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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时间： 

2014.4.18-2014.4.26 

 

调研地点：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秋那桶村初岗、贡卡、嘎干堂、青那桶 4个村民小组 

 

自然环境： 

云南省怒江州地处滇西北纵向岭谷区，属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地质构造以南北

向断裂为主。境内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云岭山脉、碧罗雪山和独龙江、怒江、澜

沧江南北向相间并列，形成了相对高差达 4408m 的高山峡谷地貌。这里山高坡陡，山

川相间，河谷深切，断层纵横交错，岩体破碎，风化作用强烈。境内平地极少，山地

占土地总面积的 97%，山间槽地、坝区平地、冲积扇及阶地不到土地总面积的 2%（杨

旺舟等，2011）。该区海拔 1500m以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河谷及两岸地区土壤以赤

红壤、红壤为主，质地疏松，抗蚀能力弱，而且耕地的耕层土壤厚度一般较浅，蓄水

能力较差，容易引发水土流失（高应新，1991）。全州年均降水量 1299.3mm，西北部

是云南省 4 个多雨中心之一，怒江两岸、怒山山脉中上部山区为年均降水量

1200~2000mm 的多雨区，由于受西南季风控制，5~10 月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 60%~80%

（郭有安等，2005）。该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土壤瘠薄而易受侵蚀，加上陡坡垦殖、

毁林开荒等人为因素影响，生态环境退化严重，水土保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

的挑战。 

秋那桶村地处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境内，隶属于该县的丙中洛乡，是怒江峡谷最

北端的一个怒族村寨，北部与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接壤。秋那桶行政村下辖初岗、

贡卡、嘎干塘、青那桶、那恰洛、尼打当、石普、雾里一组、雾里二组和碧旺十个村

民小组，这十个村民小组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区位环境，或居江边或居山腰，散居在怒

江两岸。受耕地分布的影响，怒江地区的村落大多稀疏分布在海拔 1500 米～2000 米

之间的江边台地和山腰平缓地带（温士贤，2011）。 

 

报告梗概： 

P1 现状综览 

1) 怒江沿岸地区人居建筑衍变特点 

2) 秋那桶村初岗组建筑与村落测绘 

3) 丙中洛地区民居建筑过程变迁对比 

4) 秋那桶村公共建筑调查 

P2 环境现状与存在问题 

1) 垃圾问题 

2) 饮用水问题 

3) 生态环境问题 

4) 其他问题 

P3 初步解决方案设想 

1) 垃圾问题解决方案 

2) 饮用水与污水问题解决方案 

3) 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案 

 



P1 自然环境概况 

我们的调研团队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 4月 20 日这一天到达秋那桶村，进入了

这一个传统而又美丽的地方。作为我们本次主要调研对象的初岗、贡卡、嘎干堂、青拉桶四

个组，它们都坐落在怒江的一条小支流边上，溪水潺潺，四周群山环绕，远处雪山隐隐可见，

环境宁静优美。村民以种植包谷、青稞、小麦为主，在村民房前屋后都开辟了田地，这个季

节正种植着待收割的青稞，远远望去，一片绿色的海洋，美不胜收。极目远眺，远处山上的

一些坡地也被村民开垦为农田，有些种植的青稞还未收割，有些已经收割过的田地裸露着等

待种包谷人群的到来。这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美丽的环境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待解决

的问题。 

 

 

 

 

 

 

 

 

 

进山的这一路上除了欣赏到沿途独特的怒江峡谷风景外，我们也慢慢发现了这里存在着

的各种生态风险隐患，如山体滑坡、森林火灾等。进入村子后，在感受到村民们热情淳朴接

待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村子里的环境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垃圾遍布村子的各个角落；饮水工

程不完善，水管乱接乱放导致漏水现象严重；生活污水无组织排放，导致一定程度的水质污

染；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凸显。 

我们本次调研主要以秋那桶村最北端的初岗组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对其旁边的贡卡、

嘎干堂、青拉桶三个组也进行了初步的环境调研，通过考察组里的环境现状，综合村民的意

见调查，进而发现村落目前存在的各方面环境问题，在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提出解决

这些环境问题的初步方案设想，为未来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P2 环境现状与存在问题 

