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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环卫创新者荣膺 2009 年斯德哥尔摩水奖 

印度苏拉和卫生运动（Sulabh Sanitation Movement）创始人帕塔克（Bindeshwar 

Pathak）博士被授予 2009年斯德哥尔摩水奖（2009 Stockholm Water Prize）。 

作为苏拉和国际社会服务组织的创始人，帕塔克博士因其

在推动印度和其他国家改善公共健康、社会进步和改善人居环

境卫生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而闻名于世。他的成就涉及创新环

卫技术、服务社会企业和提高本国数百万人的医疗保健及教育

水平等领域，已成为全球非政府组织和公共卫生计划的楷模。 

自 1970年创立苏拉和卫生运动以来，帕塔克博士努力改变

着社会对贫民窟、乡村和密集市区长期以来卫生设施缺乏状况

的认识，并且开发了具有成本效益的厕所系统，改善了数百万

人的日常生活和健康。他还一直资助一项旨在废除印度徒手清

洁厕具的传统做法的活动，同时维护清洁工人及其家人获得经济机遇、体面生计标准

和社会尊严的权利。 

斯德哥尔摩水奖提名委员会表示：“帕塔克博士努力的成果是一个人如何为数百万

人谋福利的最佳事例之一。帕塔克博士在收获诸多社会环境方面的卓著成果的同时已

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尤其是获得了那些因自身努力而赢得人格尊严自由的人们的认

可。” 

帕塔克博士一直致力于为穷人修建公共厕所，简单淋浴和污水处理设施，并将粪

便和垃圾一起制成有机肥料用于花园和农作物，形成有机循环。同时，他发明的厕所

冲水设施每次使用只需要１．５升水，而普通的冲水马桶则需要１０升水。这种设施

在干旱缺水地区极其适用，其技术和产品已经推广到阿富汗等１０多个亚非国家。他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都有广泛的合作。目前，每天有上(下转第三版)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www.worldwaterforum5.org/index.php?id=1870&L=0
http://www.worldwaterforum5.org/index.php?id=1870&L=0


 2 

第二版                                                                 专题报道 

热点聚焦 

编者按：第五届世界水论坛的主题“跨越水的鸿沟”共分六个主题分会进行探

讨，分别是：“全球变化和风险管理”、“推进人类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管理和

保护水资源及供水设施以满足人类和环境的需求”、“水治理和管理”、“水融资”以

及“教育、知识和能力建设”。 从本期起，《摘要》将从第五届世界水论坛组委会

总结中节选相关内容，连续与读者共飨各主题分会成果。 

专题分会 1-全球变化和风险管理 

2009年 3月 17日至 19日与会者通过三个话题

来探讨“全球变化和风险管理”这一分会主题。第

一个话题是“适应气候变化”，讨论的主要成果包

括：使国家预算满足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建立一种

适应性融资框架；与私有部门合作寻找解决气候变

化的方法；把水和适应性联系起来；把适应性看作

一种生活方式。大家一致同意把水提到气候变化的

日程上来。 

关于“与水相关的移民、土地使用的变化和人类的居住”这一话题，与会者强

调了要确定移民的深层原因，重新突出了农村发展倡议。他们对城市和农村，以及

国内和国际的移民进行了区分，认为移民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如何把政府、科学和平民作为一个有效互动的过程进行三方对话来预防

和减轻灾害”这一话题，与会者强调需要把被动决策过程的模式转向主动，国家责

任的重要性和早期预警系统的必要性。 

与会者还讨论了在变化的气候中管理水资源而带来的风险，以及减少破坏提高

灵活性的方法，包括：实施洪水综合管理；信息交换；利用创新型和非传统技术；

“与自然共发展”；建立快速应对文化；经常实施风险评估。 

与会者讨论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是否能合理融资的问题。不仅开发资金新渠

道和新机制是必要的，而且要开发设计良好的并能有效使用资金的可行性项目。融

资方面与会者讨论了金融危机给政府资金造成的影响，呼吁安全、长期和可预见的

适应性资金。 

与会者还讨论了灾难和冲突期间和之后的水资源管理。发言者认为一般情况

下，灾难发生之初人们会对灾难纷纷进行报道，受灾人群也会收到很多善意捐款，

但一旦国际关注消失，融资也就变得困难。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巴勒斯坦当局的

代表们强调说，水是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保护的，水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平民

