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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所有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存都离不开水。然而，在一些地

区，水资源缺乏，满足不了人们生活和健康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到远处取水，而且取到

的水还不一定是安全的饮用水。

如果社区有方便、安全的供水系统，社区每一个成员的健康就更有保障。如果每天

都能有充足而安全的用水，妇女和孩子就用不着去远处取水，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或

是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就能够得到改善。拥有足够安全的

饮用水，孩子们就能远离因饮用水受到污染引起的腹泻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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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社区民众的健康

水是自然的恩赐，对于社区健康来说，饮水安全是必须的。饮水安全是指人们能够

获得安全并且充足的饮用水。要确保社区的饮用水安全，人们必须群策群力，都参与到

收集、储存水资源以保障社区公共用水的行动中来。

为了得到足够安全的饮用水，大多数人愿意付出一定的费用或劳动。但是在一些地

方，水源要么被病菌、寄生虫或有毒化学物污染了，要么被用于工业或商品化的农业，

要么安全饮用水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在水的价格、水的净化，以及水的

储备、分配和使用方面作出任何抉择，都必须优先考虑人们的生存和健康需求。

人人都离不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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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南部一个叫普拉奇玛达的村庄，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农民

以种植稻谷和椰子为生，过着富裕的生活。几年前，可口可乐的工厂在

村边拔地而起，从此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工厂开挖了深井取用地下水，每天抽取1,500吨用于生产糖水饮料。

两年后，地里的庄稼枯死，村民家中的井水干涸，煮熟的米饭成了棕

色，而且味道非常不好。喝水和洗澡使人们出现皮肤发痒、头发脱落、

关节疼痛、骨质疏松以及神经系统的问题。村民这才了解到，工厂的有毒化学物污

染了村里的地下水。为了健康，村民只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取水。

有一年，滴雨未降，但可口可乐公司仍在干旱之时继续抽取地下水。村民看见

每天都有卡车把瓶装饮料运走，那些生产饮料的水曾经是他们和庄稼的生命之源。

到后来村庄周边的水源也都枯竭了。村民们聚在一起，商量怎样才能让可口可乐公

司停止取水。

集会后，2,000多名和平示威者到可口可乐工厂游行，要求工厂离开，并赔付因

缺水带来的所有损失。可口可乐公司答应每天给村民们运送一卡车洁净水，但是这

并不能满足村民们的需求。经历50天的抗议，警察逮捕了130名示威者。数月后，

1,000名抗议者继续到工厂示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被逮捕了。

斗争给普拉奇玛达村的人们带来了麻烦，但是也让村民团结起来，一致要求政

府和企业尊重他们享有安全饮水的权利。几年后，当地政府开始支持村民，并责令

工厂在旱季停止取用地下水。但是，州政府却认为应该允许工厂继续取用地下水。

最后抗争到了法庭，普拉奇玛达的村民打赢了官司，工厂关门停产了。

普拉奇玛达的人们争取安全饮水权的斗争，得到了来自印度和世界的关注，也

鼓舞了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们。在一个人们不能享有足够的安全饮水的地方，还用

有限的水资源来生产奢侈的糖水饮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饮用生产的糖水饮

料还存在致病的隐患。

工业生产占用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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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的妇女来说，其中的艰辛非常清楚，但她未必明

白可以用她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一切。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享有可靠而安全的供水系统

是一个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

采取共同行动来改变现状。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改变

的第一步，以下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分几个步骤

来完成。

向社区水源管理者了解情况
对 社 区 饮 水 安 全 负 有 责 任 的 人 包

括：负责掌管水井、供水管道或是其他

供水设施，负责社区清洁卫生，承担

水的收集、运送、处理以及储存的人。

这些负有责任的人汇集到一起，列出本地

区水资源情况，讨论以下问题：

人们对饮水水质和水量的看法；整个社区每天的用水量；居民是否对水源进行分

类，如饮用、做饭、沐浴、牲畜饮用、农业灌溉时使用不同的水源；水源能否满足以上

用水需求；社区是否还有其他的水资源或储备水源以满足用水增长的需求。

引起社区的关注

考察取水点
不同的水源会有不同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考察

泉水、井水、地表水等水源点（江河、溪流、湖泊及池塘

等），以及雨水采集点，讨论每一个取水点的价值和被污染

的可能性。

制作水资源分布图和污染源分布图
分布图中要显示水资源和居住地的关系，水资源和污染

源的关系，并使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安全的水源点和被污染

的水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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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饮用水安全吗？
在日常生活中，要确认饮用水是否安全是不容易的。对引起健康问题的不安全因

素，有的可以通过望、闻、尝等简便的方法发现，有的就只有通过专业检测才能发现。

了解影响水质安全的各种因素，并采取措施来保护水资源免遭污染，可以预防许多健康

问题的发生。（见第45~63页）

清 水 不 一 定 干 净

　　这个活动让我们了解到水中一些有害物质是看不见、闻不到、尝不出来的。

　　时间：15～30分钟。

　　材料：4个透明的瓶子、土、盐、糖、经过消毒的水。

活动之前，在4个透明瓶子里装满水，瓶中的水是煮沸过的，或是用含氯制剂或其他消

毒剂处理过的。然后在第一个瓶中加入一勺土，第二个瓶中加入一勺糖，第三个瓶中

加入一勺盐，分别摇匀，最后一个瓶子中什么也不加。把这些瓶子拿到活动小组中。

让小组成员闻四个瓶子，然后请他们喝其中一个瓶中的水，小组成员中的绝大部分人

可能都不喝含土的水，但会喝其他瓶子中的水。

等几个人喝过水后，问他们为什么不喝含土的水？水的味道怎么样？以及他们认为水

里含有什么东西？是否有人喝了没有加任何物质的白水？问他们怎么会知道水中没有

加过任何物质？因为这些物质是他们看不到、闻不到或尝不出味道的。

讨论可能存在会导致饮水不安全的物质，这些物质包

括会引起腹泻的病菌，引起血吸虫病的血吸虫，以及杀

虫剂和其他化学物质。能否举出任何理由来证明水中可

能含有这些物质？除了看和闻以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

辨别饮用水安全与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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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水质安全
水质检测通常是通过实验室水样检测来进