1) 垃圾问题 

本次调研对秋那桶村最北端的初岗、贡卡、嘎干堂和青拉桶四个组进行了走访。在整个

走访的过程中，秋那桶村的美丽和村民们的淳朴热情总是让我们为之感动，但是走访途中却

不难发现很多垃圾一堆一堆地堆在公路边、小溪边、水渠边、农田边等地方，道路上人畜粪

便随处可见，蚊蝇乱舞，恶臭扑鼻，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并且威胁着村民们的健康安全。 

(1) 垃圾构成 

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秋那桶村垃圾主要由酒瓶

子、废旧塑料袋和废旧衣物组成，此外还包括少量农

药瓶和废旧电器等。秋那桶村民以怒族为主，还有少

数藏族、傈僳族和独龙族，村里人热情好客，过着刀

耕火种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有着好酒的

习惯，几乎每家每户都会酿酒，有不到 10度的水酒（玉

米酿制），也有 40~50 度的自熬酒。近年来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伴随着 08年的通路，村民们也开始喝起了外面运进来的啤酒和白酒，

酒瓶的问题也因此产生。根据村民的反映，每户人家每月可产生 10~30个酒瓶子不等，假设

平均为 20个，整个初岗组约 50户人家，则一个月大概可产生 1000个酒瓶子，一年则是 1.2

万个，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量，估算每个瓶子占地 8×10-4m³ ，则一个组每年产生的酒

瓶子就需要占地 9.6立方米，这堆起来俨然是一座不小的山了，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组一年

的情况，整个秋那桶村十个组的数量就更加可怕了，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酒瓶子堆积问题

不容小觑。 

08 年通路以后，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

善，几乎每家每户都用上了洗衣机，而伴随使用的

洗衣粉也已经在各家各户普及了，洗衣粉使用后的

袋子在村里面也随处可见，俨然成了一道不和谐的

“风景”。由于村民们每天要干农活所以要洗的衣

服还是挺多的，据统计，每户人家平均每月需要使

用 4~5袋洗衣粉，这样下来一年一个初岗组就产生

了大概 2~3千个洗衣粉塑料袋。此外，其他一些塑

料包装的货物在村里面也随处可见，如盐、零食、

以及化肥使用后的袋子。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白

色污染已经成了秋那桶村垃圾组成的第二大成分。 

除此之外，由于村民每天要下地干农活，衣物破损较为厉害，所以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旧

衣物和鞋子，这是秋那桶村垃圾组成的第三大成分。 

(2) 垃圾特点 

秋那桶村的垃圾组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垃圾组成以干垃圾为主，成分简单。这里没有

其他农村严重的秸秆污染，因为秋那桶村进行的是以粮养畜，以粪肥田这种“后刀耕火种”

时代混合农耕的生活方式（温士贤，2011），作物收割后的秸秆会放到猪圈、牛圈里面，一

方面为牲口提供食物，另一方面也让牲口踩烂混合牲口的粪便，来年便是很好的农家肥。也

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让这里没有厨余垃圾，因此秋那桶村的垃圾主要以干垃圾为主。这里也

没有多余的建筑废料垃圾，因为目前村里仍以建造木头房子为主。这里更没有因工业和企业

生成造成的工业垃圾。 

秋那桶村垃圾污染分布散乱，覆盖面广。由于受到耕地分布影响，秋那桶村村民居住

比较分散，根据村民反映往往是 3~5户人家将垃圾一起堆积，堆积到一定量之后，便将其倒

在里房屋不远处的坡地上，这样一来就初岗组约 50人家就有 10来个垃圾堆积点，整个秋那

桶村 10个组就有上百个垃圾堆积点，因此垃圾污染分布散乱，而且覆盖面非常广。 

(3) 垃圾危害 

 

 

 

 

 

 

 

 

 

 

秋那桶村垃圾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水体的污染。目前村寨里很多



垃圾堆放点都布设在水源附近，直接对水体造成污染，酒瓶中残留的酒精会杀死水中的生物

（如图 2-3 所示），并且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牲口尸体被丢弃在水源的附近（如图

2-4 所示），容易通过水体引发疾病，危害人类身体健康，此外，堆放在坡地上的垃圾经过

雨水冲刷后，形成的垃圾水，随地表径流汇入河流后，会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造成土壤污染。村寨中大多数垃圾堆放点布设在耕地附近（如图 2-5所示），塑料等