物品”。巴勒斯坦水务局局长说巴勒斯坦当局将支持 1997年联合国水道公约，督促

人们利用国际法律对跨界水资源分配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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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 2-推进人类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 

2009年 3月 18 日至 21日与会者参加了“推进人类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主题

分会。通过对四个话题的讨论来探讨这个主题。关于“保证所有人的用水、卫生和

清洁”这一话题，强调了全球、国家和次国家对卫生倡导与合作监控的必要性，以

及公用事业改革和水、卫生与清洁的学校教育。 

关于“结束贫困和饥饿的水与食品”这一话题，与会者呼吁改进微观融资机制，

食品和能源综合管理方法和对地方市场的开发，同意农民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

非问题本身”。 

关于“水服务的多重使用和功能（MUFS）”，发言者指出 MUFS 在既定的系统下

把同样的水用于不同的使用者、功能和服务，能够为十亿人提供市场，对于投资和

脱贫的潜在收益很高。 

与会者还讨论到更好的管理是如何减少贫困和饥饿的，强调人口增长、灾害和

农产品作为生物燃料使用等现象给食品生产带来的挑战，还强调国际合作和国际粮

食贸易的必要性。 

关于解决日益增长的食品生产需求这一难题，与会者讨论了如下工作的必要

性：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法；改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式；改善涉水部门之间的联系；

从水资源综合管理向资源综合管理的转

变；妇女参与水资源管理和决策过程。 

与会者还讨论了：土地使用期和水

权；如何应对更高的商品价格；石油和

粮食价格之间的联系；土地退化和干旱

给食品生产带来的威胁。一位与会者还

指出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水权，但大家

关注的范围还没有扩展到对食品用水权

力的保护。 

（摘自 http://www.iisd.ca/download/pdf/sd/ymbvol82num23e.pdf） 

(上接第一版)千万人在使用他们修建的厕所。在提供硬件的同时，他还致力于

提高软件服务，为穷人提供环卫方面的信息，把环卫知识编入小学生课本等等，为

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起到了很大作用。 

帕塔克博士将在于 2009年 8月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World Water Week) 期

间举行的盛大颁奖典礼和宴会上正式接过 2009年斯德哥尔摩水奖。 

斯德哥尔摩水奖由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赞助颁发。该奖项于 1991年

首次推出，是表彰涉水领域卓越成就的全球性著名奖项，旨在奖励对节约保护水资

源居民和促进生态系统健康有巨大贡献的个人机构或组织。 

（摘自 http://www.siwi.org/sa/node.asp?node=432） 

http://www.iisd.ca/download/pdf/sd/ymbvol82num23e.pdf
http://www.siwi.org/sa/node.asp?node=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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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2010 年世界发展报告（WDR）推介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物理影响，如海平面上升、飓风和干旱的加剧等，已经威胁

到了世界上数以百万计人的生计和安全。为了减少这些影响，各国都需要从战略上

加以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海平面上升一米的条件下（现在

这被认为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可能发

生的事），埃及可能会失去 13%的农业

耕地，越南可能会失去 28%的能起到缓

冲沿海城市暴风雨和维持渔业作用的

湿地。 

全球变暖是由温室气体(GHGs)造成的，它来自燃烧化石燃料和砍伐森林排放到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为了减轻气温进一步升高，必须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许多科学家认为，为了防止全球变暖经卫生、农业、生态系统等渠道给人们带

来灾难性的损害，全球温度上升必须控制在超过前工业水平 2ºC-2.5ºC的范围内。

如果不大量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本世纪全球温度将可能高出前工业水平

11ºC。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 

    到 2015年，世界将实现首个千年发展目标，将贫困率从 1990的水平减至一半，

但即便如此仍有约 16 亿即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用不上电，近六分之一的世界

人口用不上清洁的水。在国家内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贫穷家庭

的小孩在成年之前的死亡率约是富裕家庭小孩的 2-3倍。 

针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WDR）将探讨如下三

个问题： 

 气候变化对发展意味着什么？ 

 发展对气候变化意味着什么？ 

 气候变化和发展对政策意味着什么？ 

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但除非它能尽快解决，否则将影

响发展的成果。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忽视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能仅仅适应它。 

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明智发展，包括实现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是需要

