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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和谐与健康长寿

———兼论完善敬老机制，弘扬敬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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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健康长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人体的

结果。除了各自基因外，和谐的社会，优美的自然，

恒久的自身保健，如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平和心

态、良好生活习惯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代际

和谐则是健康长寿的特殊因素，因为它蕴含有益人

体的多种因子。２００２年，全国长寿乡如皋抽查了

１１９位百岁老人，９４．１％的老人居住在“四代同

堂”、“五代同堂”的家庭中。笔者饶有兴趣地走访

了部分百岁老人，调查询问了有关情况。全市

１７２位老人中，除一人未生育子女与丈夫二房妻的

子女共同生活外，其余老人均与子女或侄辈生活在

一起。其家庭和谐状况除五位老人脾气较急躁外，

其余家庭均十分亲切和谐，小辈十分关心尊敬老

人，照料也十分周到细致。有的老人见了我们都笑

着说：“住在‘安乐窝’，快活如神仙！”有的老人笑眯

眯地连连回答：“安乐窝好，安乐窝好！”百岁老人习

惯将多代同堂家庭称之为“安乐窝”、“仙境”、“天

堂”。多代同堂成了代际和谐的显著特征。本文对

此作一浅析。

一、代际和谐，老人“仙境”“天堂”

百岁老人为何如此赞美代际和谐的家庭？因

为这样的家庭，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极好的

衣、食、住、行、医条件，老人享受着晚辈们亲情周到

的照料，天伦之乐时刻温暖着老人的心。

１．给老人精神舒畅的环境

人的需要有多种，精神需要是人对他的智力、

道德、审美等方面发展条件需要的反映。精神需要

的满足产生情绪，情绪有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

情绪可以提高人的活动能力，如愉快情绪驱使人积

极行动，消极的情绪会使人降低活力。情绪是在植

物神经系统控制之下的。人在情绪状态下表现出许

多生理反映，如呼吸、循环系统、骨骼、肌肉组织、内

外腺体等。因此，人的情绪关系到人体健康。老人心

地善良，和儿孙曾孙们生活在一起，看到儿孙们茁

壮成长、事业有成，曾孙们活泼可爱、求学认真，自

然产生积极情绪。雪岸镇百岁老人缪三凤，非常疼

爱孙辈，偶然两个曾孙女放学回家晚了，她躺在床

上不停地呼喊两个曾孙女的名字，直喊到两个曾孙

女到家为止。这是天然的人性血缘牵挂着的亲情。

若孙辈们彬彬有礼，十分尽孝，老人情绪则会更佳。

我国古代《黄帝内经》记载：“百病生于气……

喜则气馁。”荀子曰：“乐易者，常长寿，忧险者常夭

折。”现代医学研究，平和的心态，人体会分泌一种

有益的化学物质（泛称愉快素）。老人生活在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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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堂的家庭中，自然乐而忘忧，不觉年老。丁堰镇

百岁老人沈秀梅家“五代同堂”，生活得很开心，虽

已百岁，生活仍能自理。一次领导去看他，准备给

她照相，她很高兴，连忙穿上印有“寿”字的大红绸

花布上衣，嘴里还不停地说：“政府太好了，连我百

岁都知道。”代际和谐助老人精神愉悦快乐。

２．给老人合理的膳食营养

人为了维持其生命与健康，必须每天从食物中

获取所需营养物质。以往经济条件差总担心营养

不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则十分讲究营养合

理、适当节制。因为人到４０岁以后，机体形态和机

能逐渐衰退。４０岁到６５岁为初老期，６５岁以上为

老年期。机体组成成分中代谢不活跃的部分比重

增加，细胞中水分随年龄增长呈减少趋势，并导致

细胞量减少，出现器官萎缩。尤其是消化吸收、代

谢功能、排泄功能及循环功能减退，若不加以调适

会促进衰老过程的发展。

因此，老人的饮食调养十分重要。许多专家在

节制调适饮食方面，作出了多种精辟论述。古人

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

生存也。”《养生避忌》云：“故善食者，先饥而食，食

无冷饱，先渴而饮，饮勿过冷。”《备急千方》中说：

“无论粥、饭、点心，皆宜嚼得极细咽下。”《医说》云：

“食不欲急，急则损脾，法当熟嚼令细。”还有忌肥甘

厚味，不可偏嗜；忌怒后进食、忌过咸宜清淡；注意

食后必漱口污，令牙齿不败、口香；食饱令行百步，

等等。总之，老人的营养需要，热能、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无机盐、微量元素

等，都应当各有适当摄入量，且应养成良好饮食卫

生习惯。

膳食营养老人自己应注意，由于老人文化程度

差异悬殊，且年龄增大，有些饮食文化知识老人知

之不全，讲究饮食卫生的事，也无法完全做到，责任

就落在儿孙们肩上。如皋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儿孙

们都安排得井然有条。老人每天一干二稀，米面麦

薯类搭配合理，有荤有素，荤菜不多，鱼肉常有，素

菜充足新鲜，鸡蛋豆腐家常便菜，有的老人爱喝点

葡萄酒、糯米酒，家中常备不缺。有的老人爱吃零

食，家中备有多种，若有亲友来访，过年过节也都热

热闹闹。有的儿孙外出回来总要给老人带点什么吃

的，女儿常回家看看老人，也总带一些外地土特产

品孝敬老人，总之老人口福好，吃出好心情好体魄。

３．给老人周到满意的照顾

人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活动，老人也不例外。

老人常想什么？衰老、悲观、孤独是老人在生活上

遇有困难时常想的；有子女在外常想在外的子女；

过年节还常想一些亲友和曾经搭救过他们的恩人

等。在多代同堂的如皋家庭中，子孙们常给老人劝

慰，让他们情绪稳定正常。有的老人有病痛或翻身

起床不方便影响情绪，家人都能及时细致地照顾、

医治。有的老人身体好爱谈心，家人就陪她去与邻

居闲聊。还有的老人爱看花灯、小戏，家人也巧作

安排。如城镇百岁老人张田氏爱看戏，周边一二里

路内有好戏，她逢场必看，孩子们都巧作安排，她十

分满足，笑哈哈地逢人便夸儿女们孝顺。石庄镇季

圩桥村百岁老人秦赵氏爱看戏，尤喜看童子戏（通

剧），听说那里有戏，不管多远总叫孙子开车带她去

看。秦老太爱住在农村，二儿子住在如皋城里，多

次接她去城里住住，她不愿意。她说：“我一生生活

在农村，喝井水、吃的山芋、芋头、玉米糁儿粥，过不

惯闹哄哄的城市生活。”

