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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而上
——研究温州第八高级中学附近水源分布

【摘要】

在美丽的大罗山麓，瑶溪畔，温州第八高级中学坐落于此。在寒假的课余时

间我和我的伙伴们利用 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等软件，骑车对八高附近的水资

源分布进行了调查。也有了对八高边上河流的上游和下游的水质，生态环境有了

一定的了解。并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希冀得到一些收获，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八高、瑶溪水源、水质、污染

一.相关情况说明

(一)、研究背景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便捷，

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光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声污染等等。

雨露滋润禾苗壮，万物生长离不开水。水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单位，细胞的构成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水。人体是生命发生、发育和繁衍的基本条件。水污染尤其

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切身利益的，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在宇宙上俯视观察到的地球是一颗蔚蓝的“水球”，地球上一片蓝色，似乎

是水的星球。可是地球为人类提供的“大水缸”里，可以饮用的水实际上只有一

汤匙。地球有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积为水所覆盖，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的水是海水，

无法为人类饮用。在省下的二点五的淡水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七是人类难以利用

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是地表水以及地

下水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占地球总水量的百分之零点二六。在如此稀少的可

用水中又因为分布不均，导致水资源极度短缺。因此我们为了对水资源有进一步

了解，我们开展了这次对温州第八高级中学附近的水资源的调查。

（二）问题起源

瑶溪因溪石皆玉色而得名，碧溪幽谷，苍崖峡峪，孤峰峭壁，石柱叠岩，素

有“桃源仙境”之盛誉。八高边上的河流也是属于瑶溪的支流，但是近几年原本清



澈见底的河水开始变得有些浑浊。失去原本风景秀丽的色彩，显得暗淡了许多。

每次进出学校都要跨过河上的桥，难免会对脚下的河产生兴趣。这条河虽然

不脏，没散发出恶臭，但也算不上清澈见底。向上游望去，河岸边衍生着几家工

厂，所以我们猜测会不会是工厂排放物污染了水。

(三)研究目的

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学校门口这条河流的源头在哪儿，再沿流而下，调查

这条河对附近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调查河流是否是由于工厂排污导

致水污染。假如不是，我们将沿岸走访调查，询问当地村民河流污染源究竟是什

么。当最后找到后，我们会给有关部门和当地村民提出意见与建议。

（四）实施过程

1.调查实施方法

此次我们的调查主要运用实地调查，对同学问卷调查，去图书馆调查文献资

料，对居民进行面对面采访，以及运用网络以及，google earth中的工具进行多

方面的分析。

2.任务链

提出问题→实地调查→获取实物→实地拍摄→文献查阅→思考分析

3.具体实施步骤

上学期间，我和我的伙伴就对河流的来源以及水资源的分布产生极大的兴

趣，在学校的楼上进行多次观察。并且与老师进行讨论，研究，为假期的实地探

访打下基础。

在假期一开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进行了对水源的调查，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

