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文明生态村之路： 
以海南调整农村能源系统为例 

 
毕磊 和 Murray Haight 

 
  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现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消耗区。火电的供给以及私家车
数目的剧增不仅仅导致了当地空气的污染进而威胁到人们的健康问题，同时二氧化
硫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也给全球的环境与气候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影响。就在城市空
气质量恶化的同时，中国广大的发展中农村地区由于不良能源消耗引起的环境问题
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大部分的中国农村人民很大程度上至今依旧依赖于对森林的砍
伐和对植被的破坏。有关资料表明，在全世界靠柴火来满足日常生活做饭能源所需
的十五亿人中，有百分之五十生活在中国农村(He 等, 2001)。由于对能源需求增加
而对森林及植被破坏的加剧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 

被称为中国的夏威夷的海南岛有七百多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与
其他中国经济特区不同的是，海南的大部分地区依旧是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并且超
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Han, 1997)。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海南的
大部分地区的环境与资源也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沿海地
区红树林的大面积减少以及内陆地区森林覆盖率的大大降低(Zhao, Liu, 和 Lin, 
1999)。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海南农村人口对森林资源作为日常能
源供给的强烈依赖(Han, 1997)。持续高速的人口增长，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农业
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了人们对能源需求不断的增加。然而，人们的
能源消耗以及对森林资源的不断砍伐却超越了当地自然生物资源再生的极限(海南
国土环境与资源部，1999)。因此，海南农村陷入了能源消耗与资源过度消耗的恶
性循环。森林资源的消失也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海南省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战略部署 
  为了加强对省内自然资源的管理，海南省委省政府于 1999 年制定了“生态
省”发展规划，意在把海南建成中国第一个“生态省”(海南国土环境与资源部，
1999)。由于海南大部分地区仍旧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生态省”战略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促进全省农村地区可持续性发展的“文明生态村”战略(海南文明生态村

                                                 
1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试验区，中国的经济特区采取了特殊的经济政策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
资，技术转让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现在一共有五个经济特区，包括广东省境内的深圳、珠
海和汕头，福建的厦门以及海南省(He, 2001)。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经开放，但是这五个
经济特区仍旧是中国其他经济发展和政策的主要试验区。 



办公室, 2002)。“文明生态村”战略得到了海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希望通过
五到八年的时间把全省半数的自然村建设成为文明生态村，全面改善海南农村的面
貌。建设文明生态村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农村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创建生态文
化” (海南文明生态村办公室, 2002)。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把调整农村能源系统看作实施文明生态村计划的
基础与关键。海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沼气以及风能的利
用，同时给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农民发放一定的补贴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2003 年的夏天，笔者在海南农村调研期间发现，相当多的海南农村在政府的支持
下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座落于儋州和庆镇的美万新村是海南最早
的文明生态村之一。美万新村的居民对可再生能源的成功利用使他们从砍伐当地森
林资源中解放出来，当地的森林资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 2003 年五月到八月之
间，笔者对美万新村的 52 户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 45 户(87%)家庭返回了问
卷。 
 
以调整农村能源系统作为建设文明生态村的突破口 

美万新村位于海南西北欠发达的山区。全村占地 700 公顷，水域面积 100 公
顷。美万新村的山区种满小叶桉树、天然橡胶树和果树，主要农产品包括橡胶、热
带水果(荔枝和橙子)以及大米。全村所有的家庭都养有不同数目的猪、牛、鸡和鸭
子。 

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海南农业学院以及儋州市沼气站的指导下，美万新村的
村领导早在 1992 年就成为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先锋。村外的专家学者也成为村里
居民的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指导。随着全省文明生态村战略于 2000 年的全面实
施以及各级政府补贴的逐步到位，美万新村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
政府鼓励村内居民投工投劳。居民们在当地研究机构的指导下自行购买并安装相关
设备。在设备通过专家检查通过并投入运行后，当地政府就将一定数目的政府补贴
逐步地发放到农民手中。政府补贴的数目根据各户的经济状况而不等，调研表明有
89%的美万家庭收到了安装沼气池的政府补贴。金额从 300 元人民币到 800 元人民
币不等，平均 400 元，相当于建一个普通家用沼气池费用的三分之一。 