其实，秦老太的想法，与如皋许多百岁老人的

想法一致，是符合养生科学的。现在有些养生家

说，老人搬到陌生住宅，对其健康不利。因为原住

宅在农村，环境优美、清静，空气新鲜，周边都是相

处几十年的邻居，人们性格脾气熟悉，职业相同谈

得来。有利老人消磨时间。有兴趣还可去周边看看

热闹戏，方便老人愉快度过每一天。所以，如皋百岁

老人爱称“四代同堂”、“五代同堂”为“安乐窝”，是

出自内心的满意、喜悦。这是老人们理想的归宿。

二、代际和谐，骨肉亲情牵挂

全国长寿乡如皋百岁老人，住在“四代同堂”、

“五代同堂”的家庭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居住形

式，它是亲情血缘关系的必然，也受社会环境、家庭

经济收入及个人的道德素养的影响。这种亲情血

缘关系，经历了旧社会长期艰苦生活，凝聚着多代

人的深情；经受了国难时期突袭而来的凄风苦雨的

捶打，留下斑斑血迹，又经过了“太平盛世”民富国

强生活安定的比较，在多代晚辈脑海中留下永不消

失的爱国爱家情怀，培育出千古流传的敬老文化。

一家多代人同堂，是老人和晚辈们共同的心愿，老

人为后辈长大成才而乐意时刻操心，小辈不忘报答

长辈养育之恩，生活在一起，减少了老人对晚辈的

牵肠挂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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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历经艰苦，代际关系更亲密

历经恶劣生活环境的血缘关系，会使代际和谐

亲密的基础更加坚实。全国长寿乡如皋，抽查的

１１９位老人中，１０７人生活在农村，他们多出身于贫

苦农民，终身从事农业、养殖业、工匠、缝纫等业，有

些老人年轻时是雇工、奶妈甚至乞讨为生。他们没

有高欲望，把一切寄托在孩子身上。民间流传很广

的一句话：“养儿胜过父，要钱做什么！”只要后辈兴

旺，再大的苦能忍受，再多的钱也乐意花，哺育子女

是他们的沉重负担。如皋１１９位老人中，女百岁老

人１０１人，共生育了５２８个子女，平均每人生育

５．２胎，存活３７２人，死亡率２９．５％。在那生产力

极低、收入极微、天灾人祸频频降临的年代，他们拼

命地挣钱，挣不到钱，拼命地干活，吃不饱肚子，多

子女沉重负担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江安镇贲庄

村百岁老人水东英，生育四个子女，家境很穷，农忙

时帮人家做短工，主家发给她的“中餐干粮”也舍不

得吃，带回家分给几个孩子。白蒲镇百岁老人陆翠

英，生了六个孩子，因养不活将两个女孩送给人家，

至今下落不明，提起此事就伤心流泪。桃园镇百岁

老人冒陶英，小时一家五人，因破房倒塌，父、母、

哥、姐四人被压死，唯她在桌底下幸免，她想到父母

兄姐就伤心流泪。

如皋百岁老人在旧社会各有自己的凄惨经历，

共同的是：住的破草房，糠菜半年粮，天灾人祸频，

生活无保障，子女不能进学堂。想到血泪史，两眼

泪汪汪。在那苦难的旧社会，百岁老人为了培育子

女堂堂正正做人，不走半步错路，真是煞费苦心。

至今在如皋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习俗：一个婴

儿，从母体中分离出世，大人第一件事是给孩子嘴

里抹一次黄连水（苦水），接着抹一次甘草水（甜

水），再抹一次黑墨水。此民间习俗偶意是：“孩子！

你到人间要准备吃苦，只有先吃苦，才能有甜美的

生活，读书求学知事明理，是一条不可不走的路。”

这个习俗千百年来一代一代流传到现在，是苦难历

史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是老人们对后代牵肠挂肚，

时刻对子女教育的内容。在如皋民间还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棒打出孝子，惯养忤逆儿。”这是老人熟

知孩子天真贪玩，易浪费光阴，不能放松教育，成为

现在百岁老人的家训，与《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

器”一脉相承。九华镇丝渔村百岁老人王龚氏在旧

社会，拾过破烂，当过奶妈，做过长工，尝尽了人间

苦难。她没日没夜地干活，供三个儿子上学，并将

自己经历的酸甜苦辣告诉儿子，现在想起往事总要

掉泪。如今三个儿子都当上教师，儿孙满堂。薛窑

中心医院百岁老人吴素珍，在旧社会很穷，一字不

识，生育五个子女，她把省下的钱供子女读书，有谁

念书不认真，她暴跳如雷，狠打一顿，孩子领悟父母

的苦心，学习认真，现在都各有自己的职业，一家人

生活得很好。这两位老人，是如皋百岁老人中的佼

佼者。亲情的血缘关系，深厚的骨肉深情，是代际

和谐的历史渊源。

２．历经国难，代际和谐更珍贵

百岁老人多经历了清朝、民国、八年抗日战争。

凄风苦雨突袭而来的日寇侵华国难，给中华民族带

来深重灾难，百岁老人感受最深。他们看到有的同

胞抱着孩子逃难，有的同胞房屋被烧，无家可归，有

的同胞惨死在日寇屠刀下。桃园镇百岁老人冒陶

英在鬼子侵华时，有家不能归，一连数夜睡在义眆

里。如城镇百岁老人张元高，年轻时家境很穷，欠

下一身债，好心人劝他卖掉祖宗遗给他的房产还

债，他宁可讨饭，也舍不得，可房子被日寇一把火烧

光，一家人被迫住在不足２平方米的“更棚”内度夜

三年。惨无人道的日寇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

抢光”残忍政策，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同胞。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有长期准备，厚德重义的中

国同胞，对突袭而来的国难，毫无准备只得逃命。

“日本鬼子一到，田契粮串（注一）总不要，抱着孩子

只管逃。”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的惨景。从这一惨景，

可以看出当时日寇穷凶极恶的程度。有侵略就有

反抗，苦难的中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团结起来打鬼

子。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如皋建立了抗日根据

地，领导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百岁老人年轻

时也活跃在抗日前线。柴湾镇百岁老人吴德美，送

女婿（张鹤田）参加新四军打鬼子。九华镇百岁老

人金桂荣送两个儿子参军保卫祖国牺牲在战场。

如皋地处抗日战争前线，敌人清乡扫荡频繁，据点

林立，步步为营，竹篱笆千里，抗日军民浴血奋战，

十分英勇感人。如皋政协原主席吴功祥，抗日战争

年代就跟着新四军在如西县打鬼子，英勇善战，多

次在险境中群众掩护脱险，出生入死，为人民立下

功劳，左右邻居和子女们都十分尊敬他，吴老快九

十岁身体仍健康。如皋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银

聪在解放战争中立场坚定，坚持游击战争，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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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朗乐观，现在已９２岁身体健康。如西县抗日战

