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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林业的

功能在不断拓展、效用在不断延伸、内涵在不断丰富。林业发展面

临新的更高要求。２００９年６月党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

中央林业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新时期林业的 “四个地位”和

“四大使命”。会议明确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

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

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并明确要求实

现科学发展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发

展林业作为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

解决 “三农”问题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要途径。 “四个地位”和

“四大使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发展林业的殷切期望和战略意图，给

我们指明了方向。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十八大报告中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五位一体 （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

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建设为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党总揽

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及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的

一个新部署和新贡献。

中国林业界的老教授、老专家们，是发展中国现代林业不可忽

缺的宝贵财富、人才资源。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主办这

份 《通讯》，就是为老教授、老专家们搭建一个发挥作用的平台。老

教授、老专家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广开思路，畅所欲言，建言献

策。本刊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各位老教授、老专家不仅有宝贵的知识和经验，而且都有不同

凡响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这是长期积淀、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珍

贵人文资源。希望老教授、老专家以文字形式充分表达出来，留给



后人，以企对我国林业建设和生态建设作出贡献。

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本刊在内容和形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实现与时俱进，耳目一新。初步打算：除以建言献策为主外，增

设 “人生感悟”、“岁月留痕”、“和睦家庭”、“养生保健”、“信息

荟萃”等栏目，为老同志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服务。封面采用布纹

纸印刷，增刊加彩封或彩插。

２０１３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增长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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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化祖国到建设生态文明

黄　枢

自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同志发出 “绿化祖国”的号召以来，全国人民坚

持不懈地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使我国山河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人们对发展林业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也不断加深了认识。

一、毛泽东的林业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就曾生动地讲及发展林业的重

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发展林业更为关心，从多方面阐述

了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多年

以来，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林业思想的博、大、

精、深。

所谓博，就是说视野广博。在建国之初，当许多人还不认识林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时，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 “要发展林

业，林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业。”

所谓大，就是眼光远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毛泽东

针对我国山多林少，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以远大的眼光，提出了

“绿化祖国”和 “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宏伟目标。

所谓精，就是说论述精辟。在一些农村干部重农轻林的情况下，

毛主席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农林牧的关系，指出了

“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所谓深，就是深入调研，深刻论述。他曾深入山区农村调查，

分析了由于山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威胁农业生产；造林封

作者简介：原林业部党组成员、造林司司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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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可以防治水旱灾害，增加群众收益，然后提出了 “必须注意保

持水土，增加森林植被”。

二、绿化祖国的进程

１９５４年，共青团中央召开黄河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会上传达

了毛主席 “绿化祖国”的号召。这个伟大号召鼓舞了全国青年和人

民群众纷纷向荒山野岭和沙漠进军。

５０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党政的重视和领导下，认

真贯彻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使我国造林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林业发展道路，绿化了广漠的荒山荒地，使

全国人工林面积达到９亿余亩，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１／３，成为全

世界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

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８６％，增加到２０３６％，森林

蓄积量达到１３７亿 ｍ３。还增产了丰富的经济林产品，对发展山区农

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有５９２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４９６个

在山区。林木是山区农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近年来许多山区的林

业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６０％以上，成为就业增收的主要来源。

大力造林育林，也为改善生态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以来，

我国在广泛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的同时，还实施了 “三北”防护林、

农田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治理等重点工程，都已获得

重大成效。如 “三北”防护林地区累计造林６亿多亩，使森林覆盖

率由１９７７年的５０５％提高到１２４％，从而有效地减轻了风沙和水土

流失等灾害，并对改善当地小气候环境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就整体而言，至今我国仍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覆盖

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３，森林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数的１／４；而沙

化土地面积则占国土面积的１／５，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１／３。

这些林情，与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的需求，或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林

业的期待，都有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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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不断深化对林业作用

的认识：由主要保障木材等林产品供应向生态保障以及开发生物产

业、森林观光、保健食品等多元文化发展；由主要发挥防风固沙、

水土保持作用向森林固碳、物种保护、生态疗养等新领域延伸；由

主要着眼发展经济向改善人居、传承文化、提升形象等高层次推进。

林业在推动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越发凸显，已经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

战略所需，实现生态良好的民心所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势所趋。

２０１２年召开的中共 “十八大”，面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

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奋

斗，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力求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要求到那时，环境友好型社会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这就要求我们林业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更加奋发

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海南立法保护古树名木　砍伐一株最高处罚４０万元
从今年１１月１日起，砍伐海南省内的古树名木，将面临最高４０万元的罚款。这是海

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的 《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规

定》对古树的定义是，树龄在１００年以上的树木；名木为稀有、珍贵树木或者具有重要历
史、文化、科研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城镇规划区内树龄在８０年以上不满１００年的
树木，市、县、自治县政府应当作为古树后续资源加以保护。依照 《规定》，名木和树龄在

３００年以上的古树由海南省政府公布，实行一级保护。树龄在１００年以上不满３００年的古
树，由市、县、自治县政府公布，实行二级保护。

《规定》还列举了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包括砍伐、擅自移植、剥损树皮、动土伤根；

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５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铺设管线、架设电线等。对罚金的规定也非
常详细，比如，砍伐名木或者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２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砍伐二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剥损树皮、动土伤根损害
二级古树的，每株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死亡的，每株处１０万元以
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刻画钉钉、缠绕绳索铁丝、攀树折枝，使用树干作支撑物或者悬挂
物体的，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郭广荣摘自中国林业网）

３



我国森林资源监测工作的回顾与改进设想

周昌祥

党的 “十八大”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

样性”，并把 “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做好森林资源监测工作，

及时反映 “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是世

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焦点。２０１０年我国公布了第七次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成果，与５年前相比，我国森林覆

盖率由１８２１％提高到２０３６％；森林面积由１７５亿ｈｍ２增加到１９５

亿ｈｍ２；森林蓄积由１２４５亿ｍ３增加到１３７２亿 ｍ３；人工林保存面

积０６２亿ｈｍ２，列世界第一，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响。今年是第

八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最后一年，明年就能

看到新的成果。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有必要对我国森林监测工作

进行系统回顾分析并提出改进的途径，尽到老森林经理工作者的责任。

一、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森林调查工作，主要是学习苏

联小班目测调查，把小班 －林班 －分区 －林场 －林业局 －县 －省汇

总成全国森林资源数据，直到１９６５年才汇总完成 （１９５１—１９６３年）

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数据并予以发布。这种办法周期长、覆盖面不

全、数据精度不稳定，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寻找新的突破。

（一）新技术的引进试验和迅速推广

１９６３年北京林学院引进了以数理统计为理论基础的抽样调查技术，

作者简介：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原院长，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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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业部综合调查队１９６４年在湖南省汝城县大坪林场进行分层抽样

试验取得很好效果。１９６５年进一步在云南省华坪县和大兴安岭新林

林业局应用分层抽样调查技术，经大面积实测验证成功。林业部决

定大范围推广，１９６６年就完成了２００多万 ｈｍ２森林抽样调查任务。

森林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林业调查规划系统取得共识。

（二）“四五”清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１９７３年农林部要求在 “四五”期间内准确迅速查清我国森林资

源，为制定林业方针政策和各种计划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并决定分

别在大兴安岭的吉文林业局 （即北方试点）和湖南会同县 （即南方

试点）探寻以局县为调查单位的准确快速方法，试验多种抽样技术

并获得成功。通过这次试点找到了可行方法，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全国开

展了以县局为单位森林资源清查。调查结果，除台湾省外全国的森

林面积是 １２２亿 ｈｍ２，森林蓄积量是 ８７亿 ｍ３，森林覆盖率是

１２７％。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规定的时间内，基本采用了统一的调查

方法完成的全国性森林资源清查。

（三）第二次清查———初步建立了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框

架

为了找到能定期向国家提供准确的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数据，

掌握森林资源消长变化趋势的有效途径，１９７７年农林部决定在江西

省举办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试点。试点取得成功，为建立省 （区、

市）级，以固定样地复查为特征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打下

牢固基础。到１９８１年底在２６个省区市 （西藏、上海、天津、台湾

除外）全部建成。第二次清查即 “五五”清查，全国共设置１３７万

个固定样地和２３万个临时样地，建立了 “五五”清查数据库。至

此，中国的森林资源清查技术，从过去的静态清查，发展到５年周

期动态监测的新阶段。

（四）“第三次清查”———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一次复查

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到１９８８年历时５年，完成除西藏、台湾外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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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一次复查，１９８９年林业部公布了当时我国最

新森林数据成果。这次清查全国共设２５５万个样地，其中复查样地

１４万个，新设样地１１１万个。

（五）第四次清查———建立全国森林资源监测体系

林业部于１９８９年２月发文，要求在全国建立森林资源监测体系，

以便及时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和消长动态，预测森林资源的发展趋势。

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完成外业调查、成果统计表、资源分析报告、

数据库相关数据、质量检查验收报告、各类图件等，并报林业部进

行汇总，每５年发布一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使森林资源

监测工作更加规范。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完成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二

次复查，并建立了西藏自治区连清体系。不少省区进一步完善布点方

案并采用遥感资料，丰富清查成果。全国共调查地面样地２２７２万

个，判读卫片和航片成数样地１０６３万个。

（六）每五年复查一轮的全国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建成正常运行

在国家林业主管部门统一部署下，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开展第五次清

查，各省市区相继进行森林资源连续复查工作，共完成１８万个地面

样地复查和卫片及航片判读样地９万多个；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第六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首次将荒漠化、沙化和湿地调查内容纳入

到清查体系中，在技术手段上将遥感 （ＲＳ）、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和手持掌上电脑数据采集技术应用于森林资源

连续清查中，布设的固定样地数量达到４１５万个，遥感样地数量达

到２８４４４万个，实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除台湾省、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面固定样地布设全覆盖；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又开展第七次清查，全国共实测固定样地４２７万个，判读遥

感样地２８４４４万个，获取清查数据１６亿组，数据涉及森林资源数

量、质量、结构、分布现状和动态，以及森林生态状况和功能效益等

方面。依据第七次清查结果和森林生态定位监测结果评估，全国森林

植被总碳储量７８１１亿ｔ，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量超过１０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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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大林业调查人员的努力，中国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成果如表１。
表１　中国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成果

清查间隔期
活立木蓄积

（万ｍ３）

森林面积

（万ｈｍ２）

森林蓄积

（万ｍ３）

森林覆盖率

（％）

第一次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 ９５３２２７００ １２１８６００ ８６５５７９００ １２７

第二次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 １０２６０５９８８ １１５２７７４ ９０２７９５３３ １２０

第三次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 １０５７２４９８６ １２４６５２８ ９１４１０７６４ １２９８

第四次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 １１７８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７０３５ １０１３７００００ １３９２

第五次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 １２４８７８６３９ １５８９４０９ １１２６６５９１４ １６５５

第六次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 １３６１８１０００ １７４９０９２ １２４５５８４５８ １８２１

第七次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１４９１２６８１９ １９５４５２２ １３７２０８０３６ ２０３６