行的。这些检测反映出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

对于发现化学污染物来说，这样的检测是必须

的，但是，检测费用较高。从实用的角度来

说，引起社区对水资源的关注、保护比水质检

测更重要。（见第75页）

一些水质检测的试剂盒可以当场检测水中

的污染物，例如，“硫化氢检测”就是一种低

成本的检测方法（大约1美元可检测5个样本），而且能很快得出结论。但是这种检测方

法有时会出现假相，比如把一些无害的生物当做有害病菌检测出来，而且也无法检测出

水中的化学物质或寄生虫卵。

改善供水体系
与其开发一个新的供水体系，不如改善现有的

供水体系，使之能提供更多更洁净的水，这会来得

更容易些。

制定供水体系改善计划时，需要整理出当地

资源的清单。当地资源包括水资源、各种建造材

料以及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括具有打

井、安装管道技术的人，具有组织和管理能力的

人，以及年岁较大者，他们能够回忆出前人是怎

样采集水的。

H2S test

水质检测反映采样时间和采样地点
的水是否含有污染物。

改善社区的供水系统，要考虑什么是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什么是社区最容易解决

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据此制定一个方案，既能消除问题的根源，又能满足社区人们的

需求。

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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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区饮用水安全有赖于相关组织和热心人士的帮助。

社区水供应管理

小组今天开会

1. 有毒物：指任何对人畜有毒害作用的物质，通常具有毒性并能引起疾病或死亡。

社区水源要分类使用，尤其在水源不足或取水困难时。建造集雨池、储水罐和自来

水供应系统能让社区居民就近取水。（见第86~91页）如果做不到的话，采取以下措施

也能让社区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

·让人们分担采集水的工作。

·大家共同承担集水、取水的工作。

·向每一个人讲解怎样能避免病菌污染水源。（见第92~99页）

在已建有供水系统的社区，可以：

·改善采集水的方法。

·维修损坏的管道和水泵。

·保护上游水资源。

·探索节水保水新方法。

当饮用水有可能被有毒物
1
污染时，在水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应改用其他来源的饮

用水。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水的确被污染了，就继续从改用的水源取水，并排除污染源。

要想预防水污染，工业企业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安全处理工业废物；农业生产要少用

农药、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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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在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妇女的用水需求和男人是不同的。社区的供水体系由男性负责构建、维护，而家

庭日常的取水、用水多由妇女承担。由于男女的分工不同，所以规划社区供水系统

时，应当有妇女参加。

两 个 圆 圈

       活动引导妇女思考自己的用水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会遇到的障碍。

       时间：45分钟。

       材料：大的绘画纸，绘画笔。

       每组人数不超过10人，发给纸和笔。

在纸上画一个大圆，大圆内再套小圆。

小组成员共同合作，在大圆内列出影响整个社区水资源、环境卫生及健康的问题，再

在小圆内列出会给妇女带来影响和不便的问题。

各小组成员聚拢后一起讨论：两个圆中所列问题有哪些不同？哪些相同？想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怎样才能使妇女提出的问题得到重视？

这个活动也可以让男人和女人共同参与完

成。如果有男性参加，就设一个男性小组。

每组在大圆中画两个小圆，一个小圆中列

出影响男人的问题，另一个小圆中列出影响女

人的问题。

当小组聚拢时，让男人想一想：为了让

妇女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自己能够做些

什么？这些问题包括在房屋附近修建厕所，承

担取水、运水的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孩子等。

在和男人讨论这些问题前，妇女们最好先私下有个讨论，这会让她们更放松些。在

男女意见严重分歧的社区尤其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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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供水困难
社区缺乏安全饮用水的原因有多种，如缺钱、不知道怎么建立安全的供水系统、没

有政府的支持或者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等。社区要有持续的安全饮用水供应，就需要逐

一地认识和排除这些困难。满足以下情况时，人们会更愿意参与到改善和维护供水系统

的行动中：

·收效立竿见影，如增加供水，取水便捷，减少疾病。

·改善及维护成本低。

·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改善了当地环境，如水清了，蚊子少了，庭院可用的水也多了。

可持续的供水项目应当让社区的每一位成员平等受益，而不因生理和社会差异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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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内寻找解决办法

自古以来，每个社区都有一套找水、储运水和保护水的方法。人们用棍子（也叫探

水杖）寻找水源，发明了提水和运水装置，建造了各种各样的集雨设施，种植树木保

护水流域和水源。他们也会和相邻社区协商，共同分享水源。即使有新的集水和处理水

的方法来保障饮水安全和用水充裕，保护原来的水源和防止因水引起的争斗仍然十分重

要，以确保为子孙后代留下安全、充足的水源。

工作人员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山村做预防腹泻病项目，措施是保护村庄的水源。

他们看到因土壤侵蚀和牲畜活动，村里泉水的水质正在恶化，于是提出改进建议：

一是用铁丝围成栅栏，把泉水保护起来；二是让村民到其他地方放牧。

村民对此表示反对并预言：栅栏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偷走，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土

地和钱来建立合适的放牧地。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提出了可行的解决办法，花了一

天的时间，到泉水上游一带种植有刺的植物，牲畜就只能在泉水下游地势较低的地

方饮水，问题便圆满解决了。

向村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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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水资源

水既有地表水，如江河、溪流、湖泊和池塘，也有地下水及取自于山泉和水井的

水。因为地表水易受污染，须先净化处理后方可饮用。（见第92~99页）地下水因渗出

过程中经过沙子和泥土的过滤，通常不含病菌。但地下水有可能被天然矿物质污染，如

氟和砷（见第61页），也可能被垃圾、厕所、化粪池和下水道渗滤的污水以及来自工业

和农业生产的有毒化学物污染。

如果地表的植被与河道保护不当，地下水位也会降低到危险的境况。曾经浸润土

地、贮于地下的雨水，因为地表失去了森林植被而无法涵养，最终只能渗入江河，流入

海洋。

地表水、地下水保护的最佳方法是：

·发展可持续性农业。（见第279~317页）

·建造卫生厕所。（见第103~139页）

·保护集水区。集水区不仅指较小集水范围，也包括流域
1
。（见第155~173页）

水源区的人口增加，会使水源保护工作的难度增大。水源区的工业生产也会导致水

资源的过度利用、污染等问题。对于高度依赖这一水源的使用者来说，他们往往没有能

力阻止上述问题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整个社区为维护用水安全组织起来，给

政府施加压力，监督企业遵章守法。

1. 流域：一个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所流过的整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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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井水安全

取用地下水的水井各种各样，其中最简单的是人工挖掘的水坑，也叫汲水坑。最贵

的是管井，细长的水管延伸到很深的地下，用水泵把水从地下抽上来。

水井的价值在于能够取水。对于任何一个社区而言，井的好坏取决于地下水位、水

质和用于挖井、钻井及修井的设施的优劣。大多数情况下，用水桶就能取水的简易浅井

比用水泵抽水的昂贵水井要好。多有几个浅井总比只有一个深井好，一个井的水干了，

还有其他的井水可以使用。

水桶要保持清洁，不要站在井台上打水，以免弄脏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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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井水安全的措施
掘井前先得确定要挖哪一种类型的井。这个井应该让社区的每个人都受益。确保井