争中，我新四军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业绩，高寿老人

历历在目，他们的子女也都记得。许多高寿老人感

动地说：我们能活百岁，靠的是祖国强大，靠的共产

党英明正确的领导。他们把教育子女们爱国爱党

尽忠报国作为重要内容，小辈们也乐意接受老人的

教诲。代际和谐融入了爱国大义，更为珍贵。

３．历经太平，代际和谐更自豪

苦难终有尽头，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科

学发展，经济腾飞，就业门路宽广，百岁老人的后

代，都各有自己的职业，收入稳定。他们欣喜地感

到报效老人养育恩德的机会来了。晚辈们争着亲

切地照顾老人，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在苦难中奔

波一辈子的百岁老人，看到民富国强，后代兴旺，也

乐意与儿孙们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代际和谐的

多代同堂家庭成了一家老小天天欢乐的殿堂。老

年人更体验到从雇工到国家主人的荣耀自豪，总想

外出参观，看看繁荣强大的祖国，享受主人翁的快

乐。搬经镇百岁老人张秀英，在她百岁生日时，孙

子陪她去狼山烧香，快到山顶时家人劝她止步，她

却坚持爬到山顶，令游人赞叹不已。而她当时想到

的是，旧社会的雇工，今天居然也能登上狼山山顶，

自豪感给了她巨大动力。桃园镇百岁老人陈梅，在

旧社会家境一穷二白，生了１２个子女，不少人断言

她定会搀着孩子讨饭，可她很有志气，白天下地干

活，为省灯油夜间在月光下纺纱，教育孩子争气做

人。现在一家人“五代同堂”，日子过得很开心。

２００２年她与孙子去狼山烧香，在山上巧遇中共南

通市委书记周福元，周书记得知她是百岁老人，欣

然与她合影留念。老人逢人便夸：穷人与书记合影

啦！百年铁树开花啦！如城镇百岁老人陈邦英，在

旧社会很苦，她想到能活百岁，靠的是国家强大，她

不忘国恩党恩。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时，她正好

１００岁，便用自己高超的手艺，做了１００只香袋，送

给香港小朋友。澳门回归时，她１０２岁，又做了

１０２只香袋送给澳门小朋友，喻指中华民族心连

心。百年国耻一朝洗涮，百岁老人何等开心。

提起如皋百岁老人，想旅游、爱去狼山烧香，有

其长期积压心头的委屈与夙愿。古老的如皋农村，

对女性有一委屈的别称：“不上街。”若哪家媳妇生

了个女孩，都轻声地称是个“不上街”。这是千百年

男尊女卑的史证。它伤害女性心理千百年。如今

改革开放、民富国强、生活快乐、百岁老人荣耀自

豪，总想外出看看祖国山河，享受主人翁欢乐。子

孙们帮助老人实现了夙愿，其愉悦心情，将伴随她

终身，而增进健康。

女百岁老人为何爱上狼山烧香呢？这与她们

一生淳善重德义的性格有关。传说狼山的大圣菩

萨活着时，曾在如皋西乡靖江一带治水，解救无数

百姓有功，深受民众爱戴。大圣死后葬在狼山成了

佛。每年夏季，如皋、靖江一带农民，成群结队去狼

山烧香，敬仰这位救民积德的大佛，以了却心愿。

女百岁老人年轻时，何尝不成想去狼山烧香，可繁

忙的家务，困难的家境，使他们上狼山比登天还难，

难怪邻里常与她们戏言：“你想上狼山烧香等铁树

开花”！儿孙们陪同老人上狼山烧香，好似陪老人

去了一次天堂。在山上与南通市委书记合影，她的

政治地位、人生价值到达了顶峰！精神境界得到极

大升华。她一气爬到狼山顶的动力又何等强大！

代际和谐帮助老人洗刷了百年郁积心头的委屈，实

现了百年夙愿。

４．历经千年，敬老文化更辉煌

代际和谐有益健康长寿，敬老文化遍及全社

会，如皋史书早有记载，影响深远。２０００多年前的

汉代，如皋即有年逾百岁老人。１８００多年前的三

国军事家吕岱９２岁出任大司马，临终前嘱咐儿子

吕凯：“殡葬之制，务从俭约。”凯遵父嘱，以“素棺、

疏巾、布帛”葬于故里———如皋高阳荡（今如皋市林

梓镇）。吕凯也是一位孝子。如皋县志中记述长寿

者生平事迹和个性特点的６８１人，其中百岁以上者

２１人，９０－９９岁者１２４人。这些长寿的特点：一是

孝者长寿，二是善者长寿，三是睦者长寿，四是淳者

长寿，五是勤者长寿，六是乐者长寿等。上述这些

长寿者都生活在代际和谐家庭，其孝、善、睦、淳、

勤、乐，都是代际和谐不可缺少的因子。

县志记载了如皋古代一直沿袭着多代同堂的

传统。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如皋全县有１３５０９７户，总

人口１１７７８５７人，同住一室，户均８．７２人。今天如

皋９４．１％的百岁老人住在“四代同堂”、“五代同

堂”家庭里，是沿袭古代的代际和谐的传统。

如皋县志还有记载，一些老人寿登百岁，子女、

亲友、地方政府，用百岁坊、百岁桥、百岁庄、寿山、

寿寺、寿庵、寿井等，庆贺长寿老人。古代还流传有

长寿饮食习俗、祈寿习俗等，长寿使一家人引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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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自豪。今天如皋敬老文化丰富多彩，鲜花满园，

传遍全球就是古代敬老文化的承传。

总之，代际和谐，多代人同住一堂，有利上代人

与下代人情感的融合，责任的分担，未来美景的共

同谋划与寄托。

三、代际和谐，机制完善强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代际和谐是家庭和谐的核

心，完善敬老机制，强化代际和谐，是夯实和谐社会

的基础，全社会每位家庭成员的责任。随着改革开

放，我们国家走向世界，我国传统道德在影响世界，

也受世界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生育一代化，就

业面扩大，农业劳动力逐渐转向城市，外出求学就

业人员增多，一部分家庭居住形态有变化。同时，

偶见极少数人对父母不乐于尽孝，背离中华敬老传

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应该看到，我国国情是

一天天在向好的方向变，国家变得更强大了，民众

变得富裕了，尊老敬老的条件变得更优越了，完全

有条件根据国情新特点，把敬老文化搞得更加丰富

多彩。为此，笔者建议：

１．广泛弘扬敬老文化，提高全民道德素养。

把孝敬老人、和睦一堂，成为全社会公民自觉遵守

的道德规范，做到经济上富有，道德上不“贫穷”。

２．健全老年事业机构，强化管理机制。全社会

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老年事业不可缺少。搞好老年

福利事业，做到老有所养、所医、所乐、所为，让老人

安度幸福晚年，是全社会敬老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使这项工作有序进行，各级政府必须健全相应机

构、配备人员、处理日常事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３．制订相应规章，规范道德行为。法律民政

等部门，应制订相应规章，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严惩

道德败坏者，让不道德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

打，无藏身之地。劳动人事部门，应将道德素养纳

入招干招工就业的条件，同等条件下道德高尚者从

优，不道德者不予录取，让道德新风进入机关、企

业。须知，一个人若对父母不能尽孝，还能为国为

民服务尽责吗？要制订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规章，

不孝敬父母的逆子，不应享受继承父母财产的权

利。老人的财产由谁继承，老人自己应有决定权，

用规章教训那些游手好闲不讲道德的后辈。

４．学校应将道德纳入教学内容，道德建设应从

青少年开始抓，并且抓出成效。我们的祖先，在物

质条件极其艰苦的千百年前，能制订出一套完整的

普及道德的体系，并且传承至今，今天我们坚信完

全可以，运用国家机器，教育公民尽孝，弘扬正义，

援助弱者，将全民族的道德素养提高到一个新的、

世界一流水平，让敬老事业更加灿烂辉煌。

（注：“田契”即古代农田的产权证据。“粮串”