难降解的垃圾进入土壤中，易造成土壤板结，破坏土壤结构，降低土壤肥效，导致农作物产

量下降，更严重的可能导致农作物产生毒性，危害村民及牲口健康安全。第三，严重破坏村

容村貌。秋那桶村坐落在怒江峡谷，这里可以有山有水，风景秀丽，整个村子就像一幅画一

样美丽，但是这些垃圾的诞生却严重破坏了这里的村容村貌，给这里的美带来了不和谐的色

彩——白色，这也为日后村子发展旅游业带来了阻碍。 

 

 

 

 

 

 

 

 

 

 

(4) 村民态度 

相比以前，目前村民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处理垃圾也有着积极

向上的态度。以前村民处理垃圾的方式就是随意乱丢，但是如今随着电视的普及，以及教育

水平的提高，大多数村民也开始意识到了垃圾污染所带来的危害，于是减少了随意乱丢的现

象，但是迫于基础设施的落后，村里面没有垃圾桶、垃圾转运站和垃圾处理设施，村民们只

能先在家里进行堆积，堆积到一定量后便丢到离房屋不远的坡地上，有些村民甚至会将能焚

烧的部分进行露天焚烧。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村民们内心其实很想处理掉这些堆积的垃圾，还给他们美

好的家园，甚至在问到“如果让你出一部分钱来建设这个垃圾处理系统，你愿意吗？”他们

都是毫不犹豫的回答“愿意”，可想而知，村民在处理垃圾的态度上是积极向上的。 

(5) 政府处理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整个贡山县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垃圾处理厂，平日处理

垃圾的方式，就是用垃圾车收集后直接倒往怒江中，随着怒江水一起流向下游。直到近年来

才开始规划建设一个日处理能力为 25 吨的填埋场，仅仅处理城区的生活垃圾，不包含工业

垃圾、建筑垃圾以及县城下面乡村的垃圾，但由于贡山县境内山高坡陡，第一轮选址地紧邻

河道，不符合《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可研评审未能通过，目前仍然在想其他办法

解决。 

就目前形式来看，县城垃圾处理问题，才是政府工作的重心，政府对农村垃圾污染问题

并没有投入重视。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村委会提出的很多政策很难具体落实下去，

例如为了保住怒族特色村寨，发展旅游业，村里鼓励村民建木头房子，并且每家建木头房子

给予一定的补助，但是有的家里能拿到这个钱，有的家里却拿不到，体现了政府的执行力不

够，可想而知政府在对垃圾处理的问题上也很难有很好的措施。而且就现在的形式来看，当

地政府并没有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垃圾处理，甚至没有设置专门的岗位管理村里的垃圾，平

时也只有村主任或者组长口头告诫村民不要乱扔垃圾，但又有什么用呢？ 



(6) 垃圾问题演变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秋那桶村垃圾种类会逐渐增多，危害会越来越大，处理难度也会越

来越大。在走访的过程，我们向嘎干堂组一位开小卖部的曹大姐了解到，以前村里面所谓的

垃圾无非是一些烂菜叶子和厨余，喂给牲口也就没了，粪便与秸秆等经过牲口踩踏混合后能

形成很好的农家肥，但是自从 08 年通路以后，村子里的垃圾明显增多，以酒瓶子和塑料制

品为主，这是一个暗示，暗示我们有人流动的地方就有垃圾，随着村子日后开发旅游业，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也必然带来更多的垃圾，村子里开起好几家客栈就是一个前兆。 

人类的历史与垃圾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史前的祖先把他们的垃圾扔到土坑里，逐渐地垃

圾充满了这一地区，并将他们从这里挤了出去。然后他们就去找新的居住地。若干个世纪之

后，他们成为定居民族，便把消化垃圾的事交给大自然来处理，实行掩埋，积堆肥，燃烧，

给猪或者圈养的动物做饲料。（卡特琳・德・西尔吉，2005）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如果

不对秋那桶垃圾进行处理，垃圾的发展会威胁到村民们的生活，甚至生存，因此秋那桶村的

垃圾问题急需解决。 

2) 饮用水问题 

(1) 饮用水问题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环境团队研究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有关村民的饮水安全与用水便利

