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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荐读
如今，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问题。以色列在建国之初面

一滴水映照出的以色列

对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缺水。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国土 60%为沙
漠、旱地的以色列用不断创新的水技术和一丝不苟的节水意识
让沙漠开花，不但水资源自给自足，还出口到邻国。以色列的
治水案例堪称神奇。美国作家赛斯·西格尔在《创水记》中详细
地还原了以色列如何通过科技革新转变为如今的水资源强国，
并一步步摆脱了水资源匮乏的绝境。

A 敬水是以色列的一种文化传统
以色列国土的 60%为沙漠、旱地，水资源极
为匮乏。以色列人从小就知道每滴水都很珍
贵。以色列各级各类学校里，学生们要学习如何
尽量少用水。向学生灌输“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的理念，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以色列家庭
中的每个水龙头都要求安装限流器。
从文化传统来说，两千多年来，对雨露形式
的水资源的敬畏之情早已成为犹太人世界观中
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创水记》作者统计，在《希伯
来圣经》中，
“ 露水”这个词被提及 35 次，
“ 水灾”
出现 61 次，
“云”出现了 130 次，
“水”这个词本身
就出现了 600 次。
以色列第三任总理埃什科尔说过，
“水之于
一国，
恰如血之于一人”
。这种经久不衰的犹太传
统与以色列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以色列人天然

就具备节水意识。
以色列人深信，只要有了水，荒漠可以变成
米粮川。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埃什科尔就派杰
出的水务工程师布拉斯去西部的耶斯利山谷寻
找水源，获得了成功。向地下钻探成功的水井将
水输送到山谷的各个农场，耶斯利山谷人口的移
居数量因此得以壮大，而且新农场很快就增加
了。此后，布拉斯又在内盖夫找到了水源，并制
定了分三阶段建设全国性输水工程的庞大计
划。经过不懈的努力，以色列全国性的输水工程
终于在 1964 年 6 月建成开放。
输水工程让以色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
流过来的水使得这个小国南部沙漠能够定居大
量人口，一改以色列建国初期人口较少且不能自
给自足的窘境。

B 以色列普通家庭中流出的污水所有权归政府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色列议会通过了 3
个关于水的法律。1955 年通过的第一个法律禁
止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掘水，甚至土地产权人在
自己的土地上，未经事先许可也不能这样做。私
有产权屈从于政府控制。
第二个法律禁止对水进行任何分配，除非是
通过水表计量供水。该法律也要求所有公用事
业单位分别安装水表衡量供给每个家庭或企业
的水量。
1957 年通过的第三个关于水的法律中规定
了对地下水的控制，该法律不仅置江河中的水于
政府控制之下，而且还管辖雨水，甚至连以色列
家庭中流出的污水的所有权也归政府。该法律
禁止在没有事先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分流这
些水的任何部分，如果农民的牲畜在放牧过程中
穿越一条水道，即使在自家的土地上放牧，农民
也必须事先获取许可。
1959 年，综合性的《水法》得以通过，该法规
定水由国家拥有并控制，为全民的利益服务，并

读书管见

要求公民高效、节约地用水。
《水法》 指派了一位强有力的水务专员，在
水务理事会的支持下制定并执行国家水务政
策。尽管水务专员权力可能比较大，而且与政治
无关，但是政府还是要扮演监督的积极角色。经
过政府安排，由农业部长来监督和控制水务理事
会。
经过这一系列举措，以色列所有的水资源都
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公共财产，只有在合乎法律
的情况下才会允许个人或私人用水。可见，在用
水这件事情上，以色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集权
主义”国家，乃至每个水泵和钻孔取水，都需要得
到法律的许可。像以色列这样，对每一滴水都进
行了规划和管理的国家，
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以色列国民也对此做出了妥协，交出了私人
所有权和市场经济效益，来实现一种能够广泛使
用高质量水源的系统。公众赋予政府权力来管
理、管制、定价并分配水，因为他们相信公共利益
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且由于监管到位，在与
水相关的法律实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色列水
务企业几乎没有发生过腐败事件，以色列国民自
然心甘情愿地将水资源控制权交给政府。以色
列在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上采用的这种国家集
权的做法异常成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海伯利安》