即缴纳公粮的收据，当年使用土地的证据。）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被首届全国老年文化高峰论

坛评为优秀论文）

金三角上的寿仙群

———浅析九华镇寿星群与土壤、水、气候、生命元素的关系

朱骏武　陈树榆　马云龙　邹　忠

金三角上寿仙多，老年文化香满园；

奇花争艳景色美，九华风光独特秀。

这是人们赞赏如皋市九华镇长寿老人群集的

一首墙头诗。世界上长寿地区大多在空气清新的

偏僻高寒地带，或生态优美风景秀丽的深山峻岭。

可全国长寿乡如皋却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北冀，倍

引海内外人士关注。如皋市２００２年统计，共有

９５岁以上高寿老人９７０位，占人口比为６．７３／万

人。其中，百岁老人１７２位，占比为１．１８／万人，大

大超过了联合国标准（０．７５／万人）。

然，更可喜的是，如皋境内的九华镇（纯农村

镇），却有９５岁以上高寿老人１１５位，占人口比为

１４．２／万人，比全市高寿老人比率高一倍多。为全

市２３个镇中，比率最高的镇。其中百岁老人

１４人，占总人口比为１．８／万人，大大超过全市百岁

老人比率。这是如皋寿星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九

华镇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生命元素等有着密切关系。

来自全国及本地的学者专家，调查剖析了如皋（九

华）长寿现象的奥秘，留下许多珍贵文献资料，笔者

以此为依据，同时联系自己长期生活工作在如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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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与此有关的资料，对九华高寿老人比率特高的

现象，作一浅析。

一、气候宜寿仙

长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人体的结果，人类

生活栖息在大气层中，光、温、水、气等气候因子，无

一不作用于生命。

１．气候与健康

我国习惯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１０℃为冬季，

大于２２℃为夏季，在１０℃～２２℃之间为春秋季。

依此标准分，平均入春于４月１日，进夏于６月

３日，９月１７日始秋，１１月１８日入冬。冬季长１３４天，

夏季１０６天，春季６３天，秋季６２天。这种冬长夏

短的气候特征对人类健康长寿有利。如皋地势北

高南低，九华地处最东南，南临长江，气温冬季偏

冷，夏季多风亦稍凉爽更有利健康长寿。

２．气温与健康

九华（如皋）常年平均气温为１４．８℃，年内

５～１０月的月平均值高于年平均值，其中７月最高

（２７℃），１１月至次年４月低于年平均值，其中１月

最低（２．１℃）。

冷热是人体生理的重要外界因素，构成冷热的

主要要素是气温。人体皮肤温度大约是３２．０℃，

人体内的正常温度在３７℃左右，振幅一般不超过

０．５℃。当气温高于３２℃时，空气就会对人体发生

加热作用，使人产生热的感觉；当气温超过３５℃，

且空气湿度大时，在室外劳作的人极易中暑。气温

高时，人体新陈代谢周期缩短，体内能量消耗多，使

人易疲劳，会食欲不振，体质下降。且高温时，蚊蝇

繁衍，传播病毒，易生消化道传染病，高温对心血管

病不利。九华镇南临长江，地势平坦开阔，风多散

热快，气温略低于北部老岸，有利于机体机能提高，

而延年益寿。

３．湿度与健康

空气湿度影响人体的热代谢和水盐代谢。当

气温较高或较低时，湿度的波动对人体的热平衡和

温热感就变得非常重要。温度湿度的最佳搭配是：

气温２０℃，相对湿度８５％，或气温２５℃，相对湿度

６０％。如皋常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０％，而湿度的

年际振幅小，年内月际波动也较小，湿度条件较为

宜人，机体的热平衡不易受到破坏。九华面临长

江，多为平坦的圩田，且河网化，水稻面积大，相对

湿度８０％，有利健康。

４．雨水与健康

以日降水量≥１毫米为雨日。如皋常年平均

雨日为１３７．２天（最多年份达２０６天，最少年份为

８２天）。常年平均雨量为１０５４．７毫米（最多年份

达１５０５．４毫米，最少年份为５０３．６毫米）。九华地

处沿江，夏季江、河水蒸气蒸发多，小阵雨多于如皋

北部老岸地区，这十分有利于调节气温，净化空气。

由于九华的树木葱郁，生态优良，雨后大气中的负

离子含量显著增加，有利人体健康。

５．日照与健康

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能杀死空气中的葡萄球

菌、链球菌、结核菌心脏肺炎、流脑等多种病菌，也

能杀死某些病毒。还能促进骨骼、肠道对钙的吸

收。充裕的日照是保证健康的气候条件之一。如

皋（九华）常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０１３．３小时，最多

达２３５６．９小时，最少的也有１７５７．３小时。如皋

（九华）的日照时数比巴马（１５２４．９小时）多１／３，和

钟祥（２１１２小时）接近。

６．空气质量

据如皋市环境保护局对如皋大气历年监测的

结果统计（表略）城市空气质量一直保持在国家二

级标准以内，广大农村空气质量优于城市，保持在

一级标准或二级标准以内。九华远离如皋工业集

中的城镇，且长年东南风为主导风向，来自东南长

江的风没有任何污染源，空气质量优于全如皋各城

镇，且村庄都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林带，空气质优十

分理想。

７．人体舒适度条件分析

根据江苏省气象局的人体舒适度指数计算公

式（略）计算，九华人体舒适度指数等级年内有

２００多天，在１级、０级、－１级范围内，处于舒适或

较舒适状态的达６０％以上。处于－２级、－３级共

有１４０天左右（恰在冬季）。未出现－４、２、３、４等

级。客观反映出九华镇优越的气候条件与长寿现

象有密切关系。总体看，九华的气候宜人长寿。

二、优壤金三角

九华镇美称为“如皋的金三角”，源于这个镇土

质优良，旱涝丰收。如皋全境有四种不同地质沉积

物形成，其中主要的三种土质巧联界于九华镇行政

区域内。

这三种土壤母质：一是由质地较粗的江淮冲积

物发育而成，即老岸、高沙土以砂壤土为主，成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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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约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年，分布在这个镇的北半部。以

老通石公路为界，路北为老岸，农田特别高，许多处

留有坍塌陡岩遗迹，直到７０年代平整高沙土实现

河网时才消失，很明显路南一侧是古长江一片水

域。二是古河汊浅湖相沉积物，土壤粒度很细结构

好，肥力较高，成陆时间约一千年左右，分布于通扬

河西，九华镇东部，适宜种植水稻且产量高，已发育

为人为水耕土。三是发育于石灰质的长江新冲积

物，分布于九华镇南部沿江圩田，成陆时间一百年

左右，未受海水影响，土质细肥力好。这三种类型

土壤，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成陆后均受长江潮水灌

溉影响，土质优良，尤其是高沙土老岸这三分之一

的土地，周边都有大小河道通达长江，长江每月的

两次潮水沉淀下来的红土有铜板那么厚，一年下来

足有十多个铜板厚的红土，大小河道每１～２年就

要挖一次河泥垩田。这部分老岸高沙土已经优化，

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与其他老岸高沙土完

全不同。民众自称：“九华土壤很肥沃，庄稼长得特

别旺，江水畅通到田头，什么作物都能长。低矮田

穄可种稻，特高田穄有水浇，遇旱常有及时雨，偶涝

畅排不心焦。”由于这三类土壤特别好，周边老百姓

都戏称九华是如皋市的“福地”。在发现九华镇高

寿老人密度高于如皋市平均数的一倍以上后，称之

为“如皋金三角”更贴近实际。真是：“古代巧合金

三角，当今寿仙喜安居。”