水安全要做到以下几点：

·水井距离厕所、下水道、垃圾场和畜禽舍棚须在30米以上。

·水井不得靠近矿山或石油钻探等作业场所，也不得靠近使用农药、化肥的田地。

·确保地表水、废水不会流入井中。

浅水井可以提供优质的饮用水，但容易干涸或被病菌污染。雨季地表水会流入浅

井，病菌和污物也会随水流入井中；人和动物脚上的病菌会在取水时进入水中；井沿、

取水用的水桶、绳子沾有病菌，在取水时也会带入井中。

针对上述情况，采用简单的改进措施就可以防止污染。例如，取水时确保所用的桶

和绳子是干净的；用泥土、砖或水泥在井边垒起一圈井台，既可以防止水井坍塌，还能

保证井水卫生。还可以让井再挖深些，储存更多的水。（改善水井的一些方法，可参看

下页的图画）

不要急于开挖新井或者以高昂的代价来改善供水系统，可以考虑采用简单的措施来

改进饮水安全。

开放式水坑的改进措施

低水位

高水位

沿水坑侧壁修建阶梯，方便人们沿梯

而下，站在最下一级干燥的阶梯上打水而不

湿脚，切忌把脚踏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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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改进的井口。

3.用简易井盖遮拦的井口。

5.建有排水平台和排水沟的井口。 6.建有排水平台、排水沟和花园的井口。

4.用砖加固成井台、建有排水平台的井口。

2.周边较高、可避免地表水流入的井口。 

水井、水坑的改进

特别注意：水坑中的水不得直接饮用。饮用前须静置、过滤，除去水中的一部分微生

物。关于水处理的方法会在第92~99页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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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镶嵌井口下1～2米的井壁 全镶嵌井壁

维护家用水井
有的社区拥有当地组织、政府或国际机构修建的管井，或钻机开挖的深井。这些井

很深且有封闭的井口，水质也不会受到人和动物活动的影响。但使用数年后，或因水泵

损坏，或因缺少配件，或因无人修理，这些井就无法正常供水。人们不得不到远处取水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或者不得不取用被污染的地表水。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有保护措施

的家庭水井正在取代管井。

有保护措施的家庭水井指人工挖的井，有井壁、混凝土井盖、提水绞盘和排水平

台。上述每一个配置都起到了保护水井的作用，如果配套齐全，水也经过认真处理，这

样的家用水井就相当安全了。

哪儿适合挖井

要判断所挖的井能否出水，最好的方法是看周边

有无其他井。如果附近的井是很深的钻井，说明地下

水位太深，人工挖的井就不会出水。还有一个判断方

法是，周边有需水很多的常绿植物生长，这样的地方

挖井就会出水。洼地比高地更容易出水，但如果在洼

地挖井，须加强保护，防止雨水流入井中。

井壁

如果土质紧实，修井壁便有些多余。但从井口向下1～2米处修起井壁还是明智之

举，可以防止井口坍塌。如果整个井壁都修起来，水源会更加可靠，不过以后要想再把

井挖深一些就更困难了。修井壁的材料可以是石头，也可以用砖或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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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nbxncb混 凝 土 井 盖 的 制 作 方 法
井壁镶好后，就可以制作混凝土井盖了。井盖可以防止废水

污染水井，防止东西落入井中，也可以防止小孩掉到井里，井盖

还是放置水桶的干净平台。

井盖须恰好盖严井口或井台。制作时先清扫出一块平地，然后按

井盖大小画圆，沿圆用砖围砌一圈，形成浇注井盖的模子，待后

注入混凝土。

用高强度铁丝（3毫米）编制成间隔10厘米的铁丝网，待后放置在

井盖模型中。

把碎石、河沙和水泥按3:2:1的比例拌成混凝土，如果没有碎石，

可以用4份河沙和1份水泥混匀。移开铁丝网，把混凝土浇注到井盖

模型里，浇到一半高时再把铁丝网放在混凝土上，再浇灌剩余的混

凝土，之后用木板抹平表面。

混凝土井盖养护1小时后移除中央的铁皮鼓，用潮湿的沙子填满，

再把铁皮鼓放在沙上，然后用砖沿鼓围砌一圈，砖和鼓间留75毫米

的间隙并用混凝土填充。养护1小时后移去砖和鼓，具有防护性的

圆柱形小井口护壁就浇注成了，这时最好在小井口盖上

金属井盖，使两者配合严密。

具有保护性的圆柱形
护壁成型。

在模型中放入加强型
铁丝网和铁皮鼓模型。

浇铸混凝土井盖，同
时浇铸具有保护性的圆柱
形井口护壁。

制作一个井盖的模型。

把浇注好的井盖盖上。

1. 铁皮鼓：铁皮鼓也可用铁皮桶、木桶代替。

圈中央须留有一圆形小井口，用来安装水泵或通过水桶。小井口的

大小以水泵或水桶的大小为度。一般而言，须能够通过一只10升的

水桶，可用铁皮鼓1作井口模型，保证10升的水桶可以顺利通过。

经过一夜，浇注的井盖就凝固成型，但还需养护5天以上。

养护方法是让井盖保持潮湿。7天后在井盖的四角用3～5厘

米厚的木板垫好，使井盖离开地面。一个质量好的井盖，几

个人在上面跳舞都不成问题。在井口或井台抹上灰浆，就可

以小心地盖上井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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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盘、水桶及桶链（绳）

排水平台

绞盘是装有手把的转轴，可以更省力地从井中取水，而且还可以把桶链或桶绳绕在

盘上。如果以后要安装水泵，绞盘也很容易拆除。桶绳最好使用金属链，可以防止病菌

孳生。桶链的一端固定在绞盘上，另一端拴在桶上。但使用桶链的成本较高，桶绳就便

宜多了，坏了也容易更换。

排水平台的作用是及时排走地表水，防止水井因周围泥泞而孳生病菌和蚊蝇。如果

排水平台质量不好，病菌就会在裂隙里孳生。

在井台两边栽入两棵木
桩，用混凝土固定作为绞盘
支架。 

在 木 桩 上
头 打 两 个 孔 ，
然 后 把 绞 盘 固
定在支架上。 

桶 挂 在 绞 盘
的手把上，这样可
以保持水桶干净。

绞盘

桶 链 或 桶 绳
绕在绞盘上。

可能的话，排水
沟建至2~3米长。

井盖

排水平台直径为2米。

用插销把绞盘两头
固定，使其在转动时候
能保持原位。

在这个设计中，支撑绞盘用的是木桩，也可以用砖砌成支撑架。

排水平台浇注为75毫米厚、150毫米高、内径为2米的围边。整个平台和围边在浇注时都应
该使用3毫米的加强型铁丝，以防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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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家用水井
用不干净的水桶和桶链或桶绳到井中取水，井水很容易被弄脏。保持井水清洁，就

