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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Pa Sak Jolasid 大坝的水位如此之低，你甚

至能看到神庙的遗址、树、古建筑。这是一个严重的水资

源危机，如果下半个月 还是不下雨，

这个危机甚至会更严 重。因为我们

没有任何其他干净的 水，我们无法

建造水利工程、我们也 无法制造自来

水。对于消费和使用来 说水都是最重

要的。我们进行了 9天 的活动就是为

了一个问题：水。因为 一些地方已经

没有水洗澡和做饭了。 这是一个真正

的危机。我们去向其他 人求水，可是

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了。 这是一个多么

严重的危机啊！”这段 文字来源于 Pa 

Sak 流域的人们对今年的 水资源危机的

描述。尽管如此，我们 还是有办法管

理我们的土地让我们能 在旱灾中幸存

下来。依靠“土堤、蓄 水池和水稻田

模式”，这是一个在北 标府 Tambol 

Nong No, Amphur Muang 应用的一种模

式。  

“在这个地区我们已经测算我们现在能收集 300%的水。第一来自于雨水；第二来

自于灌溉水剩余；第三来自于人们因为没有储存设备而没有收集的部分。这样我们就

能把水放出来并分配给全体农民” Mr. Bunlom Taokaew 先生说。      

 

只种水稻的农业意味着贫穷；综合农业意味着生计持续发展 

Bunlom Taokaew 先生是一个米农的儿子，在他从学校毕业之后他选择做了一个商

人。因为他无法赚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他负了成百上千泰铢的债。所以他向他的爸

爸一个使用综合农业模式的的农民借钱，多次帮他还债，最后他爸爸告诉他让他回归

做一个农民吧。Mr. Bunlom 最后决定听从这个建议，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农业能帮助他

还债。他开始建造大棚来养殖平菇，这不需要任何大投资。渐渐的他开始生产足够量

销售给当地市场来减少他的生活花费，直到有一天他的钱甚至有了剩余，直到最后他



还清了他的债。他开始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已经 超过 10年。这是跟随他的国王和他自

己的父亲的脚步的结果。  

回到 25 年前同样的这 20来土地，它在一个自给自足经济教育中心的旁边。当时

它只被用不同品种的化学肥料耕作水稻。只要天下雨的那年就会有大量的水，就会有

足够的大米卖了来维持生计和还债。但是干旱的那年就会债台高筑。越多的涉入农业

就越多的陷入负债。所以 Bunleu Taokaew 先生，这一家之主，决定停止租更多的土

地，把精力集中在从他自己的这 20 来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利润。他像这样做是在

Mongkhol Chai Pattana 寺庙听了关于新农业理论的演讲，在这里国王也留出一部分

土地来实践这些理论。每次他去参加这些活动后，他回到家开始调整他的土地的结

构。特别重要的是建造了储水的地方以备以后使用，这样就帮助他从依赖灌溉水中解

放出来，把他从单一作物制转变成综合农业制。  

  

在你家或田附近挖一个或深或浅的蓄水池。你的“羊肠”小水渠让水覆盖这个区域。  

由于水在农业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Mongkhol Chai Pattana 庙的演讲使他决定

拓宽原有蓄水池，并挖一个新的，所以他只有 4来土地用于农业来维持家庭开销。但

是在他第一次挖新蓄水池时，他仍然缺乏好多关于建造蓄水池的知识。所有他所知道

的就是用一个铲子挖了 6-7 米深的正方形的坑。这就是所有的东西，虽然储水已经足

够了。  

后来，有一次他在自然农业基金会跟随 Wewat Salayagamthorn 老师学习，他开始

明白一个好的蓄水池应该具有自然水塘的特点，例如深度要成梯度，这样植物和动物

才能在里面生长，而不只是单一地做储水来用。今年他扩大了他的蓄水池一次，他把

水池挖得尽可能符合周围的环境。  

“这 20 来（rai）土地，过去我挖蓄水池用 1 来，加上田周围的沟是 3来，但是没

有挖在同一个地方。今年我要挖更多，因为今年我们遇上旱灾没有足够的水。看这

里，我们用于种植养殖和我们自己生活的水已经干了。已经完全是危机了。田里的沟

都干了，这个大水池也只有 1米了。如果干旱再持续半个月，如果他们再不放灌溉水

帮助我们，我们都会死。我们没有水用了。我们采用 Lat Krabang’s方法已经计算出

生活用多少水；水稻用多少水；养殖用多少水；种植蔬菜用多少——所以可以计划需

要一个多深的蓄水池，储存多少水。 

 今年我们又多挖了 2个蓄水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又出现一个像今年一样

的旱灾，我们现有的这个大蓄水池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挖更多，这样我们就有水够用