三、江水壮体魄

水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所必需的物质，鲜

活的水有利人体新陈代谢，维持电解质平衡。但

是，水也会衰老退化，不论是井水、江水、自来水，在

流动状态下，其链状结构可维持不变，但储存期超

过三天，就会遭受污染而衰老（退化）。

九华人喝的是长江水，长江水质优良世人皆

知，这是因为它终日流动不停，保持着鲜活的常态，

也是九华人健康长寿的一大因子。

九华水质优的特点之一是带来红泥。奔腾的

长江从西北高原，带来黏性很强的红土壤，改良了

九华镇农田。九华用红泥肥田改良土壤的经验，也

成了中共如皋市（县）委带领全市１４０万人，大兴水

利实现河网化追求的目标之一———用红泥改良高

沙土。九华人深有体会地说：长江水是富贵水，它

不仅富了九华镇，也富了如皋市所有农田。

九华水质优的第二个特点是：长江水带来大量

有益人体的生命元素，优化了农作物品质，有利人

延年益寿。

九华水质优的第三个特点是：长江水带来数百

种鱼类贝类，为九华人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长江下游从江阴至东海这一段，是回游鱼类产卵水

域，每年春夏季许多生长在大海中的回游鱼都到长

江这段水域来产卵，九华镇位于长江北冀这段水域

的中间，是天然的水产养殖场，盛产许多名贵鲜鱼。

一年四季各种名鱼品种不断，数量之多无法计算。

走在高高的江港堤上，常常看到一二十米长的，一

队队整齐的“江猪”（从海上游来产卵的鲟类鱼），从

长江游向九华境内的碾砣港，蔚为壮观，这种鱼油

可治疗烫伤，不少人家保存有此油。五十、六十年

代县委抽调到江边防汛排涝、江堤保护的干部，常

常看到渔翁捕获的十多斤重的鲑鱼、回鱼……每条

河港都有丰富的鱼贝等资源，每家每户餐桌上常有

丰富的江鲜特产。吃鱼没有取鱼乐，九华人不仅口

福好，捕钓鱼类也是一种有益心身的特殊乐趣。走

在碾砣港岸上的人，常常在大鱼网旁站着观看并为

捕获大鱼的一刻鼓掌赏乐。这里有一民谚：“鱼过

千层网，蟹过万套筏。”因为水产资源极其丰富，网

具再多也捕之不尽。伴水为乐是九华人特有的奇

乐。笔者因从事过农林牧渔业工作，常常活动在长

江边，曾经写了这样一首日记：

绿树成荫小鸟啼，江港渔船帆影移，

群群野鸭贴水飞，渔夫忙碌江堤底。

九华镇的水乡景色，颇为诱人养育人！

四、元素长寿魂

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以生物元素及化合物为

对象的生物无机化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微量元素

参与人体中５０％－７０％的酶组合，参与某些激素

和微生物的合成，与某些原因不明的疾病相关。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化科学中心陈树榆、安徽省化工

研究院席宜平等专家在如皋考察。详细调查取样

水、菜、谷类、白果、头发检测其重要元素的含量，结

果证明，如皋民众从这些物质中摄取了丰富的有益

人体的微量元素。

１．土壤是微量元素进入有机体和人体的主要环

境，土壤中微量元素不足或过剩必然影响有机体和

人体内多种生物化学过程的正常进行，不利于有机

体的发育，甚至引起植物、动物和人发生地方病，对

人体健康和农业产品质量有重要影响。如皋（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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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１４种元素测试结果，大部分元素与我国土壤元

素含量的平均值比较相近，锌含量高于全国土壤平

均值，Ａｓ（砷）、Ｐｂ（铅）显著低于全国土壤平均值。我

国土壤硒元素的平均值含量，其平均值的范围在

０．０８５～０．５０１微克／克，如皋土壤含硒量为０．２２～

０．２４微克／克，介于我国土壤的中值。九华土壤优良，

含有益人体的微量元素高于北部老岸地区。

２．如皋水检测结果（表略）：毒理学指标Ａｓ、

Ｈｇ、Ｃｄ、Ｐｂ等元素含量均达到《生活饮用水水质卫

生规范》，而且远低于允许值，井水中Ｓｒ（锶）含量为

０．４３毫克／升，达到矿泉水指标。偏硅酸（Ｈ２ＳｉＯ３）含

量为２１．３毫克／升，接近矿泉水指标（≥２５毫克／升）。

锶是人体骨骼及牙齿的正常组织成分，锶在肠

内与钠竞争吸收部位，从而减少钠的吸收，并增加

了钠的排泄，以减少高血压等疾病。偏硅酸是水中

可溶性硅，硅是体内构成某些葡萄糖中的氨基多糖

和多糖羧酸的主要成分。它具有软化血管，增加血

管壁弹性，减少粥样动脉硬化，抑制心血管疾病，有

抗衰老防癌等功效。硅还是人体骨骼及生长发育

必需的微量元素。

尽管水中的微量元素浓度低于粮食和其他食

品，但水中的微量元素多以溶解态或离子形式存

在，易于被人体吸收，吸收率可达９０％以上。植物

食品受植物纤维等的影响，较难被人体吸收，吸收

率低于３０％。水中微量元素吸收率可达植物食品

的４倍。因此，每人每天从水中摄入的微量元素相

当于从食物中摄入量的２０倍。这是九华人的优

势。九华有一部份人从井水中获取了有益的微量

元素，对身体健康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３．如皋（九华）谷类白果中元素测试结果（略）