二、今后改进设想

我国政府每５年公布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数据，在国际上算是更

新数据比较规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指标》中森林增长要求森林覆

盖率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３６％增长到２０１５年２１６６％，同期森林蓄积从１３７

亿ｍ３增长到１４３亿ｍ３。 《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设定到２０２０年，林地保有量增加到３１２亿 ｈｍ２ （４６８亿亩），

占国土面积比重提高到 ３２５％以上。森林保有量达到 ２２３亿 ｈｍ２

（３３４５亿亩），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０００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

以上。并做为政府考核指标。为此，国家林业局要求每年都能发布

森林资源数据。由于现行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技术体系难以完成年度

出数的要求，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找出有效的途径。在系统研究现有

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体系的不足与改进

思路进行了探讨，提出初步改进设想供大家讨论和决策者参考。

（一）现行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技术体系存在的问题

１、自１９８９年起开始试用遥感判读样地来估计各地类面积，到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全国已达２８４４４万个，由于卫片判读性能及与地面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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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配准等障碍未能用于估计各地类面积，仅为绘制森林分布示意图

所用，遥感数据未能提高抽样效率，这是当前必须突破的瓶颈。可

喜的是通过近２年努力，我国用卫片判读与二类调查资料编制完成

“全国林地 （遥感）一张图”，为提高遥感效率和每年出数打下很好

基础。

２、按简单系统抽样布置样地，用一套样本分别估计面积和蓄积

两个变量，由于样本设计的缺陷，无法采用当年试验成功的诸如分

层、成团、两阶，以及部分重复等有效抽样技术，而限制了抽样方

法的优化。目前全国布置４２７０９万个固定样地，可以通过优化抽样

设计、减少样地数量节约经费支出。

３、采用全部固定样地并经过多次复查，可能出现部分样地因人

为特殊对待造成估计倚偏。

４、森林面积数据，一类清查是用样地成数抽样获得，二类调查

是小班勾绘面积累加，出现差异无法协调修正。

（二）现有清查技术体系需要研究改进的要点

１、改变简单系统抽样样本设计

目前正在实施的用一套系统抽样样本估计面积和蓄积两个变量，

其中估计面积是用成数抽样，是０，１变量遵从概率二项分布规律。

估计蓄积是用平均数抽样，是连续变量遵从概率正态分布规律。要

优化抽样设计，必须改为用两套样本来分别估计面积和蓄积，两者

都是连续变量遵从概率正态分布规律。为此，建议用卫片网格样区

来估计各层 （类型）面积平均值，用地面样地来估计各层 （类型）

蓄积平均值。

２、采用卫片网格样区估计各层 （类型）面积

按系统抽样方式，在 “全国林地 （遥感）一张图”基础上，抽

取一定数量的卫片网格样区组成样本，在卫片网格样区内进行实地

判读调绘，正确区划分层小班并计算面积，用卫片网格样区样本估

计各层面积平均值Ａｊ，并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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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层面积平均值 Ａｊ＝
∑Ａｊｉ
Ｎ 　 （Ａｊｉ为 ｉ样区 ｊ层面积，Ｎ为样区

数）。

各层总面积 Ａｊ＝ＡｊＫ　 （Ｋ为扩大系数，总体面积／样区总面

积）。

１）关于卫片网格样区面积的确定　卫片网格样区面积大小的确

定，应考虑调查员当天能在现地正确判读调绘小班工作量。虽然联

合国粮农组织进行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时采取的样区面积为１０ｋｍ×１０

ｋｍ，面积太大不利于野外判读勾绘。我们曾在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清

查时采用近１ｋｍ２圆形样区，效果也很好。为了便于和现行按公里网

布点实际情况相契合，又根据已有森林经理调查实践，熟练的调查

员每天可以完成 ４００ｈｍ２小班调查，并能保证作业质量，建议以

２ｋｍ×２ｋｍ网格作为一个卫片网格样区比较合适。

２）关于卫片网格样区样本大小的确定　卫片网格样区的数量即

样本大小，可按样区各层面积的变动系数及精度要求用 ｎ＝ｔ２ｃ２／Ｅ２

计算。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在中国境内设

９９１块样区也取得较好效果。估计每个省 （市区）设１０００～１４００块

网格样区即可满足要求。

３）关于网格样区野外判读调绘工作要求　应采用１∶１００００比例

尺经校正并带有公里网格标注的最新卫片，参照样区２ｋｍ×２ｋｍ范

围内 “全国林地 （遥感）一张图”小班图，按二类调查规定勾绘小

班，记载地类、林种、优势树种、龄级 （年龄）、郁闭度等，以及变

化情况和原因。要确保小班界线勾绘正确，为分层抽样奠定可靠基础。

３、用分层抽样方法估计森林蓄积

１）地面样地数量的确定　经初步分析，第七次森林资源连续清

查全国共布设４２７０９万个固定样地，其中落入森林面积 （有林地 ＋

特别规定灌木林地）８６９５６万个，占２０３６％；落入林分的固定样

地６９３８８万个，仅占１６２５％。如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剔除层间方差

９



缩小层内方差，就能减少样地数量。根据１９７３年试验数据分析，北

方试点用航空相片分层，其抽样效率为系统抽样的１４２倍；南方试

点用地形图分层，其抽样效率为系统抽样的１４倍。由此看来减少

２０％～４０％测树样地是可能的，全国测树样地可望由现行系统抽样

的６９３８８万块，减少到分层抽样的４２～５６万块。

２）用分层成团方式设置样地　为提高野外调查工作效率，在分

层的前提下可考虑成团布设样地，样地布设要遵守层间独立，层内

随机的原则，我们在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清查时曾采用这种方法，即

一团５块样地，各样地相距３００ｍ，按所在小班的层归类，经检验各

样地间相关性不紧密，相关系数大都在０３以下，若增大样地间距

离相关系数会进一步降低。为此，设想在２ｋｍ×２ｋｍ卫片网格样区

内设置５块样地，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卫片网格样区内样地设置

网格中心样地与现行系统在公里网交点重合，仍沿用现有固定

样地，在４个象限中央各设一块临时样地，临时样地间距为１ｋｍ。

临时样地的形状、大小及测树方法有待讨论确定。

３）成团样地野外调查　①携１∶１００００比例尺卫片，卫片网格样

区在现地判读调绘小班后，只对落在有林地和疏林地小班的临时样

地进行每木检尺。②对网格中心的固定样地仍按一类调查规定进行

测定，并利用历次调查数据分析林木生长枯损变化。

（三）用部分重复联合估计技术探索每年出数途径

１、国际上主要国家森林资源清查概况与借鉴

目前全国性森林资源清查，主要是在发达国家里进行，如美国、

芬兰、瑞典、德国、日本、瑞士等。其中芬兰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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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历史悠久，于１９１２年进行方法试验，１９２１年开始第１次全国森林

资源清查，至今约为１０次，清查以省为总体，全国７～８年一轮并提

出全国森林资源报告。瑞典１９２３年开始至今进行８～９次清查，每年

在全国范围中抽取１／９～１／１０样地进行调查，提供全国性森林资源

数据，数据精度逐年提高。

美国国家森林资源清查与我国相近，有些经验值得借鉴。美国

森林资源清查始于１９３１年，１９７７年建立国家森林资源清查与分析

（ＦＩＡ）统计系统。全国的森林资源清查工作由美国林务局直属６个

（现合并为５个）区域实验站负责，以州为总体进行抽样调查，清查

周期东部约为７年，西部为１０年，每年约完成６～１３州清查。已分

别于１９５３，１９６３，１９７０，１９７７，１９８７，１９９２，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公布过８

次全国的森林资源数据。清查主导方法是航空相片分层双重抽样，

全国大约有６５０万个遥感样地和４１万个地面样地，地面样地中１３万

个为有林地，近２８万个为非有林地。１９９８年美国决定将森林清查与

分析 （ＦＩＡ）和森林健康监测 （ＦＨＭ）合并为森林清查与监测

（ＦＩＭ）。并把按州依次间隔５～１０年调查一次，改为每年调查东部各

州１５％样地和西部州１０％样地，力争做到每年出数，并研究设计了

航空相片和卫星图像样地，与地面调查样地相结合的三阶抽样方法，

计划经过５年试验调整后，于２００３年正式实施。但至今尚未见到正

式成果，可见每年出数对美国也是难题。

２、用样本部分重复联合估计技术

德国人Ｆ·洛茨所著 《森林资源清查》中，在连续抽样章节中

介绍一种固定样地与临时样地结合的联合估计方法很值得参考，简

介如下：

进行连续清查时，设前期为Ａ，后期为Ｂ。Ａ期设若干固定样地

ｎＡｐ和临时样地ｎＡｔ，Ｂ期对固定样地ｎＡｐ进行复查又布设若干临时样地

ｎＢｔ。Ａ期用样本估计出Ｘｐ和Ｘｔ，Ｂ期用样本估计出Ｙｐ和Ｙｔ，因为两

期固定样地是对同块样地进行复查可以建立回归关系。用４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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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估计Ｂ期平均值Ｙ。

Ｙｂ＝ａ（Ｘｔ－Ｘｐ） ＋ｃＹｐ＋（１－ｃ）Ｙｔ。

式中：ａ＝ｒ
Ｓｙ
Ｓｘ

ｎｐｎＡｔ
（ｎＡｎＢ－ｎＡｔｎＢｔｒ

２）
；ｃ＝

ｎｐｎＡ
（ｎＡｎＢ－ｎＡｔｎＢｔｒ

２）
。

（ｎＡｎＢ分别为Ａ期Ｂ期样地总数，ｒ
２为相关系数平方）。

ｙｂ的标准误可由下式求得：

Ｓ２ｙｂ＝ａ
２ｓ２ｘ
１
ｎＡｔ
＋１ｎ[ ]

ｐ
＋Ｓ２ｙ

Ｃ２

ｎｐ
＋（１－ｃ）

２

ｎ[ ]
Ｂｔ

－
２ａｃｒＳｘＳｙ
ｎｐ

。

３、复查固定样地数量的确定

固定样地数量是部分重复连续清查方案的关键，设固定样地数量

为ｍ，临时样地为ｎ，初查时总样地Ｎ１＝ｎ１＋ｍ，复查时Ｎ２＝ｎ２＋ｍ。

设固定样地数占总样地数比例为 Ｐ＝ｍ／Ｎ，按复查时误差估计公式，

算出复查时联合估计与独立抽样效率比见表２。

表２　联合估计与独立抽样效率比

Ｐ＝ｍ／Ｎ
相关系数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８５ ０９ ０９５ ０９９

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２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７

０４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０６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０８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表２显示在相关紧密条件下，固定样地占２０％左右最佳。

４、用部分重复抽样联合估计方法提供每年出数的设想

目前我国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在全国３１省 （区市）４４个

抽样调查总体的调查面积９５７６６６２万 ｋｍ２中，共布设了２６８７６９１

万个遥感样地和４２７０９万个固定样地。如采用卫片网格样区分层抽

样调查法，经初步计算全国仅设４２万个网格样区 （其中包含２１万

个地面样地），用网格样区卫片实地判读调绘来估计各层 （类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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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用地面样地估计各层 （类型）蓄积。每年调查１万个网格样区