并可以实现的。重新思考发展政策可以帮助应对这些挑战，并开创由气候变化带来

的新的竞争格局。 

WDR 的另一个目标是采取一种政治上可行、并有助于产生新认识的做法：如何制订

“温室世界”的发展政策？与此同时，出台一个适当可行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法也需

要重新修改气候政策。特别是涉及金融和创新时，这些都是发展中国(下转第四版)                                      



 5 

第四版                                                                 异域传真 

一种可有助于降低未来能源损耗的新材料问世 

英国利物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的科学家近期开发出一种新材料，将有助于进一

步了解如何将超导体用于电力传输和减少全球能源损耗。该研究小组根据名为 C60

的足球状的分子研制出了一种材料，以解释超导体如何在合适的温度下被城市和城

镇用于商业应用。 

来自利物浦大学化学系的教授 Matt Rosseinsky

解释说：“我们正在试图理解超导现象特别是它在高

温下如何发挥作用。超导体的原子结构非常复杂、混

乱。我们研制了一种粉末状材料，在常温条件下它是

非导体，并且原子结构非常简单，它将有助于我们能

够控制自由电子如何移动和测试如何使该材料成为

超导材料。” 

来自达勒姆大学的 Kosmas Prassides 教授说：“在常压条件下，材料中的电子间离

得很远而不可能超导，因此我们使用一种设备通过增加结构内的压力将它们‘挤’

到一起。我们发现材料在一瞬间从非导体变为超导体，这让我们看到了超导现象发

生时确切的原子结构点。” 

这项研究由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资助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该研究将帮助科学家们找到有相应化学成分和结构的材料来开发超导体，进而减少

未来的全球能源损失。 

（摘自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9/03/090319142407.htm） 

 

(上接接第三版)家切实关注的部分。此外，发达国家需要在减排方面发挥领头作用。

WDR 的第三个目标便是是宣传气候政策：将发展的现状与气候变化协议结合起来，

对政策的成功运行本身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在众多气候变化报告中，这份 WDR的特点在于： 

    ·区分发展的优先次序； 

·分析贸易、共同效益、适应和减缓政策的交叉； 

·提供能够证明全球性协议要素存在的证据； 

·在变化的竞争格局中突出发展机会并如何抓住这些机会； 

·基于大量的分析性工作和对政治经济改革现实的深入理解，提出政策解决方

案。 

(摘自 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EXTWDRS/E 

XTWDR2010/0,menuPK:5287748~pagePK:64167702~piPK:64167676~theSitePK:5287741,00.html)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9/03/0903191424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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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世界之窗 

中国向粮农组织捐资设立信托基金推动非洲农业发展 

    2009年 3月 24日，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

北京签署协议，承诺在 2009至 2011年期间以每年 1000万美

元的形式向粮农组织捐赠总额 3000万美元设立信托基金，支

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该协

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也加入了粮农组织捐助国的行列。  

根据协定，中国将向受援国派遣 30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

人员，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以及小型农业设备等。该基金的使用地主要是非洲，但

也不排除其他地区。与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签署该协议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

干事萨姆斯表示，“该历史性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正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在通过粮农组织向非洲国家提供技

术合作，在 2005年，中国确定与粮农组织开展“南南合作”，

在该项目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知识、人员、技术的转让

来互相帮助。在 2003 年至 2007 年间，中国已经向尼日利

亚派遣了 500 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对西非国家粮食安全计

划的实施做出了巨大贡献。 

  （摘自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0802/icode/） 

2009 年李光耀水奖颁布 

来自荷兰的 Gatze Lettinga 教授荣获 2009 年新加坡李光耀水奖（Lee Kuan Yew Water 

Prize 2009），以表彰他发明的环保平价污水处理方法，该方法其原理在于利用厌氧

处理技术。这一革命性的处理概念使 Gatze Lettinga 教授在 39位国际提名人选中脱颖

而出，他的发明使工业废水能够低成本净

化，并生产出可更新的能量、肥料和土壤调

理剂。 

由于 Lettinga 教授没有选择为他的发明

申请专利，他的污水处理技术可被普遍应

用，因此这一技术在工业领域和市政工程中

已被广泛采用。 

李光耀水奖是国际性的奖项，奖励在解决水

资源问题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或组织。诸如通过应用革新技术解决全球水资源问

题，或者惠及人类的创新政策和项目等。 

（摘自 http://www.siww.com.sg/）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0802/icode/
http://www.siww.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