表明，如皋粳米中Ｃａ（钙）、Ｋ（钾）、Ｍｇ（镁）、Ｚｎ

（锌）比北京米的含量高，两地粳米中的Ｃａ（钙）、

Ｍｇ（镁）、Ｓｅ（硒）含量接近。如皋的黄玉米面中微量

元素含量与北京黄玉米面相近。如皋（九华）的大麦

微量元素含量与黑龙江的大麦数值相近。从上述结

果可以看出九华人主食粳米中Ｃａ、Ｍｇ、Ｚｎ的含量

高，又兼吃含Ｃａ（钙）、Ｍｇ（镁）、Ｋ（钾）、Ｆｅ（铁）、Ｚｎ

（锌）等元素含量较高的大麦和玉米有利健康。

九华是如皋市白果的产地，至今仍存活着一株

千年以上的白果树，是如皋的瑰宝，它象征着九华

镇的古老文明。这棵千年白果树附近的学校、庙

宇、百姓家住宅上都有许多白果树。白果是九华人

喜爱常吃的食品。白果中富含Ｃａ、Ｋ、Ｍｇ。Ｃａ、

Ｍｇ、Ｋ都是人体必需的常量元素，Ｋ与脑的电活

性、体液平衡和突触通信密切相关；Ｃａ、Ｍｇ为脑的

兴奋性和突出传导所需要，Ｃａ作为第二信使在整

个神经系统中有着神奇的调节功能，Ｃａ是骨组织

的主要成分，缺Ｃａ会引起骨质疏松等疾病；Ｍｇ与

多种酶的活性有关，是许多重要酶的辅助因子及激

活剂，Ｍｇ对糖、脂肪、蛋白质、核酸、核苷酸的代谢

及神经肌肉传导、房室传导、细胞膜电位等方面有

重要作用。这使九华人保证了从主食中吸取足够

量这些有益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供身体需要。

九华盛产白果的赵家园村２００２年有百岁老人

１位，９５～９９岁老人７位。一生从事教育的老师赵

敦富９４岁外出还骑自行车。

谷类和白果中有毒元素如Ａｓ（砷）、Ｃｄ（镉）远低

于国家粮食卫生标准中规定的Ａｓ≤０．７毫克／千克、

Ｃｄ≤０．２毫克／千克（大米）、Ｃｄ≤０．０５毫克／千克（玉

米）。这使九华人减少了从主食中吸收这些有毒元

素，避免了由这些元素在体内的积累所引起的疾病。

４．如皋蔬菜测定结果（略），与福建福州芥菜数

据比较，如皋（九华）产芥菜中的Ｃｕ、Ｋ、Ｃａ、Ｍｇ、

Ｆｅ、Ｍｎ、Ｚｎ、Ｓｅ均高于福建省福州芥菜。毛菜中

Ｃａ、Ｋ、Ｍｇ、Ｃｕ、Ｆｅ、Ｍｎ、Ｚｎ也高于北京菠菜、重庆

冬寒菜、合肥乌菜、江西南昌小白菜这些绿叶蔬菜

的含量。九华人又酷爱吃新鲜蔬菜，他们从蔬菜中

摄取了足够的有效元素。

九华镇盛产萝卜，萝卜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南京中医大学专家刘建，从如皋（九华）鲜萝卜取出

鲜汁样品，经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最先进的等离子

发射光谱仪三次测定，测出铁、锌、铜、锰、铬、钼、

钡、锶等人体必需的１４种微量元素中，就有十多种

之多，说明萝卜具有较高的营养保健与药用价值。

九华人又酷爱吃萝卜。从中摄取大量微量元素。

常量和微量元素对人的生存非常重要。它们

在保障人类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老年人由于机体的衰老，代谢功能减退，非常

容易发生某些常量、微量元素的不足，如大多数老

年人体内存在缺Ｃａ、Ｚｎ、Ｆｅ、Ｓｅ等问题，不能维持

生命元素的平衡，以至于会患高血压、冠心病、动脑

粥样硬化、脑出血、脑梗死、肝病、糖尿病、各种癌症

等难以治愈、死亡率较高的疾病。

九华人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膳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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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吃大米、面粉等细粮，又食玉米、大麦等粗粮，饮

食清淡，以新鲜蔬菜为主，兼吃少量荤食。这些很

好的生活习惯保证了人体中常量和微量元素的平

衡。从如皋（九华）人群头发分析结果可看出：他们

的头发中Ｃａ、Ｍｇ、Ｚｎ、Ｆｅ、Ｓｅ等元素含量均较高，

Ｚｎ、Ｍｎ、Ｓｒ、Ｓｉ、Ｓｅ、Ｆｅ等微量元素对生物免疫功能

维持起着重要作用，是抗衰老微量元素谱。尤其是

对人体最重要的Ｆｅ和Ｚｎ显著高于全国许多省

市。在１５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中，最重要的是

Ｚｎ和Ｓｅ，这两个元素在提高人体免疫功能、抵抗

疾病、抗衰老等方面的生物效应已经得到大量基础

研究和临床应用的肯定Ｓｅ（硒）是人体红细胞中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的必需组分，此酶

能分解过氧化物，清除生命在氧化代谢中产生的活

性氧自由基，防止对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破坏作用，

保护细胞膜免受损害。Ｓｅ与维生素Ｅ有协同作

用，增强其抗氧化作用，另外还能拮抗和降低Ｈｇ、

Ｃｄ、Ａｓ等毒性元素的作用，Ｓｅ能刺激免疫球蛋白

及抗体的产生，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Ｓｅ

在防止心脑血管、预防各种恶性肿瘤、肝病、消化道

疾病、克山病等方面有显著作用。从九华镇得天独

厚的气候、土壤、水和生命元素与人体健康长寿的

相关性，证明九华镇高寿老人群居这一奇特现象是

符合养生学理念的。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被首届全国老年文化高峰论

坛评为优秀论文）

如皋区域环境与健康长寿

如皋市环保局

　　作为生物体，人类必须时刻与周围环境进行物

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机体正常运转和生命的延续

与繁衍。因此，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势必对该地区

人群健康水平和寿命长短起到至关重要要和深远

深刻的影响。世界上公认的长寿地区多在气候宜

人，植被丰盛、人为干扰少，自然环境基本处于原生

态状态的高寒地带、偏僻山区。但地处江海平原，

频江近海，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如皋市，历史上就不

乏长寿之星，现代更是百岁老人众多，成为我国为

数不多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闻名遐迩的长寿之乡。

这种现象似乎与该市所处环境“不相协调”。研究

本地区区域环境特征及其对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

对揭示平原地区长寿成因，提醒人们保护和改善环

境，提高人们健康长寿水平具有一定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科学价值。

一、如皋区域环境的历史渊源

如皋为海相、河相沉积的沙嘴、沙州冲击而成

的平原。如皋地处长江下游，属长江三角洲，北纬

３２°００′～３２°５０′，东经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０′。远古时

期，这里原为茫茫大海，后因江滩水流作用及长期

海浸的相互影响，几经变迁，海岸东移，留下沙核，

淤积成低陆，滋生杂草，继而出现食草动物，成为远

古时代典型的沿海沼泽地。约６０００年前，古长江

口移到今如皋附近，江面在入口处骤然开阔，江流

平缓，水下沉积逐步增高，形成水下三角洲，并逐步

形成低陆平原。现如皋所在地就位于这片广阔的

江海平原之上。

如皋平均海拔高度仅为２～６米，远古时期，这

里从一片汪洋到成片沼泽再到低陆平原，境内古河

密布，洼地成片，水资源十分丰富，润泽着大地，滋

润着万物。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古河洼地逐渐干

涸淤塞，但通过长期的人为干预，开渠挖沟，兴修水

利，逐步形成了更为科学合理的水系网络覆盖

全境。

如皋成陆年代较晚，是一方充满活力的沃土。

境内总体成陆距今只有６０００年，沿江地区及其江

中小岛成陆更晚，只有一两千年，甚至数十年至数

百年历史，如长青沙及其周边众沙，均为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才发育成形的。因此，相对于广大内陆而

言，如皋区域是一片年轻活跃的风水宝地，来自长

江上游富含各种营养物质和矿物元素的沉积物不

断补充和丰富着这片沃土。

二、如皋区域环境的基本特点与优势

１．优质充足的淡水资源。如皋孕育于茫茫大

海，成陆于滔滔长江，水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刻的历

史渊源。如皋直接与长江接壤，如今的如皋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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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公里的江岸线，全市拥有大小沟河２１３５４条，淡