（含５万个地面样地），参照美国经验 （相关系数为０６７～０９３）设

定２０％为重复样区。次年仍调查１万个网格样区及５万个地面样地，

其中０２万个网格样区及１万个地面样地是重复上年调查的样区和样

地，并籍此建立回归关系。如此往复进行，每年都用重复样区 （样

地）的两期数据来回归修正，可以提出每年新数据。由于减少大量

现行体系中固定样地，有可能在不增加经费的前提下，由５年出数

向每年出数转变。为此，首先要做好整体设计，即在各省市区现有

固定样地的基础上，确定卫片样区的布设，并决定５年周期内每年

调查的样区和２０％重复样区，都应按系统抽样原则均匀布设。这样

平均每年各省区市大约调查３００～４００块网格样区和１５００～１６００个

地面样地 （其中测树样地约占 ２０％ ～３０％，非测树样地不调查），

基本可以提出森林资源数据，开始两年样地不多，可能精度不高，

在５年调查周期内随着调查年份推进，数据精度逐年提高，在下个５

年调查周期中继续沿用以前数据，可望做到每年提供全国及各省森

林资源数据。这种利用前期样地回归值和后期样地实测值联合估计

后期真值，在５年调查周期中有４次回归改正，为此要考虑４次协方

差带来的前期数据权重的衰减，可能要将各年回归值的标准误和协

方差化成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后期真值的估计值计算。具体误

差传播计算尚需请教数理统计学者。

（四）讨论与建议

１、两套体系的分析比较

本文是从分析现行技术体系设计缺陷入手，在 “林地遥感一张

图”基础上，综合已知的抽样技术进行初步组合，寻找每年出数的

技术途径。现将二者比较如表３。

２、清查技术与 “林地遥感一张图”完全衔接

２０１２年全国林地林权管理工作会议上。赵树丛局长强调，要牢

牢树立科学监管意识，加快建设林地 “一张图”，构建以全国林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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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国森林清查现有技术体系与拟改进技术体系比较

项目 全国森林清查现有技术体系 全国森林清查拟改进技术体系

技术路线 用一套样本分别估计面积和蓄积 用二套样本分别估计面积和蓄积

抽样总体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

抽样设计 简单系统抽样 分层部分重复抽样

样点布设 系统布设在公里网交点 系统布设在公里网交点

面积估计样本
全国４２７万固定样地 （平均每

省１３万）

在 “林地遥感一张图”基础上，全

国４２万块卫片网格样区 （平均每

省１３５６块）

蓄积估计样本 全国４２７万固定样地
全国２１万样地 （含４２万固定样地
和１６８万临时样地）

遥感技术应用
全国２８４４４万遥感样地，仅用
于绘制森林分布示意图

全国 ４２万个卫片网格样区，用于
分层并估计面积

实施方式 每年清查１／５省区市，５年一轮回 每年清查１／５样地另加２０％重复样地

正式报告 ５年周期出正式全国森林资源报告 ５年周期出正式全国森林资源报告

森林分布示意图 可以 采用 “林地遥感一张图”编绘

全国每年出数 可以 可以

各省每年出数 不可以 可以

与二类调查衔

接度
困难 可衔接

实现程度 现行 需试验修订逐步完善

布 “一张图”、调查监测 “一盘棋”、森林资源 “一套数”为基础的

一体化监测体系。改进的方案是在 “林地遥感一张图”基础上用卫

片网格样区进行连续清查，各省每年要调查３００～４００块网格样区，

用卫片网格样区估计有林地 （分别林分和经济林）、疏林地、新造未

成林地、灌木林地、宜林地及非林地的面积。利用这些样区资料与

“林地一张图”对应网格进行回归计算，可以算得精度尚好的全省林

地数据，用以核验各省林地变化的上报数据，可以促进各省及时更

新 “林地一张图”数据和提升林地管理工作水平，这对加强全国林

地监管将有很好作用。必要时可以加密卫片网格样区还能延伸至对

市级和县级的林地监管工作。另外，加上必要的样地蓄积资料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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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出总体森林蓄积。这样就可望使森林连续清查与 “林地遥感一

张图”完全衔接，逐步达到每年出数的目标。

３、按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行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统计数学新成果，一定能

创新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技术体系。建议参照美国 ＦＩＡ项目组，成立

专门小组立项开展研究实验工作。由于林地面积变化调查中遥感技

术越来越重要，我国有关技术发展很快，建议对卫星图像、雷达图

像、航片及小型无人飞机采样视频的应用要予以关注。

４、由于一类清查技术体系变化和林地管理技术的提高，将会影

响二类调查技术发展，目前我国二类调查重视面积蓄积调查，轻视

森林经营条件和效果调查，勾绘小班也很粗糙，往往造成森林面积

夸大现象。在 “林地一张图”建设和森林挡案管理步入正规后，要

将二类调查重点由面积蓄积调查转向森林经营要素调查，与编制森

林经营方案工作相衔接。为此要开展调研工作，为修订二类调查规

程、森林档案更新规定及 “一张图”更新规定做准备。在森林经理

学科范围内为我国森林经营工作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精准可持续经营

转移作出贡献。

总之，上述拟改进技术体系仅是初步设想，未经实践检验，能

否如愿不得而知，必须进行讨论试验并及时修正才能成型。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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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团状栽培模式为发展杨树兴利除弊

郑世锴

［摘要］　杨树团状栽培模式是根据我国杨树主要产区———平原农区

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提出的一种创新的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它尽

量缩小杨树的占地面积，由１００％缩减到 ５％～１０％，减少杨树与农

作物的接触和相互竞争，以农为主，使杨树对农作物的副作用降到

最低，保证农作物高产。另一方面，杨树团具备了农田一样好的立

地条件，能够长期分享农业对水、肥和土壤耕作的投入，杨树的优

质、高产也能得到保证。有助于解决立地不合格、粗放经营和密度

过大等长期困扰杨树发展的问题。与传统的行状造林方式比较，团

状杨树栽培利多弊少，对农业影响小，农林长期和谐，达到双赢。

在我国平原农区土地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在国家木材供不应求的情

况下，杨树团状栽培模式有重要实用价值。

［关键词］　杨树　团状栽培模式　用材林集约栽培　农林间作　平

原绿化

一、我国杨树栽培中有那些主要弊病？

根据我国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统计，杨树林

分面积居世界第一，为６２８４万ｈｍ２ （９４２６万亩）。中国的杨树面积

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杨树面积的总和。中国杨树面积占总森林面积的

４８６％，占全国人工林总面积的１８７５％。但是我国多数杨树人工

林的年平均材积生长量在每亩０５～１０ｍ３之间，与国际平均水平

１３３～２０ｍ３，差距很大。

我国杨树面积居世界首位，但是杨树中、低产林占多数，杨木

产量低，质量不够高。如能推广良种良法，将习惯的粗放栽培转变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林学会杨树专业委员会原秘

书长及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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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约栽培，平原农区的杨树生产力便能大幅度提高。可能在十多

年内，增产大量木材，为我国的木材供应做出更大贡献。在我国木

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用科学的方法栽培杨树，增加木材

自给率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杨树可以更充分发挥其碳汇潜力，

改善生态环境。我国杨树数量多，生产力偏低，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杨树林地质量偏低

平原农区人多地少，许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仅有１亩左右，土

地珍贵，经常不容易找到立地质量合格的土地栽杨树。利用不适于

农作物的、有重要缺陷的土地来种杨树，土层厚度不够、土壤质地

差、肥力低，不能满足杨树的需要，因而形成大面积杨树低产林。

（二）杨树造林密度过大

杨树造林密度大是普谝存在的问题，例如，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的

情况有代表性。据刘振廷高工调查，全县杨树面积约有６万亩左右。

其中每亩５０～７０株，生产中、小径材的林分 （株行距约为 ３ｍ×

４ｍ，３ｍ×３ｍ）占３０％左右；每亩８０～１４０株，生产小径材的林分

（株行距约为２ｍ×４ｍ，２ｍ×２３７ｍ）占５５％；每亩１５０株以上，

生产小径材的密度 （株行距约为２ｍ×２２ｍ）占１５％。甚至还有每

亩栽植２００多株的林分，栽后３年就变成了小老树。培育杨树大径材

的林分，一般每亩只能种１９～２２株，这样的林分全县几乎找不到。

由此可见，全县生产的杨木主要是价格较低的中、小径材。

杨树必须有较大的营养面积和空间才能高产，在当地，杨树生

长早期就未予满足。魏县农民一般５—６年就得采伐密植的杨树，收

获的基本上都是价格低的小径材。例如，６年生中林４６杨栽植规格

２ｍ×３ｍ，亩植１１０株，林木蓄积量只有２３ｍ３，均为小径材，平

均每亩年生长量 ０３８３３ｍ３，价值１１５元 （小径材现价３００元／ｍ３）。

杨树速生丰产林每亩年生长量１ｍ３是一般水平，相比之下，当地与

之相差１６倍，价值相差７３５元 （大径材现价８５０元／ｍ３）。农民每

亩每年少收入７３５元，全县几万亩密植杨树的长期累计损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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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密度过大和粗放栽培，使得杨树优良品种的速生特性和

高产潜力不能发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土地浪费。

（三）杨树人工林质量差

意大利杨树专家 ＧＡｒｒｕ１９８７年来华讲学时介绍，意大利的杨

树面积为１３万ｈｍ２ （１９５万亩），占意大利林地面积２％，但是杨树

的木材产量占全国木材总产量的４５％。杨树一般种在土壤好的地方，

采取集约栽培措施，每年每公顷的平均生长量为２０ｍ３ （１３３ｍ３／

亩）。如果采用特别好的条件，每年每公顷的平均生长量可提高到

３０ｍ３ （２０ｍ３／亩）。在意大利，集约栽培使杨树木材产量比一般森

林提高１０～１５倍。意大利以２％的林地面积生产４５％林地面积的木

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实例对我们很有启示。我国大面

积中、低产杨树林中，最大的问题是过密，“林地超载”，杨树缺水、

缺肥、缺光照，速生所需要的条件不能充分满足，生长衰退。由于

杨树密度大，林分郁闭早，农林间作 ２～３年便结束了，杨树多数时

间享受不了土地耕作和农作物水肥管理带来的优惠待遇，而林业本

身常无力投入。这些都是长期困扰着我国杨树产业的弊病。

长期以来，在我国平原农区营造杨树人工林的传统做法就是营

造杨树片林，对于杨树占地和对农作物 “胁地”的副作用，关心不

够，因而种植杨树时常招致农业和农民的抵制，杨树没成材就提前

砍伐，很多地方不种杨树。

上世纪８０年代，作者在山东临沂地区进行国家科委下达的杨树

丰产栽培中间试验项目，提出杨树团状造林的设想，改革以林为主

的传统观念。上世纪９０年代，在山东省莒县和沂水县、湖北省嘉鱼

县和仙桃县、辽宁省新民市以及河北省魏县，结合世界银行贷款造

林项目，营造了一些团状配置的杨树试验林。其中，河北省魏县林

业局刘振廷高工２０多年来一直坚持杨树团状栽培的试验和示范工

作，发展和完善了杨树团状栽培模式，提出了新观念和新措施。实

践表明，杨树团状栽培模式是克服 “杨树过密”和 “粗放经营”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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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良方，可以为发展杨树兴利除弊［２］。