一整年，包括任何没有雨的季节。Yak 老师说 365 天里面，只有 60天有雨，300 天没

雨。他还说每天水的蒸发量是 1厘米。所以我们看到只有 3米深的蓄水池是不够的，

因为所有水都会蒸发完。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蓄水池，正好与我们的土地需要的

数量匹配。 

我们新的蓄水池不是旧的那个那样的正方形。我曾经看到 Yak 老师的，看到 Lat 

Krabang 的设计——他们没有浪费空间。我们也按照我们土地的形状挖了一个蓄水

池，迂回曲折的。我们在周围种植了蔬菜和其他可食的植物。说到体积它和我们旧的



方蓄水池一样大，但是我们没有浪费任何单独的空间来挖它。我们有急转弯，有深

弯。我们能看到鱼产的卵——像罗非鱼、饰圈无须魮，他们都不会在较深的水里产

卵。他们生活在浅水里，不超过 2米。它们长得很好很快。因为他们需要孵出来换

气。同时还有水生植物…如果水太深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唯一的好处

只有储水。但是如果有浅层，不同的水生植物就能生长，例如香兰和沟菜蕨。他们生

长在大约 1米的深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蓄水池通过其他食物资源。加上他们的帮助

还可以防止溃坝。如果你去看我们挖得第一个蓄水池，没有任何植物在里面。没有牵

牛花。它的一切就只是盛水。但是当你来看这个较浅，你可以看到食物和水。” 

这个新扩张的蓄水池有 3个深度：一个浅层是 1-1.5 米；中层是 2-3 米；深层是

4-5 米到 8-9 米。这个蓄水池还有一些羊肠水道或者更小的水道。它能为在区域内所

有的植物提供一整年的水——包括水稻田、菜园、果园和竹林里的所有东西。 

雨水和灌溉水等能放进田地的水资源能被收集，还有另一种水资源也能被 Bunlom

收集和使用：这是在田地周边无法收集的水，有一大部分：是他收集到的水的两倍。 

“我们已经计算过，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收集我们已有水资源的 300%。第一，北

标府的雨水量是每年 1200 立方米。释放的灌溉水是第二块。第三块是人们没有收集的

水。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他们没有蓄水池，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水引到我们的

地上。我们已经围绕着我们的田地挖了水渠，四面八方都有。当然，这些水必须首先

通过我们的小水渠来过滤。我们使用的是 Bhumirak 原则： 让一个邪恶征服另一个。

我们用的是水葫芦来过滤。同时我们的蓄水池是地表式蓄水池；我们也使用大地作为

过滤介质。每 1到 2个月我们也加入(นําหมกัรสจืด)和香蕉杆微生物来调整水环境，”Phee 

Bunlom 说。  

 

加高土堤；储存水；塑造大堤；种植可食蔬菜 

除了蓄水池可以储水，水稻田和土堤也可以用于储水。  

“我们第一次实践新想法时，我们把土地分类：一些用于做我们的蓄水池、一些用

于种水稻、一些用于种蔬菜，一些用于养殖和一些用于生活。一开始我们想我们的蓄

水池应该会依赖于灌溉水和雨水，两者一起才能灌满它。但是 2011 年发生洪水，蓄水

池被淹没了，水都漫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危机。今年，天没下雨，水库

里面就没有水。因为没水，他们就不能放水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干旱的危

机。3年前我从寻王迹项目（Follow in the King’s Footsteps Project）学到了

‘土堤、蓄水池和稻田模式’的理论。我跟随老师学习并看到了什么是‘土堤、蓄水

池和稻田模式’。  

蓄水池。根据 Lat Krabang 原理并按照你自己的区域计算，然后挖蓄水池。你可

以计算出需要多少土地，蓄水池要挖多宽多深才能储存足够的水。在过去，田坝坝头

小且短，只能起到保护稻田的作用。他们没有考虑用它蓄水供以后使用，所以我们总

是需要向田里灌水。后来我知道坝头要建得更大要高：大约 1米宽和 1米高。一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建得这样高，后来我明白了这个规则。和我们储存水在田里一

样，把我们的坝头建得更大意味着我们能在上面种蔬菜，也可以种其他我们想种的可



食用的有用植物。这样我们不单有简单的储存水的堤坝，我们还获得了带来很多好处

的植物。我们不仅仅是从水稻田获得水稻，也可以从堤坝获得。经过种植水稻的这 4

个月我们获得了食物和收入。我们把这些农作物也变成了收入。我们意识到水稻只是

一部分；在坝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因为坝高，水位也高。杂草不会长到我们的水稻田里因为他们会顺水漂走。所以

水稻就能涌出并越长越高，以冲出水面。因此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控制不要的杂草的方

