量和亩均水量只相当于全国的 1/5 和
1/6。河南省的水资源具有时空分布不均、地表径流年际年内变化大的特点。从近 10 年来全省年平均总
用水量 227.18 亿 m3 的情况看，其中农业(含林果灌溉、鱼塘补水等)用水 161.79 亿 m3，占到总用水量的
71.2%。尽管河南省面临有地表水资源贫乏的严重问题，但至今还存在有：① 资源意识仍很淡薄，用水
浪费等现象仍大量存在；② 水污染严重，特别是河流水质较差，水环境恶化；③ 用水浪费严重且普遍；
④ 地下水开采不合理，局部严重超采等问题。因此，本省水资源严重不足，就成为推广新型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性因素。
实践表明，积极做好水土保持，乃是有效解决“水”问题的关键。因为“土”的流失主要是由“水”
的冲刷动力而引起的(在水蚀区)，而保土的同时也留住了“水”。凡是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的
地区，不仅能有效保持水、土资源，扭转耕地减少、土层变薄、土壤肥力下降而称之为“三跑田”(即跑水、
跑土、跑肥)的现象，而且还能逐步增大降雨蓄渗量，增加土壤含水量，进而提升肥力，使得被破坏的土
壤结构、被恶化和退化的理化性能明显恢复，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
总之，水土保持措施(如小流域治理措施和雨水集流节灌技术等)可以有效拦截地表径流，加强降水蓄
渗量，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使植物栽培和生长获得必要水源，同时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尤其对
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区的效果更为显著。这必将为加快新型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奠定良好
基础。

4. 水土保持减少自然灾害，有利于新型现代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
分析和实践表明，水土流失必然会造成地面完整性被破坏，土壤层变薄，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区域
生态环境恶化[1]。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塘坝和水库淤积容量越来越大，造成了库容的巨大损失，水库容
量的减少，水库蓄水能力降低，大大增加了洪峰流量[2]。
相反，只要全面贯彻、落实《水保法》，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并通过工程、林草、农业耕作等综合
措施有效结合与治理，就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发展势头。据研究，种草的坡地在大雨状态可减少地面径
流 47%，
减少冲涮量 77%；
2 年生的草地比 3~8 年的林地拦截地面径流和泥沙的能力高出 58.5%和 88.5%。
草地平均每年每公顷可固定空气中的氮素 150~200 kg，相当于 330~440 kg 的尿素[3]。事实证明，随着广
大区域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向纵深发展，使得流域的绿色水库——土壤水库和水保工
程措施拦截地表径流和泥沙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不仅有效地减少了来自上游的洪水和泥沙，使得江、河、
湖、水库淤积发展趋势和水库、湖泊等水体的富营养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大幅度提升各类水利工程的
综合利用功能，增大河道行洪、水库蓄水发电和湖泊蓄水、滞洪的能力，江河洪水的威胁也会逐步减轻，
旱、涝、风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也会有所降低。而且，在有效保护水、土资源的同时，还会加大降雨入
渗和土壤改良，显著地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这无疑会提高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和植被覆盖率，涵养水土
资源，改善江河水流状况，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自然还会减少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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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防止沙尘暴等恶劣天气的出现。
由此可见，只要坚持不懈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就能明显减少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大力促进新型现
代农业的稳定发展，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5. 水土保持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水土流失严重的乡村地区，不仅其土地生产力偏低，人地矛盾突出，林草植被
减少，群落退化，生长条件与生态环境恶化，而且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困扰着农
村建设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并逐步形成 “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4]。
随着《水保法》的贯彻与落实，水土保持工作得到逐步深入与全面推广，不仅促进了生态环境向良
性循环转化，而且大大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加快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得农
村第二、三产业增收，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同时，通过水土保持与新农村建设的紧密结合，实行山、
水、电、田、林、路、草、房、厕、池、管线、村镇、住宅、防洪、排涝、排污等统筹规划与建设[5] [6]，
以水土保持的技术标准开展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大大加快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加速了农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并使广大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由此可知，水土保持作为发展农业和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足以说明水土保持对于农业生产
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与支撑作用。