二、为什么要推广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当前，平原农区大面积的杨树片林，由于密度大，间作的粮食

作物２～３年后就被挤走了，林农竞争激烈，杨、粮不能和谐共处，
不能取长补短，获得双赢。平原农区是国家粮食主要生产基地，人

多地少，粮食应该是主角，杨树是配角。作为配角的杨树，占地应

减到最少，对粮食作物 “胁地”的副作用应该降到最低，这就是杨

树团状栽培模式的基本原则。

具体做法是将传统的杨树片林收缩成树团：每亩只种１～２团杨
树，每团有３～６株；每亩土地只保持 ６～８株杨树；杨树只占用
５％～１０％的土地。３亩这样的杨树团，有杨树１８或２４株，可以折合
１亩培育大径材杨树片林 （株行距约为６ｍ×６ｍ，每亩１８５株；株
行距约为４ｍ×８ｍ，每亩２０８株）。

团状栽培模式大幅度压缩杨树面积。从局部看，单位面积上杨树

少了，但就全局而言，团状杨树可以被更多的农民接受，得到更大

规模、更健康的发展。

在我国土地资源紧缺的平原农区，调整好杨树和粮食作物的关系，

具有战略意义。杨树团状栽培模式就是从长远和全局考虑，协调杨、

农关系，使其各得其所，林茂粮丰。期望它能为杨树发展兴利除弊。

三、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杨树团状栽培模式致力于实现以下６项变革，从根本上解决杨
树粗放经营、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低下的难题。 （１）调整农林关系，
农为主，林为辅，杨树由主变辅，形成比较和谐的农林关系。

（２）杨树占地由多变少，占地面积由１００％缩减到 ５％～１０％。杨树
面积的局部退缩，可以换取杨树全局性的优质发展，以退为进。（３）
杨树密度由密变稀，由每亩几十株，甚至１００多株，改为每亩 ６～８
株。满足杨树对光和空间的需要。团状杨树如林缘树木，边缘空间

大，有边缘优势，适合培育大径材。 （４）农林复合经营 （农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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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由短变长，将传统的２～４年短期杨粮间作，延长为全轮伐
期杨粮间作，保证杨树长期享受水、肥供应和农田耕作。（５）杨树品
种由宽冠型改为窄冠型，减少遮荫，降低农作物的减产。（６）深栽杨
树及修筑树盘，降低杨树根系分布，缓和杨树与农作物的根系竞争。

杨树团状栽培模式分为３类：（１）杨农复合经营的杨树团状栽
培模式；（２）片林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３）农田防护林的杨树团
状栽培模式。其中，第１类杨农复合经营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在
平原农区的适用面最广，发展潜力最大，应该作为重点。

（一）杨农复合经营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１、树团的设计

团状杨树有边行优势，有利于培育大径材，培育目标定为大径

胶合板材。在确定树团内杨树的株行距时，既要节约土地和方便农

表１　杨农复合经营中杨树的团状栽培模式

团状栽

培模式

树团间距

（ｍ×ｍ×ｍ）
每亩团

数 （个）

每团株

数 （株）

每亩株

数 （株）

树盘总

面积 （ｍ２）
占农

田％
特点

线段型

三株团

（３×１）
×１５×２２

２ ３ ６ ３２ ４８
一短行内３株，占
地较少，农机作业

方便。

三角形

三株团

（３×３）
×１５×２２

２ ３ ６ ３５ ５２
杨树受光最好，适

合林场和农业承包

大户培育大径材。

品字形

四株团

（４×２）
×１５×２２

２ ４ ８ ６４ ９６
每亩株数最多，杨

树交错排列，受光

较好。

正方形

四株团

（３×３）
×１５×２２

２ ４ ８ ５０ ７５ 每亩株数最多。

品字形

六株团

（４×２）
×２０×３３

１ ６ ６ ４８ ７２

团数最少，交错排

列，受光较好。树

团间 距 大，农 耕

方便。

长方形

六株团

（３×３）
×２０×３３

１ ６ ６ ４０ ６
团数最少，树团间

距大，农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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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作业，又要保证杨树大径材高产所需要的空间。树团有线段形、

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形状，各有特点，可以根据情况在表１中

选用适宜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树盘面积按距树１ｍ的边界计算。

图１　品字形６株团

图２　长方形６株团

农户承包地块宽窄多变，树团的横向和纵向的间距可以随地界

调节，不必机械地统一。为了使相邻的两个农户分享利益，树团必

须跨地界栽植，每一侧每个农户拥有２株或３株树。在这种情况下，

只宜采用四株团或六株团，不宜采用三、六株团。

为了尽量方便农机作业，树团内杨树的行距为２ｍ或３ｍ，株距

为３ｍ或４ｍ。树团内两行杨树，可以并列，也可以品字形排列，后

者杨树受光较好。

２、选用窄冠型杨树品种及壮苗

为了减轻树冠遮荫 “胁地”，采用窄冠型杨树品种：１０７杨，丹红

杨，葡萄牙杨，窄冠黑杨１号、２号、１１号，窄冠白杨１号、３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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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１ｍ高、直径２５～３０ｃｍ的壮苗造林，最好是２年根１年干的。

３、深栽及修造树盘

这项技术是刘振廷高工提出的。杨树植树穴的规格：０８ｍ ×

０８ｍ ×０８ｍ或１ｍ ×１ｍ ×１ｍ。深栽杨树，使其根颈低于地平

面３０ｃｍ，栽植穴上部３０ｃｍ不回填土。栽植穴之间挖沟联通，以便

灌溉。这样的深栽使杨树根系分布区降低了３０ｃｍ，减轻杨树根系与

农作物的竞争，减少农作物的减产。

在杨树植树穴四周，距树１ｍ处确定树盘边界，树盘形状可为

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栽植穴上部３０ｃｍ不回填入穴的土，堆

在树盘边界上。植树后１～２年内完成树盘修造，将树盘内树穴四周

表层２０ｃｍ的土层挖出，放在树盘边界上，筑埂。这样一来杨树的

灌水量大增，保证渗水深度达土层６０ｃｍ以下，解决以往浅沟灌水，

渗水浅，杨树的供水量不足的问题［２］。

４、水肥管理及松土除草

杨树的灌溉结合农作物的灌溉进行，一般小麦要浇水３次，接

着种玉米要浇水２次。修筑树盘增加了杨树的灌水量，加上每年５

次灌溉，杨树的喜水要求，可以充分满足。

造林时每株施农家肥１０ｋｇ或饼肥２５ｋｇ，以及磷酸二铵０５ｋｇ

作基肥。第１年不追肥。第２年，每株施尿素０３ｋｇ。第３年，每株

施尿素０４ｋｇ。第４年，每株施尿素０５ｋｇ。第４年后以后，每隔一

年追肥一次，每株施尿素０５ｋｇ。

树盘的松土除草结合农作物的松土除草进行，每年 ３～４次。

５、修枝

为了培育主干通直和无节的大径材，必须重视及时修枝。第１

年后修去与中央领导枝竞争的顶部侧枝。２～３年，修去主干上的粗

大枝，解放弱枝。４～５年修净主干下部的侧枝，直到树高１／２处。

６～７年沿主干修枝到８ｍ高。通过修枝提升主干高度，减轻树团对

农作物的遮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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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农复合经营下杨树团状栽培模式的经济效益

１、粮食作物产值

按河北省上中等农田估算亩产，两季粮食每年亩产值为２１００元。

小麦亩产５００ｋｇ＋玉米亩产５００ｋｇ＝１０００ｋｇ，每ｋｇ粮食平均单价２１

元，两季粮食每年亩产值＝２１元×１０００＝２１００元。粮食作物平均每

平方米土地的年产值为３１５元 （２１００元÷６６７ｍ２＝３１５元）。

２、杨树团产值

由于与农作物长期共存，全轮伐期杨树都能享受农田优越的水

肥和光照条件，杨树团能实现优质高产。以品字形配置的六株团为

例，根据以往的栽培经验，可做１２年主伐产出预测：树高２６ｍ，胸

径３６ｃｍ，单株蓄积０８３０１ｍ３；每亩一个树团的蓄积量为４９８ｍ３，

年均蓄积生长量为０４１５ｍ３／亩。按照杨树优质大径材９００元／ｍ３计

算，每亩一团６株杨树，１２年时的总价值为４４８２元，平均每年可以

为农民增加３７３５元收入。平均每株杨树每年增加约６２２５元收入。

一棵杨树每年能给农民增加５０～６０元收入，可以算是摇钱树了，在

对农业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应是不错的效益。

３、杨树团和粮食作物的产值比较

杨树六株团的亩产值为４４８２元，平均每年亩产值３７３５元。品

字形配置的六株团树盘面积为 ４８ｍ２，平均每平方米土地的杨树年产

值为７７８元。根据以上计算，粮食作物平均每平方米土地的年产值

为３１５元。相比之下，杨树平均每平方米土地的年产值比粮食作物

平均每平方米土地的年产值多１４７倍。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比杨树

大很多，因此杨树的比较经济效益更高一些。

４、杨树团的土地的生产效率

传统的杨树人工林每亩杨树的株数，随培养目标而变动，如培

育小径材每亩可种 １１１株 （２ｍ×３ｍ）、培育中径材每亩可种 ５５株

（３ｍ×４ｍ）、培育大径材每亩可种 ２０８株 （４ｍ×８ｍ）。杨树团状

栽培模式，每亩杨树减少到 ６株，每亩土地上的杨树压缩为 １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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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大幅度减少了杨树株数和占地面积。