性问题。 

作为本次调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村民的饮用水来源作出评价。为此，我们溯源而

上，对四个组的水源地进行了调查。在我们对初岗组水源地调查时发现，整个初岗组的饮用

水来源于村子背后山上的一个小山洞，水流从小山洞中流出后，经过一段空心树干，汇聚到

大油桶中（如图 2-7 所示），再从桶中引出胶皮水管将水输送至下方的小水窖中，最后由各

家各户用水管从水窖中引水到自家家里使用。由于初岗组没有铺设统一的饮用水水管，各家

户乱拉乱放引水管线导致漏水现象严重（如图 2-8所示），并且很多水管就沿着村里的主要

排水沟布设（如图 2-9 所示），饮用水与污水难以区分开，加之有些水管材质质量不过关，

可能使污水直接进入饮用水管，影响水质安全。因此，为初岗组村民铺设统一的饮水管网至

关重要，是解决目前组里饮水安全隐患的主要途径。 

 

其他三个组中，贡卡由于地处河东地区，与其他三个组隔河相望，饮水情况与初岗类似，

饮水隐患甚至比初岗严重。而嘎干堂、青那桶两个组共用一套饮水管网系统，其管网建设情

况比较完善，可以为初岗和贡卡提供参考。 

水质方面，秋那桶村村民的饮用水都是取自附近山上流出的山泉水，这种山泉水一般来

自山顶的冰雪融水和山体储水层中包含的毛细管水，这种水本身没有受到污染，再经过山体

和溪流岩石的过滤，水质达标，可以安全饮用。这种山泉水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四季水量不稳

定。由于该地区雨季到来时正逢冰雪融水的高峰期，山体里储水丰富，水量很大，夏季用水

不成问题；而到了旱季，降水减少，山体里储水层水位下降，水量明显减少，就可能给附近

村民带来用水短缺的问题。走访中也对村民就“您觉得平时用水可以满足吗？”这个问题进



行调查，发现大部分村民反映“冬天用水有时不太够”。这说明村子里冬季用水短缺问题是

存在的。 

 

 

 

 

 

 

 

 

 

 

 

 

 

 

 

 

综上所述，针对部分村组里饮用水管网建设不完善和该地区山泉水源不稳定的问题，我

们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建设惠及每家每户的饮用水工程和冬季储水工程。 

(2) 污水排放问题 

作为本次调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察村组里的生活污水排放情况。由于秋那桶村

地处大山之中，交通不便，工业在这里找不到生存的机会，所以该地区的污水主要以生活污

水为主，不存在工业废水污染的问题。同时，由于每家每户都有养殖禽畜，故养殖废水也是

污水来源的一部分。 

经过调查发现，这里村民平时很少洗浴，村里产生的洗浴污水量比较少，生活污水主要

来源于洗菜做饭和洗衣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在每个家户几乎都用上了洗衣机和洗衣粉，

这就导致生活污水量的增加和污水中氮磷含量的上升。再加之部分禽畜养殖废水的排放，这

些污水给村落的环境将会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如何处置这部分污水，也成为我们研究关

注的重点。 

 

 

 

 

 

 

 

 

 

 

 

 

 

 



调查中发现污水的无组织排放现象严重。四个组中只有初岗组建设有一条主要排水沟

渠，沟渠自北向南贯穿整个初岗组，收集大部分初岗组家户的生活污水，其他家户的污水则

直接往地上、路面或田里排放（如图 2-10 所示）。其他三个组的污水也是如此无组织排放。

这些污水最终流入怒江的支流中，汇聚到怒江，由于污水量不大且污染物种类单一，其产生

的污染并不严重，主要问题在于污水无组织排放影响村容村貌的整洁，并导致的环境卫生问

题。 

 

3) 生态环境问题 

云南省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

高、灾害损失重和防灾减灾十分困难等特点，尤其是干旱、山洪、地震、泥石流和滑坡等灾

害十分严重。近年来，云南省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因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呈逐渐上升趋势（张

荐华等，2005）。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云南高原山区生态环境特点和脆弱性的认识不足，以

及人口过度增长产生的压力，使得人们对森林过度开垦和开发，导致林地大面积被破坏，地

表植被也被破坏。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频

率和损害程度。严重的水土流失已经在云南部分地区成为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在怒江州这里体现的极其明显。长期以来陡坡垦殖、

砍伐森林以及毁林、毁草开荒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引发怒江州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滑坡、

泥石流、旱灾日趋频繁。在进山的过程中，一路上我们发现怒江峡谷多处山体滑坡的痕迹，

这些滑坡发生的原因除了自然的降水、土壤等因素，也跟人为的陡坡开垦，毁林开荒密切相

关。 

秋那桶村的情况也是如此。站在初岗组的村口远远望去，贡卡组村落背后山坡上就有几

处裸露着的田地，与周围的山林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图 2-11所示）。杨旺舟等人称这些坡度