实地调查，以及图书馆的文献查阅，并且向有关与发现。获得了不小的收获。

2月 11日 第一次实地探访 我们利用公共自行车对水的上游进行探索，攀

爬大罗山以求寻找水的源头，并且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询问与请教。

2月 17日 前往温州市图书馆，位于四楼的文献资料室，查阅关于大罗山

瑶溪段的史料。以及水源分布资料。获得了不小的收获。

2月 25日 我们对学校的同学进行了网络的问卷调查，以及统计结果。

3月 2日 第二次实地探访 我们进行了四个水源点的实地采样，并再次沿



河而上，寻找位于国安寺方向的水源源头。

3月 3日 我们向有关部门寻找帮助，希望能对我们采集的水样进行分析与

处理，可惜的是因为节日的原因，以及有关部门工作的繁忙，我们并未得到详细

的分析。

3月 4日 我与我的伙伴通过 QQ等工具进行对话，讨论论文的撰写，并发 指

导老师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多次之后，最终定稿。

二．研究报告

（一）温州第八高级中学附近水源总体分布

瓯江对于温州来说如同一位慈母，温州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汇入瓯江，再由瓯

江流入东海，校园边上的河流也不例外，它的下游流入了瓯江，在从瓯江口流入

了广阔的太平洋。

河的上游在雄伟秀丽的大罗山处，河水流经皇岙村、河口村、浃底村等村落。

当河水流经美丽的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地形图上①中发现，

这是我们地理必修一上所说的河谷阶地由于接近水源，不会被洪水淹没，可以利

用水运，地形相对平坦，土壤肥沃便于农耕河谷阶地成为古代人们的梦想家园，

是风水极佳之地。



这条河与千千万万的河流一样，是从高处沿地势而下图②，水的上游在大罗

山上，到皇岙村的时候水流开始放缓，至河口，再到八高，当我们在学校看到河

水时已经算是河的中游，为了仔细的了解水源的分布，我们决定上山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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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天的实地调查整合

我们从学校开始利用公共自行车一路骑

行，沿河而上，在河边的不远出发现了多处的

有色金属和钢铁厂，还看到一些养猪场和养牛

场。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但是根据我们

对周边调查，发现冶炼工厂主要造成学校周围

的空气污染，可能间接对河水环境有所影响，

但可以肯定那不是主要原因。至于畜业养殖场，

四周排查后没有发现排污的排水管道并且查找

资料文献后发现畜业不会对水资源造成污染，

所以污染源不是这两个因素。这更让我们产生

了深深的疑惑，究竟是什么污染了河水呢？

所以我们继续骑行，继续沿河而上寻找水的

源头时，到了一条插入了地下河道所以我们猜测是否是东西两条水道汇集成下游

的一条河道。

当我们正在疑

惑是否该进入工地

一探究竟之时，远方

走来了一位老奶奶，

我们急忙上前询问

这条河流的历史故

事。奶奶告诉我们河的原本流向因为隧道的施工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原本水是直

流而下，但现在却出现了一小段的蜿蜒。我们也和她聊起了许多关于这条河的故

事，告诉我们水流的源头在山上有两条水源，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奶奶的十分

热情，最后还给了我们两个瓯柑解渴，真是意外的惊喜呀。了解情况后我们选择

了西边这条岔路。很快我们沿着奶奶为我们指的方向攀山而上，经过艰难的爬山

过程，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工水流槽的“洞穴”，深黑不见五指，我们铤而走险开

始了一场因为水源的“洞穴探险”，“洞穴”里面甚至没有了信号，我们打着手

电筒在体验惊险刺激的同时也对其中的水样进行了采集。



西边的“探险”结束后，我们走向

东边的岔路。正在这时，我们发现了一

座寺院中有座宏伟的观音像，也许正是

这份神秘的力量让我们在国安寺边上的

一条小径上发现了隐藏很好的水源，随

着小径而上看着边上的水道，我们登到

了山腰，惊讶的发现这条水道其实是汇聚了山中的山泉水而形成的汇聚成河流的

一条水源。由于很久没下雨，河道基本枯竭，只有点点水迹证明着这里曾经的一

片清澈。

我们原路返回，此时正是午饭之时，一上午的

登上，已让我们疲惫不堪，我们骑行进入了皇

岙村，解决午饭。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发现，在

河边有几位妇人正在洗衣服。她们将家门口的

水通过一个简易的水闸堵住了水流，方便自己

洗衣服。而且仔细一看还发现他们竟然将用洗



衣粉洗过的衣服的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们惊

讶之余，也向我们享用午饭的店主求教，店主

用粗旷的方言告诉我们，这条河本来清澈见

底，十分干净，多年前有许多儿童在水中嬉戏，

他家对面的那个老奶奶，总是直接用河里的水

煮饭，而且特别香。现在可能是因为科技的进

步，自来水的引进，村民们也没有很好的对水

资源的保护意识，很多村民开始将生活用水直

接排入这条河流，才导致了现在河流的浑浊，

与污染。我们一行人听了也感到十分惋惜，并

在村中的两处地点进行了水样的采集，分别位

于皇岙村的两个村口。

下午我们又对学校周围进行了多处河流的记录，与观察，发现河流的污染并

没有村中看到的那么严重，可能是因为大量的水冲淡了生活污水的污染，但是却

无法消除洗衣粉中的化学成分以及许多生活固体垃圾。

最后我们返回学校温州第八高级中学，来到学校的桥下进行河水的取样，以

及结束一天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太阳早已偏西，落日的余晖如天女散花般撒落

在大罗山麓，我们缓步走在大街上，金色的夕阳下，将我们的影子拉的长长的，



显得无限诗意。边上河水波光粼粼，真希望它能恢复原来的清澈。

（三）前往温州市图书馆调查文献资料

为了得到更加详细的资料，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温州市图书馆的信息咨询区，

寻找关于大罗山附近水质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了找到了温州市龙湾县 2014年

的地方年鉴，发现了在 2014年的年鉴当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14年，龙湾 9.5