每亩１个六株团，是作者推荐的杨树占地较少、树团间距最大

的配置方案，树团的面积为：４８ｍ２或５０ｍ２ （５ｍ×１０ｍ），占农田

总面积的７２％ 或７５％，树团间距 ２０ｍ×３３ｍ。平均每株杨树占地

８ｍ２或 ８３ｍ２。８ｍ２是杨树生产小径材的营养面积，一般生产大径

材每株至少需要３０ｍ２以上营养面积。杨树树团以小径材的营养面积

生产大径材，完全是由于发挥了边行优势。由此可见，杨树树团可以

利用小径材的营养面积生产大径材，节省了约 ７３％ 的土地，提高了

土地生产效率。

（三）片林中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１、片林中的杨树团设计

团状栽培给杨树片林带来明显变化：单株树改变为树团，株行距改

变为树团间距，杨树由均匀的行状排列改为不均匀的团状配置。例如，

表２中，培养大径材的三角形三株团 （３ｍ×３ｍ） ×１０ｍ×１０ｍ，其

密度相当于４２ｍ ×８ｍ常规均匀分布的行状片林，两者每亩都有２０

株，每株平均营养面积都是 ３３３ｍ２。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将２０株

杨树聚集成６６个树团，将４２ｍ的株距扩大为１０ｍ，将８ｍ的株距

扩大为１０ｍ。这样的不均匀的团状配置产生了明显的材积增产效果。

表２　杨树片林的团状栽培模式

团状栽

培模式

树团间距

（ｍ×ｍ×ｍ）
每亩团

数 （个）

每团

株数

每亩

株数

平均单株

营养面

积 （ｍ２）

相当于常

规片林的

株行距

（ｍ×ｍ）

培养

目标

三角形三株团 （２×２）×８×８ １０４ ３ ３１２ ２１３ ３６×６ 中径材

三角形三株团 （３×３）×９×９ ８２ ３ ２４７ ２７ ３４×８ 中径材

线段型三株团 （２×２）×８×８ １０４ ３ ３１２ ２１３ ３×７ 中径材

线段型三株团 （２×２）×９×８ ８２ ３ ２４７ ２４ ４×６ 中径材

线段型三株团 （３×３）×１０×９ ６６ ３ ２０ ３０ ５×６ 大径材

三角形三株团 （３×３）×１０×１０ ６６ ３ ２０ ３３３ ４２×８ 大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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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片林中杨树团状栽培模式的木材增产效益

刘振廷高工用团状配置营造了窄冠黑杨片林，试验林表明：同

样的林地，同样的密度 （每亩２８株），只是杨树由均匀的行状排列

改为不均匀的团状配置，第８年时，团状配置的杨树林材积生长量

比对照片林提高２０３％ （表３）。对照的株行距４ｍ×６ｍ，团状配置

为：４株团 （２ｍ×２ｍ） ×９５ｍ×１０ｍ。这项试验研究成果已通过

技术鉴定。

与对照比较，杨树团内的株间距离，由４ｍ缩小到２ｍ，杨树的

行距则改变为树团间距，由６ｍ扩大为９５ｍ和１０ｍ（表３）。杨树

团的间距比对照扩大了５８％和６６％，树冠接受的光照比对照更多，

光合作用更充分，因此，在第８年，团状杨树的材积明显增产。

据刘振廷高工观察，前三年的情况相反，团状林的生长量低于

行状林 （对照）。第四年团状林的生长量略高于行状林，以后团状林

生长量超过对照的幅度逐年扩大，直到第８年提高２０３％。以后的

发展趋势，有待观测。由于行状林的株行距比团状林大，所以行状

林的生长量前期生长 （１～３年）比团状林大。这个现象容易引起群

表３　８年生窄冠黑杨团状栽植模式的生长量

林龄 （年） 模式
栽植规

格 （ｍ）
亩植株

数 （株）

生长量

平均胸

径 （ｃｍ）
单株材

积 （ｍ３）
亩蓄积

（ｍ３）
％

８
常规片林

（对照）
４×６ ２８ １７．４４ ０１２３４ ３４５５２ １００

８
团状片林

（四株团 ）

（２×２）
×９５×１０

２８ １８７７ ０１４８４ ４１５５２ １２０３

众误判，而否定团状林，应该解释，从长计议。不要让前３年行状

林比较大的生长量，掩盖了树团的后发优势。

团状栽培适用于培育大、中径材，不适宜培育小径材。因为培

育小径材栽植密度大，株行距小，树团间距拉不开，树团内株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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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树长不好。

３、其他各项栽培措施与以上杨农复合经营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所述基本相同。

（四）农田防护林带中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在株行距均匀的、传统的农田防护林中，杨树形成紧密的林墙，

投影在邻近的农田上，农作物因遮荫和 “胁地”而明显减产。刘振

廷高工提出，在农田防护林中，以团状配置模式取代等株行距配置，

可以缓解杨、农矛盾，并且有利于改善杨树生长和减轻林带树木风

折。林带中树团间距在１０ｍ左右，中龄林以后，两树团树冠之间仍

有３～４ｍ的空隙，不形成林墙式的遮荫，阴影是移动的，遮荫时间

较短。双行林带的树团呈品字形配置，相互填补树团树冠之间的空

隙，仍有防风效果。在大风灾害不严重的平原农区，可以采用。林

带中１０ｍ左右树团间距为农机具作业提供方便。

１、农田防护林带中杨树团的设计

１）三角形三株团 （３ｍ×１５ｍ） ×１０ｍ。

２）品字形五株团 （３ｍ×１５ｍ） ×１３ｍ。

２、其他各项栽培措施与以上杨农复合经营的杨树团状栽培模式

所述基本相同。

四、讨论

张连翔先生提出了 “适度聚集式栽培”新模式，改变传统的规

则株行距设计，在不减少单位面积栽植株数的前提下，采用每穴２～

４株成丛植入，在沙棘嫩枝扦插育苗和刺槐造林中获得良好效果。他

认为：种群个体间保持间隔，虽然可以减少对需求生存的竞争，但

６２



也失去合作所带来的优点。自然界动植物种群之所以首选 “聚集格

局”，就足以证明聚集带来的好处必定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为什么

人工造林时总是人为地设计成规则株行距呢？这种 “均匀格局”的

设计一定有它的不合理性存在，至少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６］。

“樟子松一穴双株造林试验研究”证明：一穴双株造林优于单株

造林。既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又降低造林成本５０％；双株造

林的林木在各林龄阶段，其树高、胸径和蓄积均高于单株造林［６］。

农业上采用宽窄行种植玉米，大行１００ｃｍ，小行５０ｃｍ，也证明

不等量分配土地资源可以增产粮食。

１９５６年，前苏联造林专家 АΒ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在华讲学时

介绍，苏联在森林草原造林中采用块状整地，地块面积 １－２－４ｍ２，

草荒越重，次要树种越旺盛，整地的地块越大，每公顷 ４００～１２００

块，每个地块种３～６株欧洲赤松播种苗，或播 ４０～６０粒种子［７］。

前苏联Β·Д·奥基也夫斯基，建议在采伐迹地用密植块状造林法营

造橡树林。在杂草竞争激烈的草原，前苏联提倡采用群团状、簇状

或植生组造林，而不要单株栽植。在俄罗斯森林草原严酷的条件下，

松树、橡树的聚集栽培有明显优势；在我国平原农区比较优越的立

地条件下，杨树的聚集栽培也呈现突出的效益，可谓异曲同工。

杨树团状栽培模式的试验和实践证明：人工造林一律采用传统

的、均匀的株行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和最佳的选择。就杨树而言，

有时团状聚集要比均匀分散更加符合杨树的生物学特性。作者曾在

宁夏的沙漠里看到，沙包上丛生杨树不同个体的树根连生在一起。

丁蕴一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河滩地美洲黑杨天然林里发现，

半数以上的老杨树呈团状聚生。在自然界，经常可见动物和植物群

聚的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聚集互助比分散单干好，它们偏爱聚

集。对于杨树团状栽培的聚集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机理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林业界对粗放栽培习以为常，这种陈旧观念，早就

应该革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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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平原农区，杨树在平原绿化中占７０％以上，举足轻重。不

论是为了改善生态，还是为了生产木材，都需要开发利用杨树的潜

力。我对农民朋友说过：粗放种杨树，杨树成为小老树；科学种杨

树，杨树成为摇钱树。如果能像本文所述，每株杨树每年能为农民

增加５０～６０元收入，杨树摇钱的梦想就实现了。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河北省林业厅技术推广站、魏县林业局和中国林科院老科技工

作者协会，决定合作开发杨树团状栽培技术。我写此文，希望有更

多人关注和采用这项技术，产生实际效益。

参考文献：

［１］中国老科协木材安全调研组关于保障中国木材安全的建议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刘振廷编著杨树团状造林及林农复合经营 ［Ｍ］金盾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郑世锴主编杨树丰产栽培 ［Ｍ］金盾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郑世锴编著杨树速生丰产栽培技术问答 ［Ｍ］金盾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郑世锴推广杨树团状造林　促进平原林业又好又快发展 ［Ｊ］林业实用技

术，２０１３（２）：３－６

［６］张连翔，孔繁轼，王金贵，等干旱半干旱地区抗旱保水关键技术 ［Ｍ］辽

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А·Β·普列奥布拉仁斯基造林学 （下册）［Ｍ］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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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

“带岭现象”思考与对策

詹昭宁

老教协 《通讯》２０１３年第２期上侯元兆 《提供东北内蒙古重点

国有林区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简称 ＜新思路 ＞）》［１］是篇好文章。它

好在到林区最前沿，剖析 “麻雀”，用经营森林财富的视角，探讨当

今国有林区存在的问题和出路。用算经济账对比资源经营增长效果

支撑他的论点。同时尖锐指出：“现行林业政策的背后存在着太多的

主观性和盲目性，还没能建筑在科学之上”。

有些专家学者对现阶段的林业经营也有类似看法。刘于鹤认为：

“虽然森林经营工作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不容乐观，还有许多深层次

问题待破解。１严重违背林业自然规律表现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

成、急功近利，只求数量，忽视质量，搞领导工程、政绩工程，搞

运动式林业。……”（见 《中国森林经理管见》文集·序言）。

一、对一些论点的看法

为了有助于深入展开讨论，笔者经多年思考、研究，对目前森

林经营范畴的一些论点、概念提出以下看法。

１、森林是森林生态与经济功能的统一载体，这也是森林的两个

基本功能，而其它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游憩功能和保健功能等

等均属森林的派生功能。为此，和谐发挥森林生态和经济功能的最

大效益，是建设社会生态文明的目标。在过去６０多年林业建设中，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往往偏向一方，发展并不协调。因此，

作者简介：原林业部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司副总工，北京林学会原副理事长，教授级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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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应将 “生态经济林业理论”作为指导中国林业建设的指导

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深入开展生态经济林业理

论研究，以推进中国森林经营的转型，从粗放经营模式转向集约经

营模式［２］。

２、提出 “森林分类经营”是对科学森林经营的误导。当初提出

森林分类经营的想法，是解决新造 （生态）公益林管护资金的来源。

它实质是一个营林资金管理系统，而不是森林经营技术系统［３］［６］。

在东北林区现行的森林分类经营区划 “划大片”的做法是不可

取的，在 “大片”中，包含有许多防护林小林种公益林林分小班，

也有商品用材林的林分小班。这种 “划大片”的范围内没有区划出

“小班”经营单位，也就无从落实经营措施。所划的 “大片”犹如

包含了许多小林种的混合体，无法实施经营措施，这里的 “经营”