C

严苛用水激发了
无穷的创造力

以色列对水资源近乎苛刻的管理有力地
推动了高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这方面最著
名的当数滴灌技术和海水淡化技术的应用。
在以色列，滴灌是标准的灌溉方式，所有
灌溉田地中，有 75%的土地里面或上面可见
滴头，而其他的田地则使用喷洒器。几十年
来，以色列没有任何农场使用过漫灌方式。漫
灌水源的浪费高达 50%，滴灌技术不仅能节
水 40%，还大幅度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以
色列的滴灌技术，已经为各种纯度的水开发了
不同的滴头，任何一种水源都能被用到滴灌技
术中。
埋藏在中东沙漠下的不可饮用的咸水一
直是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以色列人用他们的行
为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们在阿拉伯谷
地沙漠建立了 400 家私有农场，以至于有人
说，
“今天以色列种庄稼的最佳地点是沙漠”
。
滴灌技术使得以色列不仅蔬菜、水果能自
给自足，每年还要向邻国出口数十亿美元的耗
水作物。
以色列是公认的海水淡化的全球领导者，
从新的滤膜到避峰用电法，再到建造大型海水
淡化工厂，以色列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生产所
有这些海水淡化设备部件的国家。以色列在
地中海东岸建立了 5 个大型海水淡化工厂，供
应以色列大部分饮用水。
以色列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使用双冲
式(使用不同冲洗流量)马桶的国家。由于水的
充分利用，
以色列未经处理的污水，
是发达国家
中浓度最高的。以色列对污水处理高度重视，
境内95%的污水都能得到处理。以色列还通过
利用运送中水的独立中水收集和分配基础设
施，
大约85%的中水可让农民用于浇灌庄稼。
以色列成功的治水经验不但凝聚了民心，
而且激发了无穷的创造力，对水资源利用技术
的开发让以色列成为一个
“创业强国”；越来越
充足的水源未来还可能使它成长为一个
“资源
强国”。事实上,以色列已经和周边国家做起
了水资源的买卖。
（本报综合）

只有孩子的世界
——读《超新星纪元》有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
‘孩子们好！
’主席说，
‘我这是最后一
次把你们当孩子了，历史要求你们在这十
分钟时间里，从十三岁长到三十岁。
’
”
你有没有想象过，
一个没有大人、全部
由孩子掌控的世界，会是怎样情形？
近日，读了《三体》著作者刘慈欣的小
说《超新星纪元》，感慨万千，
忍不住想推荐
给每一个热爱科幻作品的读者。
故事从 1999 年末的一天讲起：位于御

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给人类带来
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灾难，由于距离超新
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
射病，开始大量死亡。而人们也发现，孩
子、特别是 12 岁以下的孩子症状很轻或根
本没有。后来才知道，这与基因的自主修
复功能有关，年龄越大这种功能就会越
差。乐观估计在 10 个月到 1 年后，地球上
13 岁以上的人将逐渐死去。
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超新星纪元，世界上只剩下了孩子。
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孩子们开始
重新让世界变得有序，用他们弱小稚嫩的
肩膀担负起了领导国家的使命。此后，通
过网络召开了超新星纪元第一次全国大

李娉

会，孩子们一致通过了“建立好玩的国家”
的决议。
随后经历了糖城时期，沉睡时期等几
个历史时期，世界逐渐成熟起来。而众多
由孩子领导的国家之间开始进行接触，矛
盾冲突也逐渐明显起来，最终甚至发展到
动用核武器的地步……
在只有孩子的世界，他们很有可能会
一贯地把战争当游戏，把武器当玩具，
因而
漠视生命。可想而知，在这个前提下，
只有
孩子的世界会发生些什么——游戏里，死
了只是 Game over，然后可以重新开始，在
战争里呢，生命当然只有一次……小说里
的世界，
会发生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

科幻小说，甚至有评论认为，
这是刘慈欣最
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自由、大胆、令人遐想
连篇。但我跟很多仔细拜读了《三体》的读
者一样，觉得小说《超新星纪元》有些虎头
蛇尾。比如说结尾，写到了孩子们进行国
土交换游戏，但交换国土之后会发生些什
么？完全没有描述，直接就跳到移民火星
了。然后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读来难免
遗憾。

名作欣赏

内容简介：在这颗被称
作海伯利安的星球上，潜伏
着一种名为伯劳的嗜血怪
物，朝圣者们可以组队去向
它许愿，一人能够梦想成真，
而余下诸人都将失去性命。
在人类末日前夜，最后一支
由 7 人组成的朝圣队伍出发
了。这 7 个朝圣者，各自道
出了 6 个小故事，故事中的
每个人，都探讨了人类社会
中出现的所有终极命题：爱
情、亲情、生死、自由、宗教、
战争……

[美] 丹·西蒙斯

著

《加缪传》
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
阿尔贝·加缪的首部传记，也
是公认的经典。长期旅居巴
黎的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
R.洛特曼采用英美人撰写传
记的严谨方法，努力贴近加
缪的生活，向读者揭示了一
个在阿尔及利亚贫民区长
大，经历长期的贫穷、无尽的
苦难，却通过不懈的努力荣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
【美】赫伯特·R.
的成长历程、创作历程、生活
洛特曼 著
历程和心路历程。
（本报综合）

