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河北省“节水 · 惜水”宣传标语征集活动优秀作品

序号 类型 内 容 姓名

一等奖

1 标语 节水护水爱惜水，莫让“河”北变“可”（渴）北。 田闯

二等奖

1 标语 江河千万条，节水第一条。 郭秀普

2 顺口溜
家用水，水直流，不知淡水贵如油，一滴一滴被放走，

若想让它再回头，除非黄河水倒流！
卢佳美

3 三字经

节约用水宣传“三字经”
——2021 年 7 月 1 日《河北省节约用水条例》实施

水资源 节约用 有法规 来保证
总量控 要统筹 有计划 永续用
取水量 需核定 要许可 不能少
总量超 停审批 超采区 要削减
上项目 水优先 水定产 量水行
高耗水 有限制 三同时 必落实
取用水 须计量 有记录 科学管
自来水 价格调 阶梯价 要用上
漏损水 勤检查 早发现 及时修
水器具 应节水 不达标 要淘汰
喷滴灌 防渗漏 集雨补 保丰收

王秀华



地下水 限开采 雨污水 要分流
废污水 要回用 再生水 须利用
抓节水 看《条例》 强管理 有奖罚
列信用 有惩戒 重考核 必问责
浪费水 要举报 节约水 有奖励
爱护水 有你我 齐参与 好风尚

三等奖

1 标语 美丽河北我的家，节水要靠你我他。 罗凤

2 标语
我家节水我负责 他人护水我有责
社区爱水我尽责 全民惜水我担责

窦中冬

3 对联
节水惜水滴滴清水传承中华美德
治水爱水汩汩泉水铸就美丽中国

韩祥奎

4 诗歌

《节水惜水，“冀”刻行动》
水是生命大源泉，节水惜水记心间。
无视浪费最可耻，任水狂流莫旁观。
随手拧紧水龙头，以盆接水洗手脸。
一水多用要牢记，淘米洗菜再浇灌。
如厕省水窍门多，节水马桶是首选。
用水处处有学问，良好习惯最关键。
要问淡水多珍贵，白银千两金不换。
全民万众齐参与，打响节水保卫战。

一点一滴总关情，“冀”刻行动勿迟缓。
共画节水同心圆，文明河北我点赞！

李云峰



5 顺口溜

你拍一，我拍一，节水爱水要积极。
你拍二，我拍二，水是咱们好伙伴。
你拍三，我拍三，节水意识记心间。
你拍四，我拍四，点滴小事莫轻视。
你拍五，我拍五，节水用水靠自主。
你拍六，我拍六，合理用水要紧凑。
你拍七，我拍七，节水方法要牢记。
你拍八，我拍八，衣食住行全靠它。
你拍九，我拍九，万物生存水为首。
你拍十，我拍十，浪费用水最可耻。

王春来

优秀奖

1 标语
现在节水正当时
莫待滴水金贵迟

赵树茂

2 标语 节水“河”你同在，生活“北”加精彩。 王姣丽

3 标语 喝光半瓶水，发现你更美。 金丹丹

4 标语 节水条例“冀”在心间，共同呵护生命源泉。 李宸君

5 标语 全民节水惜水，共建生态河北。 颜春兰

6 标语 节约用水无看客，你我都是践行者。 陈德银

7 标语 常将有水思无水，莫到无水思有水。 秦珍

8 标语 节水护水常态化，生态河北美如画。 蒋立卫

9 标语 有水则“沃”，无水则“夭”！ 余学员

10 标语 水是幸福泉，缺水万事难。 张承印



11 标语 节水，水常有，惜水，水常流。 丘红霞

12 标语 节·尽所能，水·润河北。 商致勋

13 标语

《溪水》
（一语双关，也即“惜水”）

清清小溪潺潺流，鱼儿嬉戏当中游。
岸边苔藓幽幽境，唯有爱惜水源头。

苏卫校

14 标语

地球之水真是宝，万物生存离不了。
淡水资源已变少，人人节水要做到。
生活用水要节约，合理使用不浪费。
龙头开关要关好，不能让水白流跑。
洗衣用水莫乱倒，墩地冲厕也是好。
洗脸之后再洗袜，淘米水后再浇花。
洗涤瓜果蔬菜水，倒进农田肥庄稼。
刷碗洗澡水要小，时刻节水要记牢。
你来我来大家来，齐心协力乐开怀。
节约用水人人夸，美好家园靠大家。

李志伟

15 对联

水资源，最可贵，
劝君莫把水浪费。
人口增，水有限，
留碗淡水与后辈。

李庆春

16 顺口溜
你节水，我节水，后人才能喝上水；
你挥霍，他浪费，最后只能干流泪。

迁安市
中医医院急

诊科



17 顺口溜

《注意节约用水》
叫朋友，你别急 节约用水就说你
生活当中不注意 用水如同下大雨
清洗直接用水冲 哗哗啦啦不停息
这样用水很不好 浪费极大让人急
建议改变这习惯 每次清洗盆接底
盆里接水别太满 清洗方便是目的
如若一次洗不好 多洗几次应该滴
洗净之后关水管 轻轻拧紧别漏滴
千万可别不关水 任凭流水漫灌地
养成节水好习惯 与国与己都有利
国家供水不容易 千秋功业投入巨
千家万户都用水 供水过程几千里
在家喝上甜甜水 无数工人汗水滴
节约用水有好处 水表慢走人满意
别让小孩浪费水 从小养成好习气
每人节约一滴水 亿万滴水洪流聚
灌溉田野与森林 硕果累累大家喜
人人节水好习惯 国强民富大事计

赵树茂

18 诗歌

生态补水冀当先，
工程治水思路宽。
综合开发优配置，
取水制度重在严。
高效节水提排灌，
合理配水惜资源。
节打蓄引多举措，
永续利用万民欢。

温江水



19 诗歌

《节水小能手》
我们共住一个地球
我们共享江河海流

纯净的淡水，欢乐的生命
活泼的鱼儿多么自由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消耗不停不休

水源的污染，加重了担忧
保护的责任人人都有

我是节水小能手
节约用水真加油
水龙头，要关好
点点滴滴做到优
我是节水小能手
节约用水争排头
强意识，传理念
美好家园同守候

陈伟

20 诗歌

《节水 惜水 护水》
万物生存靠水源，节水惜水任务艰。
久旱禾苗盼甘露，滴滴如金似涌泉。
世界水日已呼吁，加强保护水资源。
兴修水利强国策，全民支持齐称赞。
山清水秀零污染，景色繁荣民如愿！

康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