是个虚词。实质是干扰了科学森林经营［４］。用 “森林分类经营”取

代森林经理实质上是架空了经营。

东北林区森林分类经营区划时，划出 “重点公益林”和 “一般

公益林”（疑是借鉴自然保护区区划的做法），这样的区划在森林经

营中没有实质意义，对经营强度也是没有意义的［４］，森林经营强度体

现在森林经理区划时，规定划分小班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小的小班

经营强度越高。再者，因为 “划大片”本身对森林经营就没有意义。

这样的区划当被质疑其动机是为获得更多的 “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５］。

３、多功能生态经营，森林的生态功能多表现为与环境和谐共存

（极少数表现为副作用。如林木的粗腐植质落叶，经过淋溶会使土壤

产生灰化层）。生态功能多为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增加

局部降水、增加碳汇等等。目前生态功能的定义中，尚无包含林下、

林间种植及养殖业这些涉及经济活动的内涵。如果说生态经营和多

功能经营其内涵没有差别的话，就不必强调多功能经营。笔者认为，

倡导 “生态经济经营模式”，明确生态经营和经济经营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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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表达我们创导的经营目标。若提多功能经营，而且没有增加经

济功能的内涵，那还是属于生态功能的范畴。若增加经济功能的内

涵，那也就是生态经济经营模式。而且生态经济经营模式定义明晰、

准确，优于多功能经营［６］。

二、“带岭现象”探源

从表面上看 “带岭现象”属于林区经济危困，另一个原因是由

于７０％的森林划为生态保护区，只在３０％的森林面积上生产木材。

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６０多年来遭受超强度采伐，导致普遍出现无

林可采的局面。由资源危机引发的经济危困造成双重压力。于是，

国家实行保护天然林政策，缓解了部分职工生活困难。接着国家强

调保护生态环境，给予公益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在 “森林分类

经营”的误导下，将２／３面积的森林划为公益林，质疑其为获得更

多的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这个误导责任应该由上级决策来负。虽

然在历史上编制过森林经营方案，但没有贯彻实行。采取粗放的森

林经营模式，以至于造成资源枯竭，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危困。“带岭

现象”真正的缘由是森林经营没有按森林的生长规律办事，也违反

了林业的经济规律 （木材价格长期过低），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三、如何实施生态保护

国家２０１０年７月实行 《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

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大幅度调减木材采伐量。少采伐森林是最

大的保护。在经营中，如何实施森林生态保护，有两个选择。积极

的保护和消极的保护。所谓消极的保护，犹如 “封山育林”，闲置若

干年，等待森林漫长的自然恢复。消极保护不体现森林经营，更说

明这样的森林分类经营根本没有森林经营的内涵。所谓森林经营是

对森林资源的培育和管护采取一系列科学经营的措施。实施幼林抚

育、成林后的疏伐，实行森林经理，编制和严格执行森林经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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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７］。

积极的保护，要遵循利用森林的自然生长规律，对林区现存的

中、幼林实行间伐和疏伐，促进森林生长。并同时实施林中和林间

空地造林，增加森林郁闭度或疏密度，增加森林面积，增加碳汇。

须知，碳汇是体现在森林蓄积量的增长上，是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

碳的产物。如果用 《新思路》提出的以 “经营森林财富”的思路来

积极实施经营，将会比消极保护的做法花费更短的时间恢复更多的

生态功能，取得更多的碳汇。为此，提倡积极的森林生态保护，缩

短提升森林生态保护效果的时间。

四、采伐限额

采伐限额是非常时期的政府行为，对抑制当时过高的森林采伐

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经营森林不能长期实行政府行为，集约经

营总要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５］。森林经理原本就包括有经营期内允许

采伐量的计算，而且都落实到小班。所以，通过编制和严格执行森

林经营方案来实施科学的允许采伐量 （也称标准采伐量），逐渐废除

采伐限额。

五、统一森林经营思想认识

《新思路》尖锐指出：“现行林业政策的背后存在着太多的主观

性和盲目性，还没能建筑在科学之上”。比如，１０多年来，许多专家

学者对 “森林分类经营”提出不同看法，但是至今仍然不妥当地用

“森林分类经营”的方法误导着森林经营的实施。实际上，实行森林

经理和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所区划的小班和相应的经营措施，已经

充分包含了 “分类经营”的原则。

在林业建设中，哪些是属于主观性和盲目性？提的准确不准确，

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 “用深谙森林问题的当地人员的话讲，就是

‘机制、体制、政策、考核等等，都没有从实际出发’，‘带岭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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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框死了’”（见 《新思路》）。

六、学习再学习

回顾１９６５年前，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总结前一段 “大跃进”

经验教训，林业部曾打算在带岭林业实验局组织局一级领导干部进

行一次 “森林经理脑瓜子教育”，可惜接踵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

使这个计划胎死腹中，…”［６］。毋庸讳言，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

需要学习更多的森林经营和森林经理知识，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顺便建议，希望所有涉及森林经营的学会、协会，组织有关学者、

专家讨论当前森林经营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有关官员参加指导。当

然，要是由主管行政部门召开这样的会，将对森林经营注入正能量。

用生态经济理论开出适应各地不同林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良方，有力

促进森林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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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十年探索与实践

任荣荣

［摘要］　分析了我国面临的耕地过载作业和土地污染、优质饲料缺

乏、问题食品屡禁不止等问题。结合其十余年从事饲料桑研究的体

会，介绍了饲料桑的特性和功效，阐述了大力发展饲料桑的重大意

义和可行性。

一、中国农业面临的难题

首先是１８亿亩耕地对应１３亿人口的困境。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１３亿多的人口只拥有１８亿亩耕地。中国粮食虽然九连增，年产粮食

超过１万亿斤。但是，过去所说的 “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２２％的人口”之说，已经言过其实。历史上中国是粮食大国，大豆、

玉米确有出口，但现在的事实是近几年大豆进口数已超过５０００万ｔ，

玉米等谷物进口总量２０１２年１～１１月已超过１２００万ｔ，生产这些粮

食至少需要６亿亩以上的耕地。

国内生产的１万亿斤粮食中，饲料粮约占４０％ ～５０％。每年进

口５０００万ｔ大豆和１０００多万ｔ玉米，除了提炼植物油脂外，基本上

作为畜牧业所需的蛋白饲料。因此，著名畜牧专家任继周院士讲，

“中国的粮食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饲料危机”，本人对此颇有同感。

其次是耕地的 “带病”作业，全国１８亿亩耕地是中央坚持的红

线。据有关调查数据表明，耕地长期处在带病作业、无法休耕的状

况，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地力逐年下降是无法掩盖

的事实。为了保证粮食生产，每年依赖化肥农药导致严重污染同样

是残酷的事实。

作者简介：联合国中国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林牧渔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

老教授协会林业咨询部主任，国务院三峡办 “沧海桑田”项目组组长，重

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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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畜牧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成了中国的头等难题。洁

净的环境生产洁净的食物，污染的环境必然生产出污染的食物。我

国 “问题食品”已是司空见惯。比如淡水鱼身上的土腥味、柴油味。

《渔业杂志》曾载文讲这是世界性难题。鱼类身上的重金属富集，同

样是一个难解的顽症，而所有的食品又直接关系到１３亿人口的安全

及健康。

由于蛋白质饲料久缺且价高，所以才有了问题鸡、问题猪、三

聚氰胺奶等畜牧业上出现的种种不安全畜牧食品。以次充好，制造

劣质食品，甚至掺用工业原料制造有毒食品。深入追究问题畜牧产

品的根源，则是优质饲料的缺乏。如果能够正常地生产出合格的肉、

禽、蛋、奶，谁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生产问题食品！

此外，由于高品位的蛋白钙类饲料奇缺，导致全国畜牧、渔业

活体动物骨质疏松，蛋白含量不足。比如蛋鸡的骨折和内脏出血；

猪、牛的软骨病。

怎么办？我从上世纪末开始自费研究、探索及实践桑树木本饲

料的生产和应用。本人是学森林地理的，早年奔走于中国的山林川

泽，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 《森林植物地理景观概貌》专著 （农业出

版社出版）。受中国古农书影响， “农桑立国”备受我注意。为此，

从上世纪末我遍选全国桑种，按其抗逆性和营养 （蛋白质含量）及

功能物质 （抗氧化物质）的多寡，筛选出４种果桑、４种饲料桑，

在北京大兴、顺义等区建立了自己的科研生产示范基地。种植果桑

和饲料桑的同时，养鸡、养鱼、养鹅、养猪、养羊、养兔，直到养

肉牛。不断摸索、不断研究、不断实践，由小到大，逐步总结推广

（期间先后三次召开中国桑产业研讨会），最后引起国家层面上有关

领导重视，特别得到原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院士的大力支持，使我由

北南下到长江三峡库区，专心从事桑产业研究和水库消落带的治理

试验。一干就是４年，得到了国务院三峡办的肯定。前后已探索１０

余年，由于媒体的宣传和示范基地的客观事实的展示，桑产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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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政府人士和科技界人士的认同。如今基本己成了一门系

统的新兴科技性产业。从饲料桑的育种、育苗、造林、收获、加工

饲料到多种动物的饲养方式和技术标准，直到动物品质提升后的各

种安全食品的测试数据，最后到有关动物粪便的零污染处理与残渣

和残液的利用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二、饲料桑的特点

多年造育的饲料桑有如下几大特点：

１、耐寒、耐旱性

能耐零下４０℃的低温，能在年降水量２５０ｍｍ的荒漠地区生长。

在９０～１２０天生长期内，年高生长达８０～１００ｃｍ，在有肥水条件补

充下，１亩地可养０８～１０只肥羊 （当地荒漠化草原３５～４０亩才能

养１只羊）。

２、耐高温、高湿性

４３℃高温热不死，冬季没顶水淹５ｍ１２０天仍可达９０％以上成

活率，４个月生长期高生长可达３５ｍ左右，亩产枝叶２ｔ，得０７ｔ

干料。内含１２８％蛋白质，亩产蛋白质８９６ｋｇ，在陆地上集约经营

亩产枝叶５ｔ，得１５ｔ干料。亩产蛋白质１９２ｋｇ，相当于５亩大豆的

蛋白质产量。另外，可产生物钙２０ｋｇ，抗氧化类物质２０ｋｇ。桑叶

蛋白质中的各类氨基酸比例与人和动物相仿，生物钙分子很易被人

和动物吸收，能免除骨质疏松之患。抗氧化物质种类丰富，有利于

提高动物的免疫能力，桑枝叶中的一些功能物质则有助于桑纤维吸

附动物体内的重金属，进而排泄出去。所以饲料桑是一种全价饲料，

药饲合一的高钙蛋白饲料。

饲料桑属于抗逆性极强的速生树种，一年种植数十年持续收获

利用。水肥条件与每年人们取走的生物营养如果能得到平衡，则年

年都是稳产高产。生产经营成本远远低于普通的农作物，而产出则

至少是普通农作物的２倍以上。饲料桑根系发达，其生物量远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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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地上部分，在沙漠可深入地下数米以上。横向面积至少是树冠的