达 65~70°的陡坡耕地为“壁耕地”（杨旺舟等，2011）。这些耕地不但雨季土壤侵蚀严重，

而且干季也会出现“土流”下泻现象。本来正常的农业活动是集中于低海拔的河谷及两岸地

区，可是这边的农业生态环境本底脆弱，宜耕地较少，并且土地贫瘠，大部分耕地粮食单产

水平低。这就迫使村民为了生计不得不去半山腰毁林开荒，开辟新的田地种植粮食养家糊口。

这些用于耕作的陡坡地面广量大，治理困难，其粮食产量不高，可是却是引发山体滑坡、泥

石流的罪魁祸首。这次调研就在初岗组和嘎干堂组之间发现几处由于陡坡耕地而引起的山体

滑坡痕迹（如图 2-12 所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除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问题外，由于这里群山环绕，山上树木茂密，干燥的天气下很

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就在我们调研完即将离开秋那桶村时，由香格里拉那边山火引起的森林

火灾已经波及到这附近的山林，浓烟滚滚，远远可见。 

上述这些生态风险隐患，都严重困扰着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其他问题 

本次调研中我们还发现，秋那桶村村民已经普遍开始使用化肥来提高土壤的肥力，进而

提高粮食单产（如图 2-13所示）。 

 

 

 

 

 

 

 

 

 

由于我们这次调研正值村民种植包谷时节，我们有幸能到田野里观察村民们播种施肥的

整个过程。在施过农家肥之后，种下包谷种子，再配合施用一遍化肥，主要是含硝态氮的复

合肥料。根据村民反映，这是由于农家肥的肥力没有化肥好，单纯使用农家肥作物的产量比

不上使用化肥，因此村民们渐渐开始用起了化肥。 

这是个需要我们重视的苗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多农村，由于农药、化肥和农用

薄膜的不合理使用，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如果在这里也为了发展现代农业而不考虑环境

生态，将来化肥的过量使用也会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大问题。 

 

P3 初步解决方案设想 

1) 垃圾问题解决方案 

秋那桶村垃圾问题不在于他们产生了多少垃圾，而是在于他们处理不了产生的垃圾，主

要是因为村里生活垃圾产生源分散，分布面广，交通落后，不便集中收运处理。而且政府部

门并没有对此采取对应的措施，就算运出去，目前乡里甚至县城也没有垃圾处理厂，最后只

能倒进怒江里面，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从目前贡山县城镇建设规划来看，政府

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将工作转移到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因此，目前能够想

到的解决方案只能从村民和外界其他社会单元入手。我们团队在经过讨论后提出以下的解决

方案设想。 

(1) 积极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 

垃圾回收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前提（谷中原等，2009）。这里的回收

主要是指对利用价值比较高的玻璃酒瓶进行回收，当然也包括少量利用那个价值不高，但危

害较大的废旧电池、日光灯管等物品。对于玻璃酒瓶回收后必须进行利用，创造出价值，否

则只能继续堆积变成了分了类的垃圾，根据村子里的情况提出以下三种资源化利用的方法。 

a.联系厂家，建立酒瓶回收站，促使酒瓶回厂再利用。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秋那桶村所在的丙中洛乡有人每隔一两个月会开着小卡车进村回收啤酒瓶和包谷酒瓶，以及

其他的一些易拉罐和饮料瓶，每个瓶子回收价在 5分或者 1角，对村子里面一些专门收集酒

瓶子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当然这样做更大的好处是能够将较大数量的“垃圾”