要用专用水桶取水，然后倒入其他储水容器。取水前要把手洗干净，水井周围也要修起

围篱，防止牲畜弄脏井水。

还有一些保持水井洁净的方法如下：

•· 不打水时井口随即加盖。

•· 保持排水平台和排水沟清洁。

•· 经常用油脂润滑绞盘支架，使之转动灵活。

•· 不要让孩子们在井边或水泵旁玩耍。

•· 有专人看守水井。

水井和水龙头处的排水

不论取水点在哪里，总会有水溅到水井或水龙头附近的

地面。溅出的水流淌到地上，就会成为蚊子的孳生地。蚊子

会携带疟疾和其他病菌。水井、水龙头、储水罐出水口以及

其他取水、供水的场所，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排水沟把溅出的

水排走或是引入地下。

要充分利用溅出的水，可以在排水处种树、种菜，如果

种不了的话，就在排水沟的出口处挖一个吸水坑，防止蚊子

在排水口处产卵。吸水坑内依次填入沙、碎石和岩石，水就

能从沙石中渗漏下去。

建有排水沟的社区取水点 吸水坑

大岩石

碎石

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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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井中抽水
从井中取水需要水泵。驱动水泵可以使用多种能源，如电、燃气、蒸汽或人力

等。如果人们使用水泵有困难，或者水泵经常出问题，就会因改用其他水源而得不到

安全的生活用水。

怎样选择水泵
所有的水泵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水泵一坏就无法取水了。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

言，最好的水泵是自己能安装、操作和维修的水泵，或者当地有可靠的维修人员。选择

水泵时还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所选水泵男女都能操作。在社区选择水泵时要让妇女发表她们的意见。

·了解当地可以驱动水泵的能源是什么。如果使用的能源太贵，或者社区没有通电

的话，就用不了水泵。

·所选水泵应当便于维修，零配件也容易买到。买一个容易损坏但维修方便的水泵

好，还是用一个许多年都不容易坏，一旦坏了，在当地就不容易维修的水泵好呢？

辘轳：一种低成本、
容易操作的取水设备

辘轳是中国古代先民发明

的，在15米深的水井中都可以

使用。转动辘轳绞盘时，水就

从井中取上来了。

辘轳成本低，容易安装。

辘轳的组成部件中，绳子是最

容易损坏的部件，但经修理后

辘轳还能使用。许多国家的人

们都使用辘轳从井里取水。制

作辘轳的材料是社区中易于获

得的材料。（见本书附录《资

源》部分）   

制造成本低，且耐用的辘轳组成部件。

自行车车轮或带手
柄的滑轮

地平面

水平面

绳子（左边
稍微松些）

把直径与水管内径相
同的橡皮垫圈等距穿
在绳子上

橡 胶 带 （ 用 于
把 绳 子 捆 绑 在
一起）

内径为1.5寸或4厘
米水管

1.5寸或4厘米的T
型接头

 水桶

内径为1.5寸或4厘
米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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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泉水

泉水从地下自然流出，流出前经过岩石和土壤的过滤，并处于快速流动状态，所

以，如果不是在流到地表后被污染，泉水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饮用水。但要弄清泉水是

否安全，必须找到泉眼（泉水从地下流出的地方），并考察以下几个问题：

·这是真的泉水吗？如果是高处的溪流或地表水渗入地下后从泉眼流出的话，流出

的泉水不过是在地下短距离流动的地表水，很有可能已被污染，这类泉眼也许只有在雨

季才会出水。

·泉眼上方岩石中有没有较大的裂隙？如果有的话，可在下大雨后检查泉水。如果

泉水变浑了，那么说明泉水可能已被地表水污染。

·泉眼的上方或附近是否有污染源存在？污染源包括牧场、坑式厕所、化粪池、使

用农药化肥的农田或其他的人类活动等。

·泉眼周围15米之内是不是疏松的壤土或沙土？这样的土质会使地面的污染物进入

泉水中。

保护泉水周边的环境
保护泉水比挖井或挖水坑的成本要低。要好好保护靠近社区的泉水，因为用管道把

泉水引到社区比较容易。保护泉水周边环境，需要在泉眼周围建起围篱，让动物远离泉

眼；要挖好排水沟，及时排走地表流水，冲走废物。

在泉眼周围种树可以更好地保护泉水。树既能保护泉眼不受侵蚀，也能让泉眼周边

的环境更加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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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泉水储水池

时常清洁水管和储水池

泉水储水池是用砖、石、混凝土建成的封闭式储水器，可以保护泉水不受污染，方

便取水，还可以用管道把泉水引到社区储水池或户用的水龙头。泉水储水池的类型最好

根据当地土层的质地和可利用的材料来选择。

泉水储水池的结构

依山修建的泉水储水池剖面图。

排水沟：阻止地表径
流进入泉水储水池 泉水水位

溢出管，蒙上筛网，防
止昆虫进入

用于过滤沙子和土壤的
筛网

出水管

冲洗管，用于放干泉
水清洗储水池

可移动的盖子，用来观察
水位或清洗水池内壁

沙子和碎石

泉水从
这里流
出来

要经常检查泉水储水池，确定流出的水是安全的、可饮用的。如果池中或管道中有

淤泥、树叶或动物尸体，水就会被污染，水管也会被阻塞。所以水池的入水管一端要包

上筛网，防止异物进入水管。筛网要经常冲洗，确保水流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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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雨水

收集雨水是获得安全饮用水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除了空气污染严重的地

区，雨水作为饮用水是安全的。收集雨水是应对水资源短缺、保障饮水安全的好办法。

储水罐可以放置于屋檐下收集屋顶的雨水。屋顶最好是铁皮波形瓦做成，草房顶收

集的雨水太脏，不卫生；其他金属、石棉或油毛毡屋顶收集的水中含有毒化学物质，也

不安全。此外，集水桶必须是干净的，而且从未装过汽油或杀虫剂一类有毒化学物。

收集地表水，只需要挖一个简单的储水池就可以了。方法是挖一个坑，把坑内的土

壤压实，或者是用黏土、瓷砖、混凝土或塑料布作水坑的内壁。储水池收集的雨水、

地表径流可以用作家畜饮水或用于沐浴。如果储水池中的水要作饮用的话，就须修建围

篱，防止动物靠近水池，饮用之前也要消毒。（见第92~99页）屋顶和地表收集到的水

储存在地下水窖中，比建造或购买地上储水罐的成本要低，且能封闭储存，水还能保持

清凉。

利用铁皮屋顶收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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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雨水能安全饮用
雨水只有未被污染，饮用起来才是安全的。以下措施可以确保收集的雨水安全：