水水面８０００公顷。内河水源除降水外，主要由沿

长江三座中型水闸（引水能力达１７５立方米／秒）将

优质长江水源源不断引入，年均引长江水约１２亿

立方米。全市水资源总量１４３９９０万立方米，其中

地表水４６１０４万立方米，地下水６０７８６万立方米，

地表径流量达３７１００万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

１００６立方米。

如皋淡水资源不仅丰富，而且质优。长期监测

结果表明，长江如皋段水质始终达到或优于Ⅱ级水

质标准；主要内河水质均达到Ⅲ类水质标准或满足

相应功能区要求；地下水总体达到Ⅲ类水质要求，

其中锶（Ｓｒ）含量为０．４３毫克／升，达到矿泉水标准，

偏硅酸（Ｈ２ＳＯ３）含量为２１．３毫克／升，接近矿泉水

标准；降水中阴阳离子比例适中，酸雨频率仅为

１０％左右，ＰＨ值集中在５．５～７之间。此外，根据近

几年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

锰均呈微量超标趋势，其浓度值分别为０．１～０．１１５

毫克／升和０．１１～０．１３毫克／升，铁亦有微量超标现

象，尤其是沿江区域地下水铁含量更高，最高时可

达４．８８毫克／升。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生命元素。

２．得天独厚的水系分布。如皋地处江淮之间，

河流分属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其中长江流域面积

占８８％，淮河流域占１２％。如皋的地理位置和区域

水文特征决定了如皋水系构成的优越性。如皋南侧

直接与长江接壤，拥有４８公里的江岸线，东、东北和

北侧分别与同属一个地级市的通州、如东和海安三

县（市）相邻，西侧则与另一个地级市———泰州市毗

邻。如前文所述，本区域内河水源主要引自长江，常

年水流方向为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因此，相对于通

州、如东和海安三县（市），如皋处于最上游，长江优

质水源首先直接进入如皋境内水网，再向北向东流

入下游，最终进入黄海，与此同时，优质新鲜的长江

水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入境。至于位于本市西侧的泰

州地区，虽然其处于如皋上游，但其水系属扬州水

系，几乎没有与我市直接相通的河道，其河水几乎

不进入如皋境内。因此，如皋处于本地区水系的最

上游，直接受赐于优质长江水源的润泽。此外，如皋

一方面直接与长江零距离接触，一方面又与黄海保

持约５０公里距离，这样的地理位置既可以直接利用

长江优质水源，又可以有效阻止海水内渗，影响土

质，同时还可以将生产生活尾水迅速排海，从而确

保了境内水系的流动性和生物活性。

３．温和宜人的海洋性气候。如皋位于黄海之

滨，具有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特征。近５０年的气象

资料表明，如皋常年平均气温为１４．８℃，７月最高

（２７．２℃），１月最低海拔很低（２．１℃），夏季为１０６

天，冬季为１２４天，春秋季分别为６３天和６２天；如

皋常年平均降水量为１０４９．８毫米，年平均降水天

数１３７．２天；如皋常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０％，与广

西巴马（７９％）、湖北钟祥（７７％）相近；如皋常年主

导风向为东南偏东风，常年风速平缓，为３．０米／

秒，出现８级以上大风的几率较小；如皋年平均日

照２００７．３小时，比巴马（１５２４．９小时）多１／３，与钟

祥（２１１２．０小时）相当；如皋历年雨量、温度和日照

三要素高峰值同季出现，５～９月是三要素的高值

期。总雨量为６８９．５毫米（占全年的６５．４％）；积

温３６２７．８℃（占全年的６７．１％）；总日照时数为

９４２．５小时（占全年的４６．８％）。雨热同季，这种丰

沛的雨水正好下在全年气温最高和光照最丰富的

夏季。于是雨水和热量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这

是一种十分优越的气候资源。此外，如皋处于低海

拔平原地区，空气中氧分充足，空气流动性好，有利

于生物呼吸，更便于污染物的扩散。

４．元素丰富的多样化土壤。如皋陆地以冲击

母质为主，约占土壤面积的７０％，其来源主要为长

江冲击物，且受淮河冲击物的影响，相对于其他以

山地风化发育而成的长寿地区，如皋土壤母质来源

更为丰富，土壤母质的矿物质构成更为复杂，为土

壤元素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据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土壤地球化学研究课题组最近研究成

果，如皋地区土壤中的有效硒、锌、钼和硼等微量元

素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空间分布特征与本地区

长寿人群分布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与之相应，饮

用水、粮食作物中微量元素的分布也与土壤空间特

征相一致，且长寿区显著地高于非长寿区。

５．持续有效的保护性干预。早在明清时期，

如皋人就有意无意地在保护着这方宝土，比如，成

片栽树种草、大量培花造景等。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市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高沙土改良工程，

全面优化了全市的水系结构和土壤结构。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如皋经济突飞猛

进，每年均以１５％以上的速度递增。在这样的背

景下，如皋人始终保质清醒头脑，将保护好如皋人

·８８·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赖以生存并蕴藏着若干长寿要素的自然环境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综合决策必备内容，予以

优先考虑。以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已建成）、国

家卫生城市（在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在创）和国

家级生态市（在创）为载体，先后投入２８亿元，实施

了一系列重大环保工程。对环绕主城区的两条城

河进行了彻底整治，荣获江苏省人居环境示例奖；

对全市近万条大小河流进行清淤和清除恶性水生

生物，大大增加了内河有效水容量和自净能力；全

市共建成座污水处理厂２０座（主体功能区３座，各

镇区１７座），日处理能力达到１４万吨，城市市区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８０％以上，在本地区同级

城市中处于前列；建成了日供水２０万吨的区域供

水系统，直接以长江水为水源，全市居民饮用水质

量从此跃上了新的台阶；建成垃圾发电厂一座，日

处理垃圾１５００吨，为全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提供了

有力支撑；着力提高清洁能源保用率，全市建成户

用和畜禽养殖场专用沼气池共２３５０２只，总容积达

２１．３１万立方米，安装户用太阳能热水器６６６４８

台，受光总面积达１２．４７万平方米，全市清洁能源

保用率达到７０％以上；强势推进植树造林和花木

生产，市区绿化覆盖率达４０％，农村森林覆盖率达

２０．２４％，全市花木生产基地超过２０万亩；不断强

化环境监管，先后关闭原分散生产、严重污染环境

的化工企业４８家，肠衣生产企业２１１家，建成规范

的化工园区和肠衣城，实现了化工、肠衣等重污染

行业的集中生产和污染集中治理。更为重要的是，

近年来，如皋实施了规模空前的产业结构优化战

略，全面提高项目准入门槛，一批几十亿、上百亿的

大项目、高科技低污染项目纷纷落户如皋，这些项

目不仅带动了全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还从源头

控制了污染物的产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单位ＧＤＰ污染物排放强度逐年下降，其中２００８