运出去。可是被回收的酒瓶子只有啤酒瓶和包谷酒瓶，而村民们喝的酒却是五花八门，其他

的酒瓶子仍然只能被当作垃圾扔掉，根据统计，被回收的酒瓶子和被当作垃圾扔掉的酒瓶子

几乎是一半对一半。通过进一步走访，我们了解到被回收的两种酒瓶子是因为其厂家希望对

酒瓶回收利用降低成本，因此我们可以联系其他酒的制造厂商，希望能够在丙中洛乡建立一

个酒瓶回收站，从而尽可能多地对秋那桶村以及周边村庄的酒瓶子进行回收利用。 



b.将酒瓶子机械化处理后，充当建材使用。由于受到村里条件的限制，只能采用机械

方法对玻璃瓶进行处理，具体方法是先将收集回来的酒瓶子清洗、分类、干燥等预处理，然

后再用机械的方法将它们粉碎成下颗粒或研磨成小玻璃球待用（肖永清，2013）。根据秋那

桶村的具体情况，玻璃瓶处理后的产物具体利用途径有以下几种：与水泥混合后用作路面铺

设；将粉碎后的玻璃直接与建筑材料共同搅拌混合，制成整体建筑预制板；用于装饰建筑物

表面使其具有美丽的光学效果。 

c.合理利用酒瓶子，制作艺术品。艺术品有大有小，大的甚至可以是一个村庄，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叫 Tressa Prisbrey 的老太太花了 25年的时间建立一座“瓶子村庄”，在

1956年到 1982年期间，她用从当地垃圾箱中回收来的废弃玻璃瓶建造了 13座完整的建筑，

包括人行道、教堂、许愿井等等，这座“瓶子村庄”可以算是废弃玻璃瓶回收利用的前辈了

（如图 3-1 和 3-2所示）。目前本项目也正在筹划为村子里建设一所教堂，可以参考下这种

方案，一方面可以实现酒瓶子的资源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建设一座有特色的教堂，为秋那桶

村发展旅游业打下基础。小的艺术品，例如可以将酒瓶子机械化处理后得到的小玻璃球制作

成饰品，可卖给外来游客。此外，对酒瓶的合理堆放也可以产生艺术般的美丽（如图 3-3

所示），或者可以简单地如走访过程中贡卡组一户村民外面酒瓶子摆放情况（如图 3-4所示），

也可以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2) 建造卫生填埋场 

对那些无法回收利用的垃圾，其终极处理方式无异于焚烧、填埋和堆肥，而秋那桶村除

了酒瓶子外剩余的垃圾主要以废旧塑料袋和破旧衣物为主，因此无法进行堆肥。而垃圾焚烧

要想做到无污染，条件比较苛刻，二恶英的充分分解，必须使燃烧温度高达 800℃，对于农

村垃圾量不大，垃圾热值不高，往往还需要往里面加煤等燃料，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而且

性价比也不高，此外，垃圾焚烧厂也需要引进高端人才进行维护管理，如果进行简单露天焚

烧，不仅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污染空气，还易引发森林火灾，以上种种原因表明垃圾



焚烧在此处并不适用。因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卫生填埋，而且我国农村 90%以上的垃圾是

通过填埋处理的（江淑梅，2008），进行垃圾填埋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a.垃圾填埋场的选址问题。垃圾填埋场的选址必须要远离居民、水源和耕地。对于城

镇垃圾的处理，填埋场的规划一般有三种选择，山谷型填埋、地坑型填埋和地上型填埋，而

秋那桶村垃圾处理量相对城镇来说非常少，因此可选择小型地坑型填埋方式。地坑可以是自

然形成的，也可以是人工专门构筑的。自然形成的地坑有采石坑、废河沟、废水塘、低洼地

等，地坑型填埋要求地下水位较深。如果有合适的自然形成地坑，尽量选择自然形成的地坑，

或者在其基础进行构筑，可大大减小工程量和构筑费用，如果实在没有合适的自然地坑，只

能进行人工构筑。因此选址需进一步调研。 

b.地坑尺寸大小。根据上面估算，初岗组每年产生酒瓶体积为 9.6m³ ，其中一半被回

收走，因此约 5m³ 的酒瓶子垃圾，假设其他垃圾体积为酒瓶子垃圾的 20%，则初岗组一年产

生垃圾量约为 6m³ ，整个秋那桶村十个组一年约产生 60m³ 的垃圾。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

设为 10年，但从 08年通路以后没处理的垃圾已经堆积了 6年，因此填埋容量应设为 16年，

即 960m³ 的垃圾，粗略估计秋那桶村需要设计一个使用年限为 10 年，填埋容量为 1000m³

的填埋场，此外，每年垃圾上面铺上一层 0.1m 厚的土层以作隔离。根据估算需要一个直径

为 12m，深度为 10 米的一个圆柱型坑。如果条件和经费允许，可以将玻璃、塑料、废旧衣

物三类废物分别用三个坑来填埋。 

c.做好防渗排水措施。垃圾填埋的防渗排水主要通过填埋场底部及周围的衬层系统来

实现，通常包括渗滤液集排系统（排水层）、防渗系统（防渗层）、保护层和过滤层等。各层

材料具体的选择，需要根据选址的具体条件来确定。 

d.垃圾填埋场的运行管理问题。垃圾填埋的运行相对与垃圾焚烧来说要简单的多，因

此并不需要从外面引进专门人才，只需对部分村民进行相关培训即可实现。 

(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垃圾管理体系 

这里提到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垃圾桶，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整个村子里面没有一个