·在雨季到来之前，清洁储水罐、水管、屋顶及屋檐滴水槽。

·不要用装过汽油、杀虫剂或者其他有毒化学物的容器收集雨水。

·当年的第一场雨水用来冲洗储水罐。

·盖好储水罐，并且在罐口放置过滤器或筛网，防止昆虫、树叶和脏东西落入水

罐，同时防止蚊子在水罐中产卵。

·有条件的话，从储水罐接出水龙头。如果只能用桶或其他容器从罐中取水，务必

要保证容器清洁。

·在储水罐中放含氯消毒剂(见第99页)，或是在罐口安装过滤器（见第96页），水

就更安全了。

·污物或微生物有可能沉积在罐底，所以不要搅动或摇晃储水罐。

·随时清扫屋顶，这样收集到的雨水就会干净些。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人们把村中收集雨水的

池塘叫作“纳迪”。村民、行人都可以使用纳迪里的水。

在沙漠中收集雨水

管护纳迪的工作由所有村民共同完成。在古代这里就

有法律禁止砍伐纳迪周围及集水区域内的树木，防止动物

靠近纳迪，也禁止人们在纳迪附近大小便。每月的1号这

天，所有村民会一起清除纳迪里沉

积的沙子和淤泥，将水池淘深。当

水被重新放入纳迪后，会变得十分

干净。社区所有居民的共同努力，

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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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输水系统

把水输往使用地的过程中要精心保持它的安全与清洁。在社区里，大多由妇女和女

孩承担取水这一艰苦的工作，他们把沉重的水罐顶在头上，背在背上，或用头带背水。

这些运水的方法有可能引起头痛、背痛、脊椎损伤，孕妇也可能会因劳累而导致流产。

输水系统的改造工程可以减轻妇女取水的负担。其实，只要稍微的改变就能让取水

容易得多。有了输水系统，人们就不必去远处取水。当然也可以把家安在靠近水源的地

方。如果男性理解到取水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愿意分担取水工作的话，社区居

民的健康状况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和提高。

管道供水
管道供水有诸多好处，如降低水被污染的可能，蜗牛和蚊子也没有了孳生之地。但

是，粗制滥造且使用不当的管道供水系统，有可能使水质比没有管道供水的时候更差。

所以，管道供水系统必须经过认真规划后才能建造。规划时要了解社区的需水量及可供

水量，也要考虑社区未来发展后的需水情况。

几乎所有的水源都可采用管道供水来运输，不过实践中以山泉水、水库水多见。社

区附近山上的水可以借重力把水引到山下，所以成本最低。而多数管道供水系统是把水

导入大型储水池中，用含氯消毒剂消毒，或安装过滤器过滤，然后再通过水管把水从储

水池引到各家或社区的公共水龙头。

管道供水系统受损后有人负责维修是很重要的。

管道供水系统需要定期维护，所以有必要

把社区水管的竣工图存档，以防事故发生，

或在水管破损时及时发现，及时维修。水管

漏水不仅浪费水，土壤中的污水、污物也会

经此渗入到管道中，而且漏水的地方还会成

为蚊子和蜗牛的繁殖地。如果维修管道时使

用黄麻、大麻、棉布或皮革等材料，病菌也

会在这些材料上孳生，污染管道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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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一个村庄的

水管会决定要在村庄安

装 管 道 供 水 系 统 ， 把

山泉引到村里。他们认

为已有的资金足够让每

两户村民共用一个水龙

头。在村民大会上，水

管会的男人声明水龙头

里的水仅限于用来做饭

和饮用。他们说，这对全

村来说是件好事，妇女用不

着整天花时间去河里背水，背来

的水还要烧开后才能安全饮用。

会上，一个妇女站起来问：“用什么水洗衣呢？”水管会的男人回答：“原来

在河里洗，现在还去河里洗。”第二个妇女站起来问：“小孩洗澡的水咋办？”

这个男人还是回答：“原来在河里洗，现在还去河里洗。”第三个妇女站起来问：

“用什么浇菜园？要有水才能种菜。”

妇女们感到没有人重视她们的意见。因为水管会里没有妇女代表，她们的需求

没有被满足。于是，她们要求有妇女代表参加水管会，重新拟订用水计划。村民们

接受了妇女们的要求。

新组建的水管会制订的计划和过去大不相同。他们按每六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和

一个清洗盆的方案进行安装，取代了两家一个水龙头的计划。饮水龙头专供饮用，

清洗盆中的水作他用。虽然妇女仍然要走一段路去取水，不过她们可以不出村就洗

衣、给孩子洗澡、清洗玉米了。这样既保证了饮水的安全，清洗盆里流出的水还可

以浇灌园里的蔬菜。这个计划也受到了男人们的欢迎，他们从玉米地劳动归来时也

有水清洗工具。这样的规划使村民的多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修建供水系统要由妇女和男人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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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安全

水的收集和运输需要认真对待，水的储存也不容忽视，否则水就会很容易被污染

了。用有裂缝、盖不严、粗制滥造或没有盖子的容器来储水，水都有可能被畜禽粪便或

微生物污染。

饮 用 水 是 怎 样 被 污 染 的

活动有助于认识井水、泉水或管道水是怎样被污染的。活动至少有4人参加。

时间：半小时。

活动主持人让组员扮演饮水安全调查员，让他们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推断水是怎样被

污染的。例如，10个家庭共用同一口井里的水。几天后，其中一家的孩子因喝了家里

的水生病了，而其他家庭却无人生病。调查员的任务是：弄清病孩家庭的水从井里取

出后是怎样被污染的。.