式，不用再向田里施杀虫剂。我们的农业是有机的！” 

 

一个区域的设计必须考虑土地、水、风、火和人 

对于任何想要重新改造土地，以获得更有效的水和土地管理及控制的人，必须考

虑一些原则。  

“评估你的土地的重要的因素是：土地、水、风、火和人。土地：你必须了解你的

土壤种类。水：你土地上的水流情况。风：这对你房子的设置位置很重要。风来自于

两个方向：潮湿的风来自西南，冷风来自东北。开始吹北风，我们知道是水稻收获的

季节了——大约 12月和 1月。它会把谷渣吹到家里来，我们称它早稻风。如果我们又

种田，又把我们的房子建在这个方向，我们的家会被稻渣填满。或者建在每一面都晒

得着太阳的地方——面向东西——那么一直都是热的。  

火意思是指阳光。在东边和西边我们应该种树，不管是不是必须的——不要让你

的房子一直很热。在我们的稻田里我们也种水果树，如果我们种在东边和西边，树能

为田地提供阴凉，如果我们种在北边或南边，太阳光会穿过堤坝，阴影就不会进入田

里。因此在北边和南边我们能种高树，但在东边和西边只能种矮树。 

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设计要让住在那里的人满意。遵循这个原理并定出什么是人们

想要做的和怎么做。如果我们替他们思考得太多，意味着他们不喜欢我们设计的区

域。所以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关于设计准则 Bunlom 先生这样说。  

 

每座房子都应该有一个“椰子甜点井”。成白上千个收集的水就有水库那么多了。  

采用土堤、蓄水池和稻田模式的原理管理水和土地的好处不仅仅为土地所有者带

来益处，还为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带来好处。  

 “土堤、蓄水池和水稻田是储水的所有的形式。他们有助于应对水灾和旱灾。

如果有水灾，我们可以把水灌进田里储存起来，我们有空间这么做，这样它就不会南

下影响曼谷的人。如果我们能在 Pa Sak 流域成百上千次地运用这个模式，就等于又有

一个 Pa Sak Jolasid 水坝。我们已经有一个坝，没有毁坏森林，没有私占土地，没

有影响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没有抗议——我们只是使用已有的土地。我们使用的土

地也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如果我们能做更多，我们等于有了一个更大的水坝；也许你

可能只能建一个中型的蓄水池——他依然使我们远离热水。当天下雨，蓄水池就能被

填满。 

另一件事：“椰子甜点井群”的理论。天下雨，水会储存在这片地的洞或井里。

这就像 Yak 老师说的：如果把北标府比喻成椰子甜点盘，每个洞都会集水，一些深一



些浅，由于每个人的地都处理得好，水不会再溢出冲到曼谷。有一瞬间我们装满了所

有的洞，所以水冲到了平原：100 升来了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挖了这些洞，水流进每

个洞扩散开来，就被储存在北标府了。纬度低于我们的区域就不会经历洪水了。利用

水渠、土堤和水稻田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储存水以供稍后使用已经被实践。通过在上

面种不同的树，土堤甚至也能收集水——就像一座山，下雨时，把水吸进它的土壤，

然后又一点一点地渗出来，汇成水滴，一棵树释放几滴水，一点点汇成了河流，又流

下来进入村庄。” 

通过使用蓄水池、水稻田或土堤的形式放弃一些土地来储存水是一种实现水资源

自给自足的方式，大方向来说也是一种促进水资源管理效率的方式。这是一个有价值

的投资，农民应该考虑。  

如果感兴趣，想要参观这个区域和咨询更多细节：可以联系 Bunlom Taokaew 先

生，地址：北标府，T. Nongno, A. Muang ，84/2 Moo 7，18000。电话：089050 

1812。  

 

Bunlom Taokaew 的农业图表（顺时针）  

1.水稻（Jek Chuey 品种）  

2. 蔬菜，例如丝瓜，辣椒。  

3. 养青蛙的浮动篮子。  

4. 竹子。 

5.水果树的灌溉水渠。水果树包括：玛丽安李子、香蕉、潘石榴、穿插一些潘石榴和

茄子。  

6.培养平菇的建筑。  

7. 养青蛙的浮动篮子。  

8. 鸡舍。  

9. 增加的蓄水池。  

10. 准备种植植物的芒果园，它能提供种草药和香料的知识。   

11.多个用途的亭子。  

12. 住房。 

13.方形蓄水池 。  



14. 灌溉水渠或者羊肠水渠。  

15.蔬菜园，例如小白菜、羽衣甘蓝、牵牛花、泰国罗勒、甜罗勒。  

16.蓄水池 。  

17. 基于文中提到的模式的土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