垃圾桶，这也是垃圾随处可见的一个原因。因此可以根据村里房屋的分布情况，合理布置公

共垃圾桶的位置。为了不破坏秋那桶村的美丽，垃圾桶可以设计的比较美观，但是必须是“3+1”

的模式，所谓“3+1”是指 3 个大桶分别用来收集玻璃、塑料和废旧衣物，而边上一个小盒

子用来收集废旧电池及灯管等危险品，在每个部分都贴上图标，供村民们区分。  

在上述技术和设施齐全的条件下，为提高垃圾的处理效率，需要建设一套完整的垃圾管

理体系，即做到户分类，组收集，村运送，集中处理这样一套模式。户分类是指村民将自

己产生的垃圾分为三类放好，将能回收利用过得酒瓶子取出，待下次厂商过来回收，对不能

回收利用的投入的附近的垃圾桶中；组收集是每个组确定相关人员每隔一定时间（1、2或 3

天，视垃圾产生量而定）对自己组里的垃圾进行收集，用小推车或者牛（骡）车运送到村里

集中收集点，秋那桶村有个规定，就是村里成年的村民每年需要为村里做 10 天义工，这是

一笔很丰富的劳动力，可以用来执行组收集这项工作；村运送是指村里可以配一辆小卡车用

来运送垃圾到填埋场，运到填埋场后进行集中处理。 

 

2) 饮用水与污水问题解决方案 

(1) 饮水工程 

经过前面的分析，初岗组和贡卡组存在各家户乱拉乱放引水管线导致漏水现象严重的问

题，以及冬季部分村民感觉用水短缺的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提出建设完善村组饮水

管网铺设工程和冬季储水工程的初步解决方案设想。 

初岗组和贡卡组的饮水管网铺设工程可以参考嘎干堂组的整套系统：从山上用水管引水

下来，经过两级沉淀池除去水里的悬浮物，最后进入容量较大的密封型储水水窖，再接一根



管径 50mm 的不锈钢管作为主干管将水引至村组，并沿着村组房屋方位走向一直贯穿整个村

组，每处房屋聚落都从主干管这边引一根管径 25mm 的不锈钢管过去，并在每个家户房前安

装水龙头（如图 3-5 所示），这样就确保管网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同时也保证村民的用水安

全，消除初岗组存在的饮用水与污水合流的隐患。具体的管线沿程布置需进一步调研村组房

屋方位情况，优化得出最佳的布置路线图。 

 

 

冬季储水工程的建设根据每个村组所

需，将单个储水池容积扩大或修建多个储

水池，容积以满足村组中所有人正常生活

用水量为佳，雨季储水，旱季供水。调研

中发现初岗组北边现有一个大水池（如图

3-6 所示），仍未投入使用，可将其作为主

要储水池进行利用，再视初岗组具体情况

考虑是否再建一个大型储水池冬季备用。 

 

(2) 排水灌溉工程 

调查中发现四个组均存在生活污水无组织排放的情况，既影响了村容村貌的整洁，也产

生了环境卫生问题。考虑到这边的农业都属于“靠天吃饭”，平时村民播种完后并不对土地

进行过多的管理，没有进行灌溉的习惯，而我们知道，江南地区的农业之所以单产很高，其

关键就在于那边实行的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它要求对土地进行灌溉以及田间管



理，保持土壤的肥力。想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移植到这里的农业生产，首要解决

的问题就是灌溉问题。其实调研中我们已经发现，初岗组现存的那条主要排水沟渠就兼具沿

渠农田的灌溉功能，只是没有受到村民的重视（如图 3-7 所示）。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可