亿元 推进“五水共治”进行水域治理。

配合网络资料的我们得到了更加仔细的新闻报道。

报道如下：

刚刚闭幕的龙湾区委七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对治水工作作出部署，今年，龙湾计
划投资 9.5亿元，联动推进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工
作，全力打造“滨海新城、灵韵水乡”。根据部署，这项工作要三年见成效，五年全面



改观，七年实现质变。

龙湾共有 234条河流，去年已排查出 109条存在问题的河道，目前，已整治完成 95
条，但工作任务依然繁重。本着“五水共治、治污先行”的治水原则，今年龙湾将全面

实行河长制，全员落实责任，集中力量全力整治黑河、臭河、垃圾河，在今年 2月底前
拿出每条河道的具体整治计划、推进时间安排表、牵头单位和主管负责单位，各街道、

成员单位全力配合，实行挂牌督办、责任追究，确保垃圾河、黑臭河整治到位，到 2015
年，彻底改变黑臭河、垃圾河水质。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对水资源保护的重视，在前几年轰轰烈烈的“五水

共治”的行动中，有关部门也做出了很多行动与极大的努力以求改善水质。还给

河水一片清澈，还给人民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我们也相信在将来的 2015

年政府肯定会有更多改善河水的行动来完成“到 2015年，彻底改变黑臭河、垃

圾河水质。”

（四）问卷调查报告（问卷内容见附录）

在实地调查的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份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是了解八高学生对

这条河流的看法以及对周边污染的了解。向温州第八高级中学过百位学生进行了

网络或面对面问卷调查与讨论，我们得出了一下的数据分析及结论。

问卷调查结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A 48 18 23 49 71 43 15

B 54 84 36 12 17 31 23 40 57

C 36 18 18 72 63 25 13 7 44

D 6 48 12 5 5 14

E 30 18

F 6

G 12

H 11

分析:



【分析】大多数同学表示学校周边水资源污染较为严重，说明了他们对这条河与

干净清澈的河差距甚远。然而也有一部分同学感觉这条河不太严重，说明这条河

并不是散发恶臭的垃圾河，只要稍加整治就能恢复昔日光彩。

【分析】极大多数同学认为学校周边村民环保意识较为一般。这也与当地村民文

化程度和生活习惯有关。少部分人认为有待改善或是不行，总之若多加宣传，积

极领导当地村民，相信他们的环保意识会有很大的飞跃。



【分析】将近半数的同学认为周边水资源污染是由于人们的环保意识差和附近工

厂的排放污染。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工厂污染不是主要原因，关键还是村民

的意识问题。另外剩余同学则认为跟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即使这些看似无直接关

联，但一定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关系。

【分析】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默默路过当作没看到。这可能与我

们的年龄以及社会实践经验有关，也有可能一些同学是因为怕麻烦而选择回避。

但是最正确、环保的选择就是剩下小部分同学的决定，应当及时找有关部分反映

事实。最为公民，应当正确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分析】这个问题同上个题目一样。重要的是及时向有关部分反应。

【分析】大多数同学认为解决水污染问题迫在眉睫。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的这条

河污染程度。当然，污染这种问题肯定是越早解决越好，选择无所谓或是到时候

再说的同学，要是真的等到水十分严重了才去整治就迟了。

【分析】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府部门应当领头做带头作用。因为政府的行动影响

力大，持续性强，整治范围广。在政府组织之余，一些民间机构和学生组织团体

再辅助政府，一同行动，相信那时候人多力量大，环境问题将引刃而解。



【分析】大多数同学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谋求幸福。其实人与自然的

关系十分复杂，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向自然索取过多，也遭到了一定的报应。

其实应当是要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这样既能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又能为人类谋求幸福，促进时代发展。