年，万元ＧＤＰ工业废水、ＣＯＤ和ＳＯ２排放强度分

别为１５．０９吨、１．３２６千克和２．６８２千克，大大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措施对本地区自然环境的

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皋水体环境质量总

体均能达到Ⅲ水质或相应功能区要求，水源水质达

标率连续多年均为１００％，全年空气环境质量达到

优良的天数占总天数的比达到９０％以上。在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皋的空气依然是清新的，河

水仍然是清澈的、土壤仍然是洁净的。

三、如皋优良的区域环境为如皋人健康长寿奠

定了坚实基础

对一个个体而言，其寿命长短可能主要取决于

遗传、心理、营养、体能、免疫、生活方式等要素，但

对于一个生存于同一地区的群体而言，同一时段人

群平均寿命明显高于其他同类型地区，并出现高比

例的百岁老人，就不能不更多的考虑环境因素了。

因为同一地区人群中的每一个个体同样都存在很

大的差异，以如皋为例，在长寿人群中，既有具备良

好生活习惯和遗传基因的，同样也有抽烟喝酒，不

爱活动，性情暴躁或祖辈并非长寿的，唯一相对一

致的就是共同处于同一蓝天下，饮用同一水源、呼

吸同样的空气、食用同一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农副

产品，可以肯定，如皋之所以成为全国著名的长寿

之乡，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优质淡水资源为人体机体各种营养物质

的吸收、转化、运输提供了基础条件。水是生命之

源，健康之本。众所周知，人可以数天不进食，但不

可以一日不喝水。水直接参与机体生化过程，是人

体传送养分、排泄废物、体液循环、消化吸收，保持

呼吸功能，润滑关节、调节体温的重要物质。因此

水的质量与人体衰老、寿命、免疫、代谢直接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８０％的病

例和１／３的死亡是由饮用不清洁的水造成的。如

皋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生产生活用水绝大部

分均直接取自长江，少部分来自降水和地下水，水

质很少受到污染，均能达到甚至优于国家相关标

准。近年来，该市还实施了自来水普及工程，全市

城乡居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又

实施了区域供水工程，取水口直接设在长江。目前

全市已有近一半的居民饮用上了优质长江水，到

２０１０年将实现区域供水全市全覆盖，届时，广大居

民饮用水水质将得到进一步保证和提升，对进一步

提高人们健康水平将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富含各种微量元素的水体、土壤以及在

此基础上生产的农副产品对增进人体健康具有特

殊意义。据权威机构监测，如皋水体、土壤和食品

中富含硒、锌、锶、锰、铁、钙、镁、钾等元素，从而保

证了如皋人能从环境中获得足够量的常量和微量

元素。而这些元素对人体健康又有着深远的影响：

硒是癌症的克星，具有清除体内铅、汞、镉、铊等有

害元素，清除自由基、降低血黏稠，抗衰老等功效；

·９８·长寿之乡调研



锌是维持体内细胞结构，加强免疫，防衰老，抗癌的

重要物质；锰能促进骨骼形成和性腺发育，增进胰

岛素作用，参与造血，增强免疫力，消除自由基；锶

能能预防高血压，保护生物膜的稳定性；铁是重要

的造血原料；钙、镁、钾等都是人体重要的必须元

素，对机体的生长发育和正常运行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提示这些元素或组合可能是该地区对健康

长寿有益的最主要微量元素。

三是清新宜人的海洋性气候为调节心情、增强

免疫功能，提高人体舒适度提供了充分条件。如皋

四季分明、冬长夏短、气温温和、温度适中、雨水充

沛、清风和煦、日照充分。这些优良气候要素每时

每刻都共同作用于人体皮肤等感觉器官，使人感到

心情愉悦，精力充沛。根据江苏省气象局选择的人

体舒适度指数的数学模式计算，如皋的人体舒适度

指数常年有１４０天左右处于－２～－３级（正值冬

季），有２００多天处于２～－１级（时跨春、夏、秋三

季），在盛夏和寒冬没有３、４、和－４级指数出现，这

一分析结果客观反映了如皋气候条件的优越，是平

原地区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常住长寿。

四、保护区域环境，促进健康长寿的未来计划

对一个区域而言，如果不惜以牺牲区域环境来

谋取眼前利益，实际上是一种图财害命，是一种区

域性的慢性自杀，是对当代、对未来、对子孙后代极

不负责的行为。如皋区域环境与该地区人群的健

康长寿有着密切关系，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长寿资

源。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发展就是为了人类生存延

续、人民幸福生活和健康长寿的理念，科学开发、合

理利用，切实保护好区域环境，使人群的健康长寿

得以永续。

１．继续强势推进污染减排。通过强化环境监

管、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严把项目准入关、对传统

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大力实施

以污水处理厂及其管网建设为重点的减排工程、严

格执行“三同时”等环保制度、不断提高工业污染治

理能力和水平、逐步推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排污

指标有偿购买、排污权有偿交易等综合举措，不仅

要将因经济发展而新增加的污染物“消化”掉，而且

还要将原有污染物总量逐年加以削减，使之严格控

制在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内。

２．切实保护好长江水资源。长江是如皋的母亲

河，长江水养育了如皋儿女，并为如皋人的健康长寿

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保护好长江水是如皋

人的责任和义务。如皋策应江苏沿江开发战略，经过

５年多的努力，如皋港已初具规模，被国务院批准为

一类开放口岸。在新一轮的沿江开发中一定要一如

既往地将保护长江水资源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杜

绝一切重污染、高能耗项目；港区所有企业和污水处

理厂必须稳定达标排放，化工园区污水实现集中处

理，集中管理，并制定好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对各

重点污染源企业、污水处理厂、化工园区各企业安装

自动监控系统，并于环保部门监控中心联网；严格执

行国家有关水源水保护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好区

域供水水源，确保全市人民饮用水安全。

３．全面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控制。要将环保工

作重点由以城市为主、以工业为主变为城乡统筹、

工农业并举。在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方面，继续加强

规模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

无害处置、农村河道长效养护机制的建立及其有效

运作、农村清洁能源（太阳能、沼气等）和农业节水

工程等重点工作，同时大力实施无公害农业、有机

农业、花木产业等高效农业战略，以此增加农民收

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４．进一步保护和改善土地资源。严格控制土

地征用，确保基本农田不被挪作他用。继续实施秸

秆还田、畜禽粪便还田、测土施肥等措施，严格控制

化肥施用强度，保护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微量元

素，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大力推进等高效农业，使土

壤得到休养生息。

５．开展区域水环境容量研究。对区域水环境

容量进行定量研究，并据此确定本地区项目承载能

力和最大纳污量，科学分配各排污企业污染物排放

总量，枯水季节等敏感时段能及时提出水环境容量

预报，提出季节性限产的时机、行业、范围和程度，

确保内河水质安全度过枯水期等最不利时期。

６．深入开展区域环境与健康长寿相关性研究。

继续与有关科研机构协作，对如皋长寿现象，特别

是长寿现象与区域环境相关性研究，从定性研究为

主逐步向定量研究转化，努力挖掘健康长寿的环境

因素和环境机理，以指导区域科学规划、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入选《国际环境发展与健康长

寿研讨会论文集》）

·０９·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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