主持人挑1～3名志愿者到其他参与者听不到他们对话的地方，告诉他们在活动中的角

色是什么，当其他人为了找到水被污染的原因提问时，由他们根据假定原因来引导大

家继续提问。水被污染的假定原因可以由主持人提出，也可以由主持人和志愿者共同

商定。然后，请志愿者回到小组中。

小组成员轮流提问，志愿者根据假定原因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来引导提问，直到有人

找到水被污染的原因。

如果参加人员较多，可以分成几个小组。限制提问次数，例如，每个组或每个

人最多只能提问4次。最先说出水污染原因者获胜。针对不同的污染途径，重复                                                   

水 缸 一 直 是 盖 着

的吗？

在水被提回家之后，
水缸的盖子一直是盖
着的。

游戏几次 ，然后由主持人

引导大家探讨水被污染的不

同途径，以及在家庭和社区

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

保证饮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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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水缸的洁净
很多情况下水都有可能变得不能安全饮用，如不干净的手接触水缸，把水装在不干

净的容器中，有灰尘或不洁之物落入缸中或用不干净的水杯舀水。要确保家中的储水安

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取水、运水前洗手。

·用来储水、运水的桶、缸要清洗干净并盖严。

·水缸要定期清洗。

·水缸要离地放置，远离动物。

·用干净的长把瓢取水，手不触碰水缸边沿。

·喝水后把杯子清洗干净。

·禁止用装过杀虫剂或化学品的容器储水。

·不宜一次对太多的水进行消毒处理，应按需处理，及时使用。

一般而言，每人每天做饭、饮用的水有5升就够了。

窄口的容器是最安全的储水容器

水缸、水窖加盖可以防止蚊子和蜗牛孳生，减少水的

蒸发，也更安全。如果水是储存在水潭或水沟里，沟要挖

深些，尽量减少因暴露带来的水蒸发。水窖要尽可能修在

方便用水的地方。

水缸和水窖要加盖

修复渗漏
大量的水因蒸发、渗漏而损失。节水首先要确保不用水时

关闭水龙头。一旦发现管道受损或渗漏、水池开裂，应及时更

换管道，修补裂缝。渗漏也可能使水受到污染，因为病菌和污

物会沿着漏洞和裂缝进入水管和储水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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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水能安全饮用

与对被污染的河水、池塘水进行处理相比，保护和利用好泉眼、水井这些干净的水

源要简单得多。存于家中未保管好的水，色味不佳、无人愿喝的水以及受污染的水，都

需要消毒处理后才能饮用。即使是从管道、储水池及水井取的水，只要不干净，饮用前

都需要处理。

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饮水，取决于水的量、污染的种类、储水方法以及可以利用的

条件。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须将水静置一段时间，再倒入另外的容器中，或者在消毒

前先过滤（见第94页），以便清除水中可见的杂质（沉淀），使消毒简便有效。

含有毒化学物的水会导致癌症、皮疹、流产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因此绝不可饮用，

也不可用来淋浴和清洗衣物。下图所示的方法可清除水中的病菌，但不适于处理含有毒

化学物的水。

首先，将水静置几小时，倒入另一干净容器中，或者进行过滤。

然后，选用下列的方法之一进行消毒：

特别注意：只有完成第二步的消毒后，水才可以安全饮用。

用布过滤 或用木炭过滤

见第93~97页的其他处理和过滤水的方法。

煮沸 加含氯消毒剂 日光照射消毒 加酸橙汁或柠檬汁

沙子
木炭
粗沙

过滤出来的水

处理分为过滤和消毒两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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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罐澄清法
三罐澄清法可以让水中的病菌、固体物质沉积到罐底，比用1个罐子澄清的效果

好，但仍然不能完全清除水中的病菌。所以，三灌法澄清过的水，还是要进行第二步的

消毒处理。（见第97页）

第一天上午：罐1装满水，盖严，静置两天。

第二天上午：罐2装满水，盖严，静置两天。此时，罐1中的固体

物质沉积到罐底。

第三天上午：罐1中的干净水倒入空的罐3后即可消毒，倒掉罐1中

剩下的脏水、沉积物后，洗净罐1，再装满水、盖严，静置两天。（在

第五天时，罐1中的水又可以倒出进行消毒）

第四天上午：罐2中的干净水倒入罐3进行消毒处理，洗净罐2后再

装满水。

每隔几天，用沸水清洗罐3。也可以用干净的软管把水从一个罐吸

到另一个罐中，这样做，罐底沉积物吸到干净罐中的数量将比倾倒要

少得多。

澄清
水中的土、杂质、病菌和寄生虫会引起疾病，通过澄清可以让这些物质沉积到容器

底部。水静置5～6天后，很多病菌会死亡。但贾第鞭毛虫这样的寄生虫，无论静置多

久，都不会死亡。所以，澄清后还要用其他方法处理，如过滤、用含氯制剂消毒、或者

日光照射消毒等，之后水才能安全饮用。

植物净水
有的地方使用植物来净化水。在东非就用辣木属植物的种子来净水。辣木属植物的

种子在菲律宾叫马兰桂，在印度叫辣根树或鼓槌树，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叫安息香树。使

用辣木属树籽进行水净化的方法如下： 

1. 把采集的辣木属植物种

子晾晒3天。

2. 把种子研磨成粉。净化

20升水需要辣木树种15粒。

3. 用水少许把粉末调成糊

状，然后倒入待净化的水中。

4. 搅拌5～10分钟，糊状粉末在

水中溶解，搅拌速度越快，溶解所

需时间越少。

5.  盖严容器，静置1～2小时

后 ， 把 水 倒 入 另 一 个 干 净 的 容 器

中。注意不要把沉积在底部的固态

物质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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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

清除水中病菌的过滤方法有多种。有些过滤器需要特殊的装置，如下面介绍的陶瓷

过滤器，而有的过滤器则不需要特殊的装置就能在消毒前很方便地进行过滤。

用布来过滤
霍乱病菌常黏附在水生的微小动物身上，把这些微小动物过滤掉，也就滤去了此类

病菌。孟加拉、印度就用精织的滤布来过滤水中的霍乱病菌，这种方法也可

以用来过滤麦地那龙线虫。

手绢、床单或者“纱丽
1
”等物品都可以做滤布。旧布做的

滤布优于新布，因为磨损后纤维间隔较小，过滤的效果更好。

    1. 静置，水中固体物沉积到容器底部。

2. 滤布折叠成四层后，固定在另一个容器口。

3. 把第一个容器中的水慢慢地通过滤布倒入第二个容

器中。

滤布只能用一面进行过滤，以免病菌进入水中。滤布

用后洗净，置于阳光下晒干，这样可以杀死残留在滤布上的病菌。而在雨季，可用漂白

粉对滤布消毒。储存过滤水的容器至少每2～3周清洗1次。

陶瓷过滤器
烧制前，在坯子表面覆盖一层胶态银（一种杀菌的物质），制成陶瓷过滤器。通过

简单的培训，陶工都能做出陶瓷过滤器。（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见本书附录《资

源》部分）

在塑料桶内使用的陶瓷过滤器。

塑料顶盖

覆盖了一层胶态银的陶瓷过滤器

塑料桶

塑料水龙头

 1.  纱丽：一般由棉、丝、毛、尼龙等原料制成的轻薄型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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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炭 过 滤 器 的 制 作 方 法