6. 水土保持是实现山丘区新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山川多变、地形极其复杂的国家，其中高山丘陵的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 2/3 [7]。山丘
区尽管在以往的开发热潮中，收到了一定经济效益，但也存在不少水土保持问题，使得原来比较瘠薄的
土壤日益瘠薄，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土壤透水性与持水力下降，增加了干旱的发生与发展，加剧了农业
生产低而不稳，给山丘区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毁灭性打击。再加上山丘区新上马的诸如采矿、交通
等生产建设项目较多，这些项目的扰动地表范围广、挖填土石方量大且强度大，无疑会进一步恶化山丘
区地形，加剧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水土流失所造成局部地区自然资源破坏和自然灾害的情况扩展，
加剧了生态环境系统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总之，严重的水土流失必然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尤其
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加剧了贫困，导致生态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进而严重影响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
并成为山丘区新型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障碍。
因此，只要广大山丘区停止陡坡开荒、破坏植被活动(含采矿、交通等工程不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积
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如梯田、淤地坝、林草等措施，以及水土保持农业耕作措施(包括雨水集流
节灌技术及鱼鳞坑、水平沟等措施)，同时及时治理生产建设项目所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就能使土壤剥
蚀、肥力减退和土地生产力下降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逐步提升雨水下渗率、增加土壤含水量，使得土
壤中所含氮、磷、钾等养分及土壤中的硼、锌、铜、锰、铁等微量元素含量均有所增加，使得土地生产
力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进而如干旱等自然灾害有所减少，水资源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使农作物产量增加、
质量提高，经济发展加速。可见，水土保持乃是实现我省山丘区新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7. 作好新型现代农业水土保持工作的几点建议
7.1. 提高对于新型现代农业发展与生态安全关系的认识
通过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学习与研讨，提高新型现代农业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
识，理清新型现代农业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在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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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时机采用相应条件下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增强现代农业发展势头，抑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走出一条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繁荣、生态安全和谐发展之路。

7.2. 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安排新型现代农业项目水土保持工作
科学发展观对于新型现代农业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与实践有着全局性影响，决定着其发展的方向
与道路。在具体工作中，要总结国内外农业发展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吸收国际先进的经验
与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新世纪新阶段我省新型现代农业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所面临
的问题。

7.3. 树立预防为主、保护优先、保护水、土资源的理念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水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
然而，全球每年约有 750 万 t 土壤从陆地生态系统中流失[8]。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水”的流失将使
得人类失去生存基础；土壤资源一旦受到破坏，修复起来十分困难，尽管现有土壤修复技术有多种，但
其所需的成本极高，修复的周期也很长，必然使社会、经济、农村建设和农民生存的方方面面受到严重
影响。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牢固树立预防为主、保护优先、保护水、土地资源的理念，把水土保持工
作中的预防为主、保护优先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成为开创新型现代农业的重要环节，扭转“重
经济增长和农业生产发展、而忽视水土保持”的观念。

7.4. 提高林草覆盖率，增加降雨入渗，有效增枯减洪
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不断的植树造林，
尽管我国的森林面积在逐年增加，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人均森林资源占有率十分的低，其中人均
森林面积只有 0.14 hm2，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0.62 hm2 [9]。
众所周知，森林植被不仅被誉为地球的“肺”，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改善环境条件等方面具
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研究与测算结果表明，每公顷森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 20~40 t，释放氧气 15~20 t
[10]。同时，林草植被由于林冠的截留作用，使得地面免受(或减少)雨点打击，降低土壤侵蚀强度；其凋
落物具有持水作用，可调节地表径流，增加土壤入渗时间，削减径流动能，加强和增进土壤渗透性；其
根系对土壤有很好的穿插、缠绕、固结作用，植被残败体可以直接进入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从
而起到改良土壤和蓄水保土的效益。统计结果表明，其蓄水保土效益均可达到 40%以上[11]。
实践表明，在水土流失地区(包括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基地建设可能造成人为水土流失的地区)加强林
草植被建设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水土保持林草防护体系，提高林
草覆盖率，以增加林冠截留，草地滞留，减少地表径流，减缓流速，增加降雨入渗，提高区域水源涵养
和土壤抗旱能力，最终达到有效增枯减洪，促进新型现代农业发展的目的。

7.5. 加强新型现代农业水土保持措施的试验研究
由于农业开发的水土保持措施还不太完善，农业水土保持的科技含量还比较低，即使是前述的农业
耕作措施也具有适应区域与相关条件的局限性，故现有的大部分农田(尤其山丘区旱地)和果园还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因此，提高农业水土保持的技术措施迫在眉睫，况且也不能完全依靠水土保持部门
研究成熟后拿来应用。建议在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期间，加强适合于当前农业发展结构的水土保
持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做好农业水土保持的示范推广工作，积极引导农民做
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水土保持，以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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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束语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强调要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
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水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严重
的水土流失正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制约着农业发展，困扰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因
此，开展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基地建设的同时，需要努力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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