以解决村组生活污水排放问题和农田灌溉问题的思路。 

以初岗组为例，将现有的那条排水沟渠作为主渠，在每家每户都修建小的排水沟，连接

到主渠，这样就能将全组的污水收集起来，不至于乱排乱放影响环境卫生。这些生活污水中

含氮磷成分，但是由于污染物成分单一，含量少，在沟渠中流向怒江支流的过程中基本能得

到净化，在沟渠农田边上可以修建储水池，将水引去灌溉农田，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湿度，

有利于提高农田单产。有关灌溉理念的普及，还需要配合当地教育开展，并邀请专业的农业

技术人员对村民进行培训，这一切都可以在排水灌溉工程修建起来后逐步开展。 

 

3) 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案 

近些年来，怒江州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措施，水土保

持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河谷及其两岸地区水土流失仍然较为严重。尽管怒江州境内有三大水

系，水资源量大质优，但地高水低，难以利用，农业多属依靠降水的“雨养农业”。境内山

高坡陡，通过建设拦沙坝、蓄水池等进行水土保持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再次，生态环境本

底脆弱致使农业生产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农业结构单一，多数地区仅为

“糊口农业”，部分地区甚至基本口粮都得不到保证，农村能源主要以薪柴为主，粮食和农

村能源保障成为水土保持的主要障碍（杨旺舟等，2011）。 

怒江州的水土保持对策是：大力发展林业及相关产业；结合林草植被恢复，加快畜牧业

发展；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耕地粮食单产。具体到秋那桶村，水土保持的关键还在于选择技

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的方式，因地制宜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农业结构，实现单一粮食经

营向农、林、牧综合发展，加快掠夺式土地开发向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 

(1) 大力发展林业及其相关产业 

怒江峡谷主要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不仅产值低，还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此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成为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怒江具有独特的多层次的立体型



气候，雨量充沛，空气湿度高，具备了多种经济林生长的有利条件。如漆树、油桐、核桃、

草果、花椒、药材等经济林适宜在本区种植，且经济、生态效益好，产值约 46.2万元/km2，

而农作物产值约为 29.25万元/km2。（李益敏，2011） 

林业涉及第一、二、三产业，林业生产千家万户都能参加，能够容纳和适应各种技术水

平的农民从事种植、采集和产品加工，有利于带动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具体来说，应

因地制宜，连片规划，兼顾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生态公益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

合理搭配，长短效益结合，以短养长，以长补短。可选择核桃、青刺果、漆树、油桐、花椒、

竹类、旱冬瓜、红豆杉、云南松、华山松等优良乡土树种，以及福贡苹果、杨梅、兔峨依主

梨等特色优势水果，逐步将坡度大、土层薄、土质差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同时，培育和种

植野生花卉、野生蔬菜、野生菌等林产品。还可以选择集中连片种植云南黄连、秦艽、草果、

杜仲、贝母、当归、厚朴、重楼、黄精、五味子、胡连木等优势中药材，建设中药材生产基

地（杨旺舟等，2011）。 

 

(2)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耕地粮食单产 

本地区应结合造林种草、畜牧业以及农村沼气池建设，通过增施有机肥料，改良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对坡度较缓、土层较厚的耕地应实行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

量；应加大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加强防洪、引水、灌溉、小型蓄水工程等农田水利

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应提高复种指数，发展林粮间作和农

作物的间作套种，充分挖掘耕地潜力；推广优良品种及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粮食单产。 

除此之外，还要继续坚持对森林资源“全额管理，限额采伐”的制度；坚持木材经营“三

证”（经营许可证、采伐许可证、运输许可证）制度；坚持落实林地使用许可证制度；建立

健全森林资源监测、评价制度。任何地方、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超限额采伐林木、毁占

林地、耕地和草地。 

秋那桶村目前已经开展退耕还林政策，村民不能再毁林开荒了。调查中我们得知，山坡

上现存的那些耕地是村民以前开垦的，政府现在已经严禁这种行为，并且政府还给每家每户

发放了核桃树苗，鼓励村民将现有山坡上的耕地转变为林业种植。可是我们也发现，很多村

民苦于树苗价格昂贵，虽然知道种植经济林木可以提高收入，同时达到水土保持的效果，可

是买不起经济树苗是制约他们发展林业种植的瓶颈。于是，我们经过讨论后提出，给那些拥

有山坡上耕地又愿意将这些耕地用来发展高产经济林木的村民进行补贴，以每棵树苗补贴

50%为标准，鼓励村民发展林业种植。希望此举能在为村民带来经济增收的同时，也达到保

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预防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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