【分析】在高科技时代，大部分同学大体同意科学技术改善环境问题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也无不道理。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也是我国发展战略

之一。但是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快速、便捷地处理环境问题，但必

定会造成某方面的损害。因此是好是坏也无法定论，可能那些选择不太同意的同

学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总之，就目前而言利用科技解决大量环境问题是最有效

的方法。

（五）水样的分析

正如我们在前文的实地探访中提到的我们分别在山中的“洞穴”中、入皇岙



村口水道、皇岙村中末端水道、以及温州第八高级中学校门口的桥下的水源采集。

在途中分别标记为水源 1 ，水源 2 ，水源 3，水源 4。

山中水源 水源 1

村中水源 水源 2
村中水源 水源 3

校门口水源 水源 4
温州八高



以上是我们从四个水源点采集的四个水样，由于缺乏精准的测量工具，我们

只能使用最基础的方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通过嗅觉，视觉来对水的受污染程

度进行极为初步的判断。

左上图是我们在山上的“洞穴”中采集的水样，可以清晰的看成相对而言显

得十分清澈，比较干净，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同时右上图是我们在河流入村

口采集的水样，比起所有的水样来说也是十分干净。并没有什么异味显得十分纯

净。这可以说明上下的工地只是单纯的改变了水的流向，而没有对水产生极大的

污染，也排除了隧道工地污染的可能。

而当我们抵达村尾的第三个水源点时就明

显感觉到了微微的恶臭让我们闻起来十分不舒

服，水中有一些明显的漂浮物，有许多油渍，

以及各种生活垃圾，边上的水生动物也明显减

少。仔细一闻其中甚至可以清晰的闻出，洗衣

粉的味道，应该就是因为居民将生活用水排入

的原因，以及大妈大婶洗衣物造成的污染。

所以根据我们现有的粗略估计应该是生活

污水的随意排放造成的污染。至于第四号水源



点，在校门口的水样，则更加显得偏浑浊，

说明经过村庄对从山上原本清澈流下的河水

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以至于当水流到达学校

边时会不并那么干净。

(六)分析和思考

根据以上水样的分析，我们发现水样三，也就是在村中河流尾端的水样污染

最严重。另外，在村中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闻到一股浓浓的洗衣粉味。但是

到了学校门口这段河流时，已经基本闻不到味道。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对现场对河流的观察以及结合谷歌地球对当地地形的截图发现该村中

地势平坦，水道狭窄，水流较缓，因此当我们在村子调查时，闻到的异味较重。

而当水流出村子之后，水道变宽，多条支流汇集，水流相对湍急。再加上地势平

坦、风的因素，异味会减少。因此造成我们发现河流在村内污染重于村外。当然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另外，因为温州市处于亚热带带季风气候区域，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

润，年降水量在 1113-2494mm之间，降水丰富，所以在小范围的污染，会被雨

水冲向下游，冲淡污染，使并未受到不可逆转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然的

原因，而如此无节制排放生活污水，导致污染水质。



（七）相关案例

另外，在 2014年 05月齐鲁晚报就有一篇因村中排放生活污水而导致村中河

流污染的报道：

据报道，当初山东省泰安市罗家堂村内河流清澈见底，水也是清冽甘甜，河中的

水可以直接使用。但是近几年随着村里村民生活垃圾乱倒、上游排污导致了河流

成了臭水河——河水呈浓绿色，水面浮着一层油，河两侧的斜坡上隔不了几米就

堆着一堆垃圾，不少垃圾塑料袋漂在水面上，散发出阵阵臭气。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村民污染了这条河流，就得由村民负责整治。