４～５倍以上。所以它又是极佳的水土保持树种。按照在饲料中添加

比例１０％计算，则至少可以解决１０％的饲料粮，即１０００亿斤粮食

得以节省。相当于２～３亿亩农田得以休耕，缓解压力，恢复地力。

而饲料桑种植面积则仅需５０００万亩土地。利害得失由此可见。所以

大力发展饲料桑完全可以使土地增量、增值、增效，同时为农村弱

势劳力提供脱贫致富门路，最终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经济

活力。

三、利用饲料桑发展畜牧业的五大功效

１、普遍提高动物的免疫力，使绝大多数动物避免骨质疏松症，

不引起内脏出血性疾病，大大节约免疫成本。

２、只要营养搭配合理，饲养成本可以大幅下降，而动物生长量

则保持正常。

３、出肉率、产蛋率提高，牛、猪、羊出肉率可以普遍提高３～５

个百分点。

４、由于饲料桑内含的功能性物质，动物肉质风味普遍提升，肥

肉不腻，瘦肉不塞牙。品味的提高，带动售价的升高 （高出部分为

纯利润），效益能翻倍。

５、由于食物链的缘故，一些生物功能物质积累在动物体内，如

钙、硒、维生素Ｅ等，对广大的食客有保健性功效，保证了食物的

安全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农业必须发展，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必须坚守，这是

１３亿多人口大国的生命线。

依赖进口大豆、进口谷物和玉米则是非常危险的举措，无论是

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具有极高的风险。中国是世界桑树的分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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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桑树作为优质的钙和蛋白质合一的饲料则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特

优势，哪一个国家也无法加以制约。目前中国有１０００万亩桑林，再

发展数千万亩桑林，不仅有条件，而且可以让许多荒废的土地、林

地、草地重新焕发生命活力。通过大量种以饲料桑为主的木本饲料

和一些草本饲料，将为中国的畜牧业大发展提供可靠的、可持续供

应的优质钙蛋白饲料来源。１亩地饲料桑的综合产值可以超过１万

元，净收益至少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以上。这对农民群体来讲无疑是

一条脱贫致富的阳关大道，对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也是可靠的

保障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喝一杯水　能让你得到神奇的效果

脑血栓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疾病。它的发生不仅同高血压、动脉硬化的进

展有关，也与老年人的血液粘度增高密切相关。事实上，老年人的血粘度越高，

越容易发生脑血栓。

血液在人体血管内流动，就像是河水，流速越快，沉淀越少；反之，流速

越慢，沉淀越多。血粘度增高势必导致血液流速减慢，血液中的血小板、胆固

醇、纤维蛋白等物质便在血管壁上沉淀下来，久而久之，沉淀物越积越多，若

再合并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会导致脑血栓形成。

研究证实，人的血液粘度在一天之中不停地变化着，并有自己一定的规律：

在早晨４点至８点血粘度最高，以后逐渐降低，至凌晨达到最低点，以后再逐
渐回升，至早晨再次达到峰值。这种规律性的波动在老年人表现得更为突出。

此外，脑血栓的发病时间多在早晨至上午期间，说明血粘度增高同脑血栓的发

生有一定关系。

另有研究证实，在深夜让老年人喝２００毫升市售矿泉水，则早晨血粘度不
仅不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因此医学界普遍认为，晚上饮水的确可以降低血粘

度，维持血流通畅，防止血栓形成。当然，脑血栓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血

粘度增高只是众多因素之一，但至少可以肯定，养成睡前饮水的习惯对预防脑

血栓的发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老年朋友，在目前治疗脑血栓尚无特效药的情况下，为了您的健康，睡前

喝一杯水，何乐而不为呢？

（张清华摘自百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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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世界木材供需展望

林凤鸣

一、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世界木材和主要林产品供需预测
２００９年，ＦＡＯ根据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能源

政策、林业科技进步等重要因素，预测了全球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木材和

主要林产品的供需变化和趋势。预测的主要依据是：

１）人口增长———世界人口２００５年为６４亿，预计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

将分别达到７５亿和８２亿。

２）经济发展———世界ＧＤＰ１９７０年为１６万亿美元，２００５年增至

４７万亿美元，增长约２倍，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将扩大到１００万亿美元。

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５年，全球经济仍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但在未来的２５年

间，随着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亚洲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势将动

摇已有的经济平衡 （图１）。

图１　世界ＧＤＰ现状和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预测

注：按２００５年价格和汇率计算；资料来源，ＦＡＯ（２００８）。

３）能源政策———由于对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日益重视，在能源消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信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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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结构中生物质能源占有比重将有所上升，化石燃料比重进一步缩小。

４）木材供应———用材林比重下降，环境保护型森林增加，全球

木材市场所需木材，将由主要依靠天然林转向人工林。

５）科技进步———育种技术和科学经营水平的提高，循环利用的

扩大和高效利用的发展，新型合成材料和生物燃料的开发，将大幅

度提高木材的有效利用率和节约木材。

（一）工业材 （原木）

２００５年，世界锯材、人造板和纸产品行业共消耗木材２５亿 ｍ３

（原木当量，下同），其中约１７亿 ｍ３为原木，仅占原料总消耗量的

２／３左右，其余：约５亿ｍ３来自废纸，３亿ｍ３为废弃木材和各种剩

余物的回收利用。１９６５年全球工业材产量为１１３亿 ｍ３，１９９０年达

到１６９亿ｍ３。此后有所下滑，２００５年再次回升为１６７亿ｍ３。预计

到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世界工业材消费量将分别达到 ２１６５亿 ｍ３和

２４３６亿ｍ３，年均增长率将各自为１７％和１２％ （表１）

表１　世界工业原木生产和消费现状及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展望

地 区

数量 （百万ｍ３） 年均增长率 （％）

现状 预测　　　 现状　　　　　 预测

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生

产

量

非洲 ３１ ５５ ７２ ７０ ９３ １１４ ２４ １８ １８ ２０

亚太 １５５ ２８２ ２７３ ２８１ ４３９ ５００ ２４ －０２ ３２ １３

欧洲 ５０５ ６４０ ５１３ ５０５ ７０７ ８３４ ０９ －１５ ２２ １７

中南美 ３４ １１４ １６８ １９６ １８４ １９２ ５０ ２６ ０６ ０４

北美 ３９４ ５９１ ６２５ ４８９ ７２８ ８０６ １６ ０４ １０ １０

中西亚 １０ ９ １７ １４ １５ １１ －０６ ４５ －０８ －３０

世界 １１２８１６９０１６６８１５５７２１６６２４５７ １６ －０１ １８ １３

消

费

量

非洲 ２５ ５１ ６８ ８８ １０９ ２９ １９ １８ ２１

亚太 １６２ ３１５ ３１６ ４９８ ５６３ ２７ ００ ３１ １２

欧洲 ５１９ ６５０ ４９４ ６４７ ７４９ ０９ －１８ １８ １５

中南美 ３３ １１１ １６６ １８１ １８９ ４９ ２７ ０６ ０４

北美 ３８９ ５７０ ６２０ ７２８ ８０８ １５ ０６ １１ １０

中西亚 １０ １０ １９ ２２ １９ －０２ ４４ １１ －１３

世界 １１３８１７０７１６８２１５５９２１６５２４３６ １６ －０１ １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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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预测，工业用材的增长率将大大低于锯材、人造板和纸及

纸制品，这主要是得益于废纸和各种木材剩余物的回用率不断提高。

２０３０年亚太地区仍将是工业材的净进口地区。

（二）锯材

世界锯材产量１９６５年为３５８亿 ｍ３，１９９０年增至４６５亿 ｍ３，

年均增长率约为１１％，但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一度出现大幅下滑，此

后逐渐回升，到２００５年又恢复到４１７亿 ｍ３。然而，由于受２００８年

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锯材产量再度下降，仅及４０４亿ｍ３ （见表２）。

表２　世界锯材生产和消费现状及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展望

地 区

数量 （百万ｍ３） 年均增长率 （％）

现状 预测　　　　 现状　　　　　　 预测　　

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生

产

量

非洲 ３ ８ ９ ９ １１ １４ ３７ ０５ １６ １９

亚太 ６４ １０５ ７１ ９３ ８３ ９７ ２０ －２６ １１ １６

欧洲 １８９ １９２ １３６ １３８ １７５ ２０１ ０１ －２２ １７ １４

中南美 １２ ２７ ３９ ４４ ５０ ６０ ３３ ２５ １７ ２０

北美 ８８ １２８ １５６ １１４ １９１ ２１９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４

中西亚 ２ ６ ７ ６ １０ １３ ４６ １５ ２６ ２２

世界 ３５８ ４６５ ４１７ ４０４ ５２０ ６０３ １１ －０７ １５ １５

消

费

量

非洲 ４ １０ １２ １９ ２６ ３６ １２ ２８ ３５

亚太 ６４ １１２ ８４ ９７ １１３ ２３ －１９ １０ １６

欧洲 １９１ １９９ １２１ １５１ １７１ ０２ －３３ １５ １２

中南美 １１ ２６ ３２ ４２ ５０ ３３ １５ １７ １８

北美 ８４ １１７ １５８ １８８ ２１１ １３ ２０ １２ １２

中西亚 ３ ７ １３ １８ ２３ ４０ ３７ ２５ ２２

世界 ３５８ ４７１ ４２１ ３９５ ５１５ ５９４ １１ ０８ １４ １４

根据ＦＡＯ预测，２０３０年世界锯材产量和消费量在所有地区都将

有所增长，总量预期将达６亿 ｍ３。其中，产量将大幅增加的地区和

国家为俄罗斯、东欧和南美，而非洲、亚太和中西亚由于区域内产

量不足，将继续成为净进口地区。在发达国家，由于各种结构型人

造板 （以多层胶合板和 ＯＳＢ为主）、单板层积材和集成材等工程用

木材的应用日益扩大，锯材消费量将明显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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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造板

包括单板、胶合板 （含细木工板）、刨花板 （含 ＯＳＢ）和纤维

板 （含ＭＤＦ）在内的木质人造板产量，于１９９０年已达１２７亿 ｍ３，

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１００万ｍ３增长约２倍。至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又分别增

至２５２亿ｍ３和２６４亿ｍ３ （表３）。

表３　世界人造板生产和消费现状及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展望

地 区

数量 （百万ｍ３） 年均增长率 （％）

现状 预测　　 现状　　　　　 预测

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生

产

量

非洲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４６ ３８ ２１ ２４

亚太 ５ ２７ ８１ １１５ １６０ ２３１ ６９ ７５ ４６ ３７

欧洲 １６ ４８ ７３ ７９ １０４ １２９ ４５ ２８ ２４ ２２

中南美 １ ４ １３ １６ ２１ ２９ ７４ ７６ ３３ ３２

北美 １９ ４４ ５９ ４８ ８８ １１０ ３４ ２０ ２７ ２２

中西亚 ０ １ ５ ６ １１ １７ ６８ ８９ ５４ ４７

世界 ４１ １２７ ２３４ ２６７ ３８８ ５２１ ４６ ４２ ３４ ３０

消

费

量

非洲 ０ １ ３ ４ ５ ４８ ５３ １９ ２４

亚太 ４ ２４ ７９ １６１ ２３６ ７４ ８２ ４８ ３９

欧洲 １６ ５３ ７０ ９９ １２２ ４９ １９ ２４ ２１

中南美 １ ４ ９ １２ １５ ７０ ５７ ２２ ２３

北美 ２０ ４３ ７０ ９６ １１５ ３１ ３３ ２１ １８

中西亚 ０ ２ ９ １８ ２８ ８１ １０６ ４５ ４５

世界 ４２ １２８ ２５２ ２６４ ３９１ ５２１ ４６ ４３ ３３ ２９

表３统计显示，亚太、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人造板产量和消费

量约占全世界的９１％，其他地区所占比重较小，但亦在逐渐增加。

目前，人造板产量只占锯材产量的５６％，然而，其增长速度却明

显高于锯材，预期其２０３０年的产量将及５２１亿 ｍ３，为２００５年的

２２倍，将接近锯材产量。做出这种预测的主要依据是亚太地区的

人造板产量将从２００５年的８１００万ｍ３增长到２３１亿ｍ３，增幅达２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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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纸和纸板