书海

杂谈

读书有收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说到读书的收获，人们似乎总是停留在精神层
面，具体到现实生活，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好像一个
人书读得多了，
与生活反倒拉开了距离。
但事实上大家不难发现，一个男人，三分体形，七
分魅力。魅力从哪里来？从学习，从读书中来；一个
女人，三分容貌，七分魅力。魅力从哪里来？从学习，
从读书中来。
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增加人生的厚
度。人生在世，除了物质生活丰富之外，还应该丰富
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往往是从
读书开始的。一本好书，就象一艘航船带我们穿过狭
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广阔海洋，延展生命的有限疆
域。
《宇宙之谜》告诉了我们什么叫生生不息；
《论语》，
告诉我们何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易经》吧，告诉我
们为什么“天行健，召孑以自强不皂，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
《简爱》，告诉我们什么叫海枯石烂的爱
情；
《马云语录》吧，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和正
确的做事”的原则。
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至巨。自己眼界的长度，
胸怀
的宽度，
思想的高度，
决定着家庭事业质效。这长度、
宽
度、
高度哪里来？唯有博览群书，
效法古今，
取法世界。
莫言读书的故事可见一斑。莫言小时候酷爱读
书，因为家里贫穷，吃不饱，穿不暖，买书及读书那简
直就是一种奢望，家里人不愿意让他读书，推十圈磨
才能读一页书，莫言就用推磨来换取读书，一丁点儿
读书的机会都不放过。有一天，他向同学借了本《青
春之歌》，但人家只许他借一天，第二天早上必须归
还。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把他放羊的“本职”都忘
了，饿的羊儿咩咩叫，气的妈妈要打他。就这样，他在
小学三年级时的作文就被当作是中学生范文拿到中
学去读。日复一日，小学时他已经把远近十个村子的
书都读遍了。
事实证明，读书能使我们的精神不再贫乏，人生
不再孤独，读书能让我们获取知识掌握技能。还是捧
起书本吧，让自己一点烟酒味，多一点书卷气，少一些
浮躁，
多一些收获。

首届咸宁故事大赛全市工会系统擂台赛落幕
记者
2 月 10 日，首届咸宁故事大赛全市工会
系统擂台赛落幕。此次比赛共有 10 名选手
参赛，分别评出演讲比赛和优秀作品一二三
等奖各一名。
来自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徐俊杰、咸宁
广播电视台的邹娟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优
秀作品奖第一名。
来自市邮政分公司的王琼、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的徐俊杰分别获得本次比赛第二名、
优秀作品奖第二名。

市领导闫英姿、周勇颁奖后与获奖选手合影

来自市直属机关幼儿园的杨烨、省地质
局第四地质大队的张丽雅分别获得获得本次
比赛第三名、优秀作品奖第三名。
徐俊杰讲述了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
院“老实人”宋柏良的故事。他爱岗敬业、热
爱学生、大公无私……在他的带领下，学院会
计团队连续三年在全国高校会计技能大赛中
获第一名。在一次次将高考 200 来分的学生
推上全国最高领奖台的同时，他也向全国高
职教育同行递上了一张闪亮的咸宁名片！

评委点评

贺春音

通讯员

罗露

王琼讲述了咸宁邮政人黄道信风雨邮路
送温情的故事。他是一位乡村投递员，在赤
壁市赤壁镇青山村的崎岖山路上，他风雨兼
程走过 17 年，寒来暑往，从不间断。行程 40
多万公里，趟过了多少艰难险阻，尝过多少酸
甜苦辣，只有山作伴，路作证。走着走着，他
把邮路走成了温情路，走成了爱民路。
我们咸宁，历史悠久、文化丰厚、英雄辈
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无数动人
的故事，并已融入咸宁文化的根脉，成为激励

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杨烨讲述了中国监察
部第一任部长钱瑛回咸安区马桥镇老家发生
的故事。
十个选手，十个故事，讲述者声情并茂，
倾听者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故事
突出了时代主题、贴近了工作和生活实际，具
有地方特色。
首届咸宁故事大赛全市工会系统专场比
赛由市总工会主办。旨在落实党的十九大会
议精神,学习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

来自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徐俊杰获比赛第一名

来自市邮政分公司的王琼获比赛第二名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激发广大职工劳动热情和创造潜
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闫英姿，市委常委、
市总工会主席周勇观看了比赛并为获奖选手
颁奖。

咸宁工会

工会之窗

来自市直机关幼儿园的杨烨获比赛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