皇岙村

皇岙地势

范围



由罗家堂村的这件案例可以看出，生活污水是极其严重的污染源。一旦污染

后果不堪设想。八高门口这条河流正处于正在被污染的阶段，为了防止成为下一

条新闻中的垃圾河，需要及时整治。皇岙村、河口村村民和八高学子应当共同努

力，学习和借鉴罗家堂村村民的解决方法。重要的是靠大家的自觉性。

三．对有关部门的建议

通过这次地理课题的实践，我们进行了许多讨论，与分析，同时也对有关部

门提出了一些小小的提议。写成了一封建议书，文章如下：

对温州第八高级中学附近的水资源保护问题提出的建议

尊敬的环保局工作人员：

您好。

我们是来自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一次因为地理课题而进行的实践

活动时，我们沿着温州八高毗邻的河而上，寻找水的源头，发现了一些污染问题。

可能是因为村民们肆意的排放生活污水以及在水中洗衣服，导致河水受到极



大的污染。在先辈们的眼中原来清澈见底的美丽河水渐渐地失去了光泽。因此我

们也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希望尊敬的工作人员能够有所参考。

1.首先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对现在水域中的垃圾以及污渍进行清理，净化水

源，先解决如今已经受到的水资源污染问题。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条，水资源的保护主要是以预

防为主。改善环境不仅要对其进行治理，更重要的是恳请有关部门能通过各方面

的宣传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3.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保护水

资源，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从教育方面入手，从娃娃抓起，呼吁孩子们保护水资

源，让我们所做的问卷中的大多数人看见有人在污染水资源却默默离开的现象不

再发生。

4.随着经济的发展，废水排放量可能还要增加，如果只重视反复清理，很难达到

改善目前水污染状况目的，所以我们要实现废水资源化利用，发展重复利用水资

源的科技，以净化对污染。

5.坚持在“五水共治”中提出的“一河一策”方案，对每一条黑臭河道实施污染

源普查、污染企业整治工程、餐饮业治理工程、畜禽业治理工程、清淤疏浚工程、

拆违建绿工程、垃圾治理保洁工程和生态修复工程等八大工程。

6.有关部门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法律条文对私自排放污

水的人进行惩处，以防止更多人随意排放生活污水。

7.希望能设立一些保护水资源的标语，矗立在河的两岸，我们温州八高的学子也

会积极配合。同时也能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检查。从根本杜绝污染，达到标本兼治

的目的。

8.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能联合居委会，村委，进行，甚至是我们学校可以组织一

些保护水资源环境的公益活动，进行对河道的清理与保护，减少对河流的生活污

水排放，增强当地村民的环保意识。

以上就是我们不揣浅陋提出的一些建议与意见，希望对您们的工作有所帮助

与参考。

我们非常希冀大家可以一起还这水一片清澈，祝愿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丽！

也祝尊敬的环保局的领导们元宵佳节快乐。



此致

敬礼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学生

陈铸恺、陈文翔、徐坚业

2015年 3月 5日

四.活动总结与感受

在这次小课题活动中，我们就地取材，选择学校门口的这条河流作为调查对

象。分两天的实地调查，首先沿河而上，在东西两侧分别找到了两头水源。虽然

过程艰难，但充满挑战。后来我们对河流的污染源进行调查，起先猜测是沿岸的

工厂排污导致河流污染，但是经过排查后没有发现工厂有严重地向河流排污现

象，所以我们很快推翻了之前的猜测，开始寻找真正的污染源。之后向村民的打

听了解，得知以前这还是一条十分干净的河流，当初人们都依河而生，靠水而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将生活用水排到这条河中，从而导致了河的逐渐肮脏。