由于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当地林业的发展，美万新村的地方经济大大改善
了。平均家庭年收入从 1990 年的 11,367 元增加到了 2002 年的 32,933 元。随着当地
经济状况的改善，截止到 2003 年夏天 100%的美万家庭用上了家用沼气，76%的家
庭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78%的家庭用上了光伏电池。以下将讨论问卷调查中关于
这些技术在美万新村的使用状况。 

 
（1）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在美万新村家庭中的主要用途是提供洗澡用的热水。随着“文明
生态村”战略的逐步实施，美万新村中的房屋都被一一改造。每家每户都有了正规



的洗浴室。太阳能热水器的运用使得村中洗澡变得更简单、健康和高效。村中一位
中年妇女介绍说： 

 
“村中还没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时候，洗澡对我们来说很困难。过去，我们通常
只能在夏天的时候到附近的河里稍微洗一下。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柴火
烧水来洗澡。因为洗一次澡通常要许多热水，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一般两个星期
洗一次澡。但自从有了太阳能热水器之后，洗澡对我们来说变得简单了。我们
不必到河里去洗澡了。通过热水器的阀门，我们可以自如地控制水流的大小并
因此节省了很多的柴火与水。”（来源：2003 年的采访） 

 
截止到 2003 年，大约有 64%的美万家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在返回问卷的 45

户家庭之中，有 29 户为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花费了几百元人民币。这些五十
加仑容量的热水器很快融入到了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由于海南日光充足，太阳
能丰富，这些热水器可以随时供应并基本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热水需求。返回问卷
的 45 户家庭中的 43 户明确表示会继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或者考虑开始使用这一设
备。在今后的几年当中，太阳能热水器在美万新村的普及速度将会加快。 

 
（2）光伏电池的运用 

美万新村作为海南省加强生态建设的生态村试验项目之一，得到了海南省政府
的大力支持并为试验项目之一的光伏电池在美万新村的运用提供了资金支持。截止
到 2003 年夏天，45 户返回问卷中的 35 户家庭自己出资 200 到 300 元并安装了光伏
电池相关设备。每套家用光伏电池设备包含一个两平方米的面板，并能发足够的电
供家里的小型电器使用（例如：电扇，电灯和录音机）。只要一个晴天，这些光伏
电池设备就能产生够一个家庭用 7 天的电并储存在光伏电池中供村民使用。 
 

图 1：光伏电池在美万新村的运用 

 

 

 

 

 

 
 
（3）沼气的运用 

美万新村家用沼气池的容积大都为六立方米。建造每个沼气池的平均花费为
1258 元人民币。村中的沼气池可以通过厌氧发酵的过程把有机废物转化为沼气供



村民使用。人畜粪便和农业废物是沼气池厌氧发酵的主要原料。基于有机废物供给
的可持续性，经沼气池发酵的沼液又可用来灌溉农田并促进农业生产。少部分余下
的沼肥也被用来制作喂养家畜的饲料。美万新村超过 10 年使用沼气的经历表明村
中的沼气池可以产生足够的沼气来满足一户 4 到 5 口人的生火做饭的能源所需。美
万新村利用厌氧发酵过程制取并利用沼气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的模式被海南省政府确
立为建设生态村的原型之一，并被鼓励在全省农村地区大力推广。 
 

图 2：美万新村的家用沼气池 

 

 

 

 
 
 
 