木炭过滤器制作简便，在用水量不大时可有效清除水中的病菌。

材料：两个金属桶或塑料桶，一把锤子，1～2根大钉子，1桶粗沙（不是海沙），

1/4桶木炭。 

在一只桶的底部打几个洞，把桶洗净，用作过滤桶。

在水中反复淘洗沙子，直到淘洗的水变清为止。

把木炭压成碎块，活性炭最好，普通木炭亦可。煤炭有毒，禁止使用！

在过滤桶底部铺5厘米厚淘净的沙子，然后倒入水，水会从桶底的洞中流出。如果没有水

流出就把洞扩大。如有沙子从洞中漏出，说明洞太大了，可把沙子倒出后，在桶底铺层

薄布，再装入沙子。

沙子上铺8厘米厚的木炭碎块，然后在木炭上

再放沙子到低于桶口10厘米为止。

在另一只集水桶的桶口上放2根棍子，把过滤桶

放在棍子上面，在过滤桶中加入干净水，多加

几次，直到有水从过滤桶底部流入集水桶中。

这样，过滤器就可以使用了。

水过滤前，须静置、沉淀。滤入干净桶中的

饮用水也要进行消毒，以达到最大限度的饮

水安全。（见第97~99页）

每天都使用的过滤器，每隔几周就要清

洗木炭1次；而数日没有使用的过滤器，重新

使用时也要清洗木炭。木炭清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水中滤出的病菌会在木炭上繁殖。

支撑桶的棍子

干净的收集桶

过滤桶

桶口留出10 厘米

沙子
8厘米厚的木炭
5厘米厚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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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nbxncb家 用 慢 速 沙 过 滤 器 的 制 作

这 是 一 种 最 安 全 、 效 率 最 高 而 且 最 便 宜 的 家 用 过 滤 器 （ 每 天 至 少 可 以 过 滤 5 0

升水）。

将一个200升的储水容器洗净，再用漂白粉消毒。储水容器必须没有装过有毒物质。

在距容器上缘1/3到1/4处钻孔安装阀门或水龙头。孔的大小与要安装的水龙头相匹配。

（例如，如果水龙头为12 毫米口径的，洞的直径就为12 毫米）

水龙头安装到接口上，用坚固的油灰
1

密封。如果是砖结构的容器，出水阀可以用水泥固

定在墙壁内。

准备一根出水软管，在软管头35 厘米段用打孔机打多个小孔，密封管口。然后把软管卷

起来放入容器底部，让管子的小孔口向下放置。

把软管的另一头（没有打孔的那头）与水龙头相连，用铁丝或管夹固定管子。

软管上铺盖7 厘米厚的碎石，盖上精织布，再盖上淘净的河沙到水龙头下10 厘米处，再盖

上精织布。

在精织布上放一块平整的石头，或是一个盘子，以防水倒入容器时冲起沙子。给容器加

盖，在盖子的中央留一个进水孔。

过滤器用水冲洗干净后即可使用。

直径20毫米的软管

200升的储水容器

 1. 油灰：油漆施工中填嵌缝隙、平整表面的膏状材料，系桐油与石灰或石膏调拌而成。又称玻璃腻子。

盖子

平的石头

洗过的沙子

洗过的碎石

从这里把水倒入     

水龙头

精织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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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沙过滤器的使用和维护

煮沸
煮沸就是把水烧开，达到快速沸滚。水须持续烧开1分

钟以上再离火冷却。在海拔高的山区，由于水烧开的温度

低，所以水开后要继续烧3分钟左右才能杀灭其中的病菌。

水要煮沸一分钟才能杀死病菌。

水烧开后味道会有些改变。如果把晾凉的

开水倒入瓶中，用力摇动，氧气就会进入水

中，水的味道就会好些。

过滤器使用几天后，在沙子表层会长出一层绿色附着物（水藻和微生物），这层附

着物有利于水的净化处理，不要清除。要让附着物发挥净水作用就得让其浸泡在水中

（这就是为什么水龙头要安在沙层上方的原因），所以每天都须往过滤器中加水，用水

量不能大于添加量，否则，一旦水干了，过滤器也就失去了过滤功能，需重新清洗、制

作后方可使用。

水过滤前须先静置，使其固体物质沉淀，这样可以减少清洗过滤器的次数，因为静

置沉淀后的水比未经静置的水要干净些。将水像瀑布似地倒入过滤器，可以增加水中的

氧气含量，让水变得好喝一些。

如果水从水龙头中流出的速度变慢了，就要清洗过滤器。清洗时把水排干，清除沙

层表面的绿色附着物，再清除1 厘米厚的沙子，然后用清水冲洗整个过滤器。经过多次

清洗后，过滤器中超过一半的沙子和碎石被洗走了，这时要重新换上干净沙子和碎石，

过滤器才能使用。每年要更换沙子1～2次。

除砷过滤器
滤除水中的砷，只要在上述过滤器的沙层上加一层铁钉，3～5公斤即可。铁钉不宜

使用镀锌铁钉，因为镀锌铁钉不会生锈。砷和铁锈反应后留在铁钉表面，这样水中的砷

就被清除了。（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见本书附录《资源》部分）

消毒

通过消毒杀死水中的病菌和寄生虫，水就可以安全饮用了。最好的消毒方法是煮

沸、日光照射，或使用含氯制剂。

特别注意：上述消毒方法不能清除水中的有毒化学物。

在缺少柴火的地区，烧开水会有一定

困难。利用做饭后的余火来烧开水，是可

以节约柴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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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nbxncb日 光 消 毒

用酸橙汁或柠檬汁消毒
一个酸橙或一个柠檬的汁加入1升饮用水中，放置30

分钟，也可以杀死水中的霍乱病菌及其他一些病菌。尽管

这一方法不能杀死水中的所有病菌和微生物，不过在发生

霍乱时，采用这一方法对饮用水消毒比不进行任何消毒处

理要好。日光消毒之前，先在水中加入酸橙汁或柠檬汁，

或者是使用三罐法处理水，饮用水会更为安全。

每一升水加入一个

酸橙或柠檬的汁液。

含氯2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便宜而且很容易就能杀灭饮用水中的绝大部分病菌。不过，使用量过少

达不到消毒效果，而用量过大，水的味道又不好。含氯消毒剂最好用于社区的供水系

统，因为家庭使用这一净水方法时很难掌握水中的氯含量。如果要在家中使用含氯消毒

剂进行水消毒，请按下面的指导操作。

虽然过量的氯对人和环境都有危害，不过家庭和社区水消毒所用氯的量，对人和环

境基本是安全的，而且与病菌可能引起的疾病相比，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水消毒的安全性