在调查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附近的村民都在河中洗衣服，走向河边都能闻到大量

的洗衣粉味，不远处还能看到漂浮的生活垃圾。这就是造成河水污染的重要原因。

可能由于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再加上没有很高的文化意识，就随意地向河中排放

生活污水，没有考虑太多的后果。当然，当地的村委会也有一定责任。作为管理

人员，没有及时起到监督管理作用。对于排污的现象，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制止。

同时，还要做好宣传环保工作。

在这次活动中，由于未逢雨季，没有下一场大雨，所以河流上游水量很小，

对寻找水源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前期一直在山中寻找，爬山路也很难很累，有些

地方还没有铺好水泥所以只能走野路，到处都是障碍不得不翻越，很有“贝爷荒

野求生”的感觉，考验我们的野外徒步行走能力，几乎想要放弃但最后还是坚持

了下来。令人难忘的就是当我们找到那座“山洞”时，里面黑乎乎的，站在外面

向里面望，冷风吹来，挺有几分寒意。虽然心里也没有底里面到底是什么，脑中

也不断浮现出一些恐怖片的场景，但最后还是决定到里面一探究竟。搞笑的是，

我们还在洞外拍了照片发到了社交网络，告知别人我们在哪儿以防发生什么意



外。我们就这样弓着腰抖着腿挽着手走了进去。因为里面是在太黑，前期准备的

时候也没料到要带手电筒，所以我们只能靠照相机利用闪光灯拍一张照，才摸清

楚里面的构造。其实到最后才明白其实这座所谓的山洞就是一个未完工的地下室

而已，虚惊一场。现在想想，这也是一段宝贵的回忆。

另外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在取水后，我们本应该对水送到有关部门进行检测。

但是适逢过年和时间原因，我们没能及时送去，所以只能粗略地，利用自己通过

嗅觉和视觉对样品进行分析。所以得出的实验分析也只是初步、不精确的。

这次课题研究，不仅考验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更锻炼了我们的野外探险

能力，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也教会了我们不放弃、积极探索事物来源，学到

了课堂中学不到的实践知识。我想这就是这次课题的价值所在。

五.附录

（一）.问卷调查

温州第八高级中学附近水源问卷调查

亲爱的同学:

您好!

这份问卷的目的在于了解您对环境相关问题所持的看法,为公民环境意识决

策提供参考请在理解题意后,根据自己的真实观点, 在适当的选项上打勾。恳请逐

题填答,不要有所遗漏 本问卷各项答案无所谓好坏对错,且问卷所得的结果只做

团体性的分析,不做任何个别呈现,所以请您依据自己的看法放心地填写非常感

谢您的合作与协助

1.您认为学校边上的水资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状况如何？

A非常严重

B比较严重

C不太严重

D没有问题

E不知道



2.您认为您学校周围的人的环保意识怎么样？

A很好

B一般

C有待改善

D不行

3．你认为你学校的水资源环境污染现象是由下列哪些原因造成的？

A人们的环保意识差

B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C人们的守法意识差

D企业只注重自身发展而忽视环保

E人口膨胀

F消费速度增长

J周边地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影响

H经济发展速度过快

4.如您看到有人在学校边上的河里排放生活污水，你会这么做？

A上前制止

B向村委反应

C默默路过

D找环保部门解决

E其他方法

5.如果您看到有人在学校边上的洗衣服，你会这么做？

A上前制止

B向村委反应

C默默路过

D找环保部门解决

E其他方法

6．您认为学校边上的水资源环境问题现在是必须解决的吗？

A迫在眉睫

B无所谓



C到时候再说

D不需解决

7.为了加强人们的水资源环保意识， 我们有必要搞些环保意识的宣传活动。如

果要搞这类活动， 你认为这些活动应该有哪些部门来组织的成效比较大。

A政府部门

B民间机构

C学生暑假实践

D不清楚

8.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这里列出了其中的三种,请问您最赞成

哪种观点。

A人应顺应自然来谋求幸福

B人应利用自然来谋求幸福

C人应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

D说不清楚

9.人都认为，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总会有办法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

您对这种观点的看法如何。

A非常同意

B大体同意

C不太同意

D非常不同意

保护环境必须从我做起，水资源的环保是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才能还河水的一片清

澈。

真心的感谢您的参与

2015.02.25



（二）资料来源

1.地图截图来源于谷歌地球

2. 五水共治资料来源：温州市图书馆信息查阅室中《温州市龙湾区 2014年鉴》。

3.新闻摘要来源来自温州网的县市新闻：

http://news.66wz.com/system/2014/01/24/103975192.shtml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法律参考：

http://www.gov.cn/flfg/2008-02/28/content_905050.htm

5.泰安罗家堂村河流被污染 http://www.qlwb.com.cn/2014/0521/134586.shtml

（三）感谢帮助

在地理课题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受到了许多困难，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在

此我们感谢：我们敬爱的地理老师高胜广老师；感谢参与问卷调查的同学们；感

谢温州市龙湾区皇岙村村委会；感谢温州市公共自行车的帮助；感谢谷歌地球；

百度百科。

http://news.66wz.com/system/2014/01/24/103975192.shtml
http://www.gov.cn/flfg/2008-02/28/content_90505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