和基于砍伐森林的传统能源消耗方式相比，美万新村调整后的能源消耗系统为

村民提供了一系列的益处。首先，村中的森林资源得到了保护。全村的森林覆盖率
从 1988 年的 34.4%跃升至 2003 的 85%。由于全村废物处理的改善，村中的卫生状
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其次，新能源的采用取缔了传统低效能源的使用并降低了村
民们对外部能源的需求。现在，村民们不再依赖于附近的森林来获得能源。少量的
液化汽和煤也仅仅作为在婚丧等需要大量能源的特殊日子的后备能源来使用。第
三，沼肥的使用有效地保护了土壤的肥性。第四，清洁能源的使用使村民们告别了
过去由于烧柴而饱受烟熏之苦的日子。清洁能源的使用大大改善了村中厨房的室内
环境进而使呼吸道疾病在村中的发病率大大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随之得到了提
升。加上村中合理的土地使用以及热带农业经济的发展，调整后的美万能源系统不
仅满足了村民们的能源需求，而且间接地保护了农村环境和自然资源。 
 
政策建议 
  基于对当前禁止乱砍滥伐的迫切需求以及调整海南农村能源系统的重要性的考
虑，我们认为目前在海南农村推广小型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项目应该获得更多的支
持，并以美万新村为例向海南省政府的文明生态村战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 大力培养村领导 省政府因该采取“农民教农民”的技术深入战略并花大力气培
训村领导使他们成为小型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农村中的传播者。他们理解并掌握
这些技术之后再来教当地的村民。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基于社区的技术传播的乘数
效应。 



 
• 增强技术普及教育 为了使村民们意识到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潜在益处，经常
性在农村地区的交流和培训是必需的。因为这样，村民们就可以互相学习，技术转
移和接受就会变得容易了。 
 
• 积极扩大当地研究机构的作用 当地的研究机构除了需要保证项目的检验工作
之外，还应当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例如，它们可以组织更多经常性的
科技讲座、研讨会以及实地指导，以促进农村地区对小型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采用以
及帮助村民们解决设备的技术故障。 
 
• 在当地建立科技普及办公室 省政府应该以村群为单位建立一些科技普及办公
室以促进科技的传播和普及。这些办公室应致力于实施有关的原则、战略和管制，
并为村民提供采用小型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 加大建设补贴的力度 省内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对村民们的经济补助来刺激小型
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普及。从美万新村的案例看来，目前的经
济补偿策略是非常有效的。因此这一策略是值得保留的。先鼓励农民们投工投劳并
负担一定的花销，一旦技术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专家的审核鉴定之后，经济补偿就
可以下放了。为了使现有的技术普及程度向纵深发展，向村民们提供更多的补助是
应该的。政府可向村民们提供优惠的按揭贷款并帮助他们采用小型农村可再生能源
技术和设备，使这些费用转移到房屋装修更新的花销中去。同样，政府可以建立一
项奖金以鼓励村民们使用可再生能源来生产的活动。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对采用小
型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的初期费用可能会比较高。政府可以建立一项“租着
用”的项目来消除农民们采用小型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的经济障碍。村民们可
以以廉价租金去租用而不是去购买这些含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设备。如果有大批的村
民都能响应这一项目而租用这些设备，大型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农村的实施就可行
了，而投入运营之后的管理、监控和管理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当然，这一项目会需
要村民们、政府和设备出租公司的积极参与。其中，政府应当负起责任——既减轻
村民们的经济负担同时又保证设备出租公司适当的收益。 
 
结论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以及沼气池在美万新村的运用，并指
出通过以小型农村能源系统为载体并加以对采用者经济补助的激励，可再生能源技
术在发展中农村地区的推广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并为大众所接受的。美万新村能源
系统的调整不仅为村民们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能源，保护了农村的环境和自然资
源，还改善了当地农业的结构，为海南文明生态村和生态省的建设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篇章。海南省建设文明生态村的经验值得被中国其他农村地区所借鉴并采用来促



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并发展和改进能源消耗系统。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减少对柴
火和煤炭的消耗不仅对当地的环境和健康大有益处，并且降低了低效能源消耗对全
球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推广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统还可以刺激中国清
洁能源市场以及可再生能源信贷商业活动的繁荣。随着国内可再生能源系统设备需
求的增加，更多的中国厂商将会进入清洁能源市场。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设备便可
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甚至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可再生能源设备的主要产地之
一。不断壮大的清洁能源工业和信贷商业活动也将会为中国提供成千上万的工作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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