要高得多。

日光消毒是一种有效的水消毒法，只需有阳光，有瓶子。经过滤或静置沉淀的水

比较干净，消毒耗时少。赤道附近日光强，那里的国家更适宜采用日光消毒法。离赤

道越远，日光消毒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见本书附录《资源》部分）

将透明的塑料瓶、玻璃瓶或塑料袋洗净。以PET材料
1

做成的塑料瓶

最好。

加入半瓶水，振摇20秒钟，增加水中的空气泡，然后再把瓶子灌

满。空气泡有助于消毒，可以缩短消毒的时间。

把水瓶放置到无遮蔽、不受人或动物影响的地方。如果

天气晴朗，晒6小时以上即可，而多云天气则要晒两天。

瓶中水可直接饮用，这样还可防止因手或其他容器不干净而弄脏水。

把装满水的瓶子放在太阳这个“炉子”下加热，消毒快而且彻底。（见第364页）

1. PET材料：PET是乳白色或浅黄色、高度结晶的聚合物，无毒、无味、卫生安全性好，具有优良的耐高、低温性。

2. 氯：一种化学物质，通常称为漂白剂，用来杀菌和对水消毒。氯还用于漂白纸和制造PVC塑料。含氯的产品燃烧时，    

会释放有毒气体，如二噁英和呋喃。

1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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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氯消毒剂的用量？
含氯消毒剂用量的多少，因水的污染程度而异（水中含有多少种病菌以及哪些种类

的真菌）。水中病菌含量越多，需要氯的量就越多。最为重要的是水中须有游离余氯，

即病菌被杀灭后，水里还应留有一定量的氯，这样即使有病菌再进入水中也能被杀灭。

含有游离余氯的水，闻起来或尝起来有轻微的气味，这表明此时水不再有病菌带来的安

全问题。但氯含量过高的话，水闻起来或尝起来都会有一股让人不舒服的浓浓的味道。

正确把握氯的用量，需要知道所用含氯消毒剂的浓度是多少。含氯消毒剂有多种剂

型，有气状的、有漂白粉、高效漂白粉（漂粉精)，以及家用漂白剂等。家用漂白剂是最

常用的含氯制剂，本书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家用漂白剂进行水消毒。

家用漂白剂有不同的含氯量，最常用的氯含量为3.5% 和5%。确定漂白剂使用量最

简单的方法是配制“母液”（1%左右），然后再把母液加到待消毒的水中。母液的配制

方法：

1. 把1茶杯（约200毫升）漂白剂倒入一个1升的干净空瓶中；

2. 在瓶中加满干净水；

3. 振摇水瓶30秒；

4. 静置30分钟后，母液就配制好了。

如果水中含有大量的固体物质的话，氯的杀菌效果会受影响。所以，消毒前要先将

水过滤或静置，再把水倒入干净容器中添加母液。

1升水

4升水

20升水

200升一桶的水 

3滴

12滴

1勺

10勺

水                          漂白剂“母液”

把相应数量的母液加到对应的干净水中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能饮用。如果水看

上去浑浊的话，需要加入双倍的漂白剂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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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废水，变废为宝
世界的总水量是不变的，所有的水都处于循环之中。但是，地表径流、工业、农

业、卫生、洗涤行业使用过的水，都含有病菌或化学物质，不能再用来饮用、沐浴、洗

涤，因为这是不安全的。

水如果不含有毒化学物，也未被废水污染，那么只要简单处理后就可以再利用。适

于家庭或社区处理废水的方法，取决于废水的数量、污染物的类型、水的用途、水处理

所需的空间、时间以及劳动力等。

特别注意：可利用废水即使经过处理也绝对不可饮用。

可利用废水处理系统有多种类型（见本书附录《资源》部分），但任何一种处理系

统都应该是：

利用人工湿地（苇床）过滤可利用废水
处理可利用废水的另一种方法是模仿湿地净化水的自然过程。人工湿地（也称苇

床）是利用植物层、土壤层和岩石层等多层过滤处理可利用废水，废水中的营养物质

给植物提供营养，植物能增加水中的氧气，氧气有助于水的净化。苇床还可以：

·给粮食作物提供灌溉用水。

·种植例如竹子、芦苇这样的植物，在收获后还有其他用途。

·让有生机的园地替代一潭死水。

特别注意：人工湿地不能用来处理人的粪便。

可利用的废水
可利用的废水指洗涤及家庭生活排放的废水，其中不含人的粪便。只要不使用有毒

肥皂或清洁剂（见第373页关于怎样使清洁类的产品更安全），需简单处理或不用处理

就可以用来浇灌庭园。

·易于修建和维护。

·废水中不含下列物质：油脂、高浓度漂白剂、

溶剂及其他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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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规划需要考虑以下的事项：

·湿地的面积和深度。流过湿地的废水越多，所需要的湿地面积和深度就越大，这

样才能使废水充分净化。如果水流经苇床的速度太快，就不能被有效净化。

·废水所处的位置。废水须流经湿地，所以应位处湿地之上，否则就要用水泵将其

抽到湿地。

·净化水的流向。净化水是收集到蓄水池中，还是直接流到园地里？

只要地方够大就可以建湿地。如果地方小的话，可以建在地面，安装一个湿地承载

容器，例如，容积200升大的桶就可以作为湿地承载容器。在足够大且土壤透水性好的

地区，或者是地下水丰富的地区，挖一个坑，用薄塑料或水泥铺在坑的内壁，就可以在

坑里建造湿地了。在土质为黏土的地区，不需要铺任何内壁。

每个人工湿地对水的数量、土壤和植物的种类，以及其他条件都有不同的要求。通

过试验找出让人工湿地有效过滤的最佳配置。

·如果植物死了，说明没有足够的水源流过湿地，增加流经湿地的水量，也可以把

沙石槽改小、改浅一些，或者改种其他植物。

·如果水流不畅，试着选用大一些的石头，减少用沙量，或者把出水管位置降低

一些。

一个在土壤中人工湿地能够净化大量的污水。

湿地维护

进水管（从房屋排
出的废水）

当地适生的湿地植物。

进水管附近的碎石
（2~4 厘米大）。

30~70 厘米厚的沙石坑

湿地床中的粗沙和小碎石
（直径小于2 厘米）。

7~8厘米高的覆盖物以
预防产生不好的气味和
蚊子孳生。

出 水 管 （ 直 径
4~5 厘米）要
比进水管低15 
厘米以下。

在 出 水 管 周 围 的
大 石 头 （ 直 径
4~5 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