在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期间，世界纸和纸板产量从 ９６００万 ｔ增至

２３８亿ｔ，增长１５倍；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又增长了０５倍，达３６３

亿ｔ。在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这二个时间段，全球纸和纸

板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３７％和２８％，而且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仍

呈继续上升态势 （表４）。

表４　世界纸和纸板生产和消费现状及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展望

地 区

数量 （百万ｔ） 年均增长率 （％）

现状 　 预测 现状　　　　 预测

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生

产

量

非洲 １ ３ ５ ４ ９ １３ ６４ ４３ ３９ ３７

亚太 １３ ５８ １２１ １４７ ２２７ ３２４ ６３ ５０ ４３ ３６

欧洲 ３３ ７６ １１１ １１３ １６４ ２０１ ３４ ２６ ２６ ２１

中南美 ２ ８ １４ １６ ２１ ２７ ５７ ３６ ２９ ２７

北美 ４８ ９１ １０９ ９６ １４１ １６９ ２６ １２ １８ １８

中西亚 ０ １ ３ ３ ６ ９ ９２ ５９ ４２ ３５

世界 ９６ ２３８ ３６３ ３８０ ５６８ ７４３ ３７ ２８ ３０ ２７

消

费

量

非洲 １ ４ ７ １４ ２１ ５１ ４２ ４６ ４４

亚太 １３ ６３ １２８ ２３４ ３２９ ６３ ４９ ４１ ３５

欧洲 ３２ ７３ １０１ １４７ １８０ ３３ ２２ ２６ ２０

中南美 ３ ９ １６ ２４ ３１ ４７ ３９ ２９ ２６

北美 ４６ ８７ １０６ １３８ １６５ ２６ １３ １８ １８

中西亚 ０ ３ ８ １４ ２０ ７５ ７５ ４０ ３４

世界 ９６ ２３７ ３６５ ３８０ ５７１ ７４７ ３７ ２９ ３０ ２７

早期，纸和纸板生产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如在１９６５年其产量

一度占全球总产量的５０％，但此后随着其他地区产量的不断上升，

该区所占比重逐渐下降，１９９０年降至３８％，到２００５年已只占３０％

左右。然而，在此期间亚太地区纸和纸板产量却分别增长了３５倍

和１１倍，其在全球的占有率亦从１９６５年的１４％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

３３％。ＦＡＯ预计亚太地区的纸和纸板产量今后仍将快速增长，将从

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１亿ｔ上升到２０３０年的３２４亿ｔ，约增长１７倍，在全

球占有率将上升到４４％。北美和欧洲地区的产量亦会增加，但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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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低于地亚太地区，其在全球的占有率将分别为２３％和２７％。

二、木质能源生产预测

关于木质能源，因其定义、涵盖范围及信息源的区别，ＦＡＯ和

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发布的数据有所差异。按 ＦＡＯ的估计，１９７０

年全球生物质能源产量为５３亿ｔ石油当量 （ＭＴＯＥ），２００５年为７２

亿ｔ，２０３０年将及１０８亿ｔ。

ＦＡＯ预测，在非洲，用于薪材和木炭等传统燃料的需求将继续

增长，但在亚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能源消费日趋向石油转变，对

传统燃料的需求将有所减缓。在欧洲，为实现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占

能源总消费量２０％的目标，生物质能源将快速增长。

据ＦＡＯ估计，全球用做生物质能源的木材 １９７０年约为 ２０亿

ｍ３，２００５年上升到２６亿 ｍ３，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将扩大到３８亿 ｍ３。然

而，未来生物质能源的需求除木材外，还将包括农业废弃物、能源

作物和短周期薪炭林等。

三、人工林的木材生产和环保作用

１９９５年世界人工林总面积为１２４亿ｈｍ２，仅占全球森林总面积

的３５％，但其工业材产量约占世界的２２％。２００５年世界人工林总

面积增加到２７亿ｈｍ２，约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７％，但工业材产量

却达１２亿ｍ３，约占世界工业材总产量的２／３（见图２和图３）。

从人工林分布区域来看，亚洲人工林面积最大，为１２５亿ｈｍ２，

约占世界的 ４８％。按 ＦＡＯ预测，２０３０年全球人工林面积将达

３～３４５亿ｈｍ２，亚洲仍将是人工林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人工林

面积将达１４８～１７２亿 ｈｍ２ （表５）。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全球由人工

林生产的工业用材将达到 １８６亿 ｍ３，约占全球工业材供应总量

的７５７％。

世界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为中国 （７１３０万ｈｍ２），其次为印度

（３０００万ｈｍ２，其中约１３００万ｈｍ２以生产木材为主）（表６）。人工林

的作用不仅是生产木材，还可减轻天然林的采伐压力，有助于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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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土壤和提供游憩场所等。截至２００５

年，全球用于环境保护的人工林约６２００万ｈｍ２，占人工林总面积的

２４％。根据 《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人工林可以发挥固碳作用，而且

木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还可以长期固碳。按 ＦＡＯ估计，现在全球的

２７亿ｈｍ２人工林每年可以固碳约１５亿ｔ，这相当于近年来毁林造成的

碳排放量。此外，由人工林木材生产的各种木制品，每年还可以固碳

约５亿ｔ。

图２　６１个国家的人工林面积和２０３０年展望

注：①这里指广义的人工林，即包括半天然林中人工更新部分的面积，共约２７１亿ｈｍ２

（ＦＡＯ，２００６ｂ）；②６１个国家的人工林面积约占全球人工林的９５％ （来源同上）。

图３　６１国的人工林木材产量和２０３０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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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世界人工林面积现状和２０３０年预测 （百万ｈｍ２）

针叶树　　　　　 阔叶树　　　　　

松树 其他 小计 相思树 桉树 其他 小计
合计

２

０

０

５

年

非洲 １２ ０５ １７ ５２ １２ １４ ７８ ９４

亚洲 １８９ １５３ ３４２ ３８ ７６ ７９２ ９０６ １２４８

欧洲 ２６４ ４０６ ６７０ ００ １６８ １６８ ８３８

北中美 １８９ ７２ ２６１ １７ １７ ２７８

南美 ５１ ０３ ５４ ０２ ４５ ０９ ５６ １０９

大洋洲 ２７ ０２ ２９ ００ ０５ ０２ ０７ ３６

世界合计 ７３０ ６４０ １３７０ ９０ １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３０ ２６０５

低

增

长

预

测

非洲 １４ ０５ ０９ ４７ １２ １６ ７５ ９４

亚洲 ２３３ １６９ ４０２ ４６ １０６ ９２８ １０８０ １４８３

欧洲 ２８８ ４５８ ７４６ ２０１ ２０１ ９４６

北中美 ２１９ ９８ ３１７ ２０ ２０ ３３７

南美 ６０ ０３ ６３ ０２ ５２ １０ ６４ １２７

大洋洲 ２８ ０２ ３０ ０７ ０３ １０ ３９

世界合计 ８４２ ７３５ １５７７ ９５ １７７ １１７８ １４５０ ３０２７

高

增

长

预

测

非洲 １６ ０５ ２１ ４２ １２ １８ ７２ ９４

亚洲 ２７６ １８５ ４６１ ５４ １３６ １０６４ １２５４ １７１６

欧洲 ３１３ ５０９ ８２２ ２３４ ２３４ １０５７

北中美 ２５０ １２５ ３７５ ２４ ２４ ３９８

南美 ６５ ０４ ６９ ０２ ５７ １１ ７０ １３９

大洋洲 ２９ ０２ ３１ ０８ ０３ １１ ４２

世界合计 ９４９ ８３０ １７７８ ９９ ２１４ １３５５ １６６５ ３４４６

表６　世界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前２０个国家 （百万ｈｍ２）

排名 面积 排名 面积

１ 中国 ７１３ １１ 巴西 ５４

２ 印度 ３００ １２ 芬兰 ５３

３ 美国 １６９ １３ 罗马尼亚 ５３

４ 俄罗斯 １７１ １４ 泰国 ３１

５ 日本 １０３ １５ 土耳其 ２９

６ 加拿大 １０２ １６ 越南 ２７

７ 瑞典 １００ １７ 捷克 ２５

８ 波兰 ８８ １８ 英国 ２２

９ 德国 ６６ １９ 法国 ２１

１０ 苏丹 ６６ ２０ 西班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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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世界木材供需特点和分析
１、２０３０年全球的木材生产和消费，薪材依然占半数以上。根据

ＦＡＯ的预测，到２０３０年，全球的木材总需求量将达６２３６亿ｍ３，其

中工业材为２４３６亿 ｍ３，占３９１％；薪材为３８亿 ｍ３，占６０９％。

薪材需求的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非洲对薪材和木炭等传统燃料的

需求继续增加，欧洲地区为实现２０２０年的减排目标，为使可再生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２０％，亦将扩大生物质能源的消费。

２、工业材消费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和优化。其变化的主要特点

是，通过不断改进加工工艺和生产设备，可以小径材和速生材 （主

要来自人工林），以及各种木材剩余物和废弃木材 （含废纸）为原

料，生产出可以代替原来必须以天然林大径材为原料的高附加值产

品。这种情况可以从ＦＡＯ对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各种木材产品的发展预测

得到充分证明 （表７）。

表７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主要木材产品发展速度对比

产品
２０２０年产量

（百万ｍ３）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均增长率 （％）
２０３０年产量

（百万ｍ３）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均增长率 （％）

工业用原木 ２１６６ １８ ２４５７ １３

锯材 ５２０ １５ ６０３ １５

人造板 ３８８ ３４ ５２１ ３０

纸和纸板 ５６８ ３０ ７４３ ２７

注：纸和纸板产量为百万ｔ。

从表７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可以利用小径材、速生材和各种木

材剩余物及废弃木材为原料生产人造板 （尤其是刨花板和纤维板）

和纸及纸板，其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锯材和工业原木。

３、全球工业材生产将以人工林为主体，以人工林木材大幅度代

替天然林木材已成为必然趋势。按照ＦＡＯ的预测，２０３０年全球的工

业材 （原木）产量将达２４５７亿 ｍ３，其中由人工林提供的木材为

１８６亿ｍ３，约占７５７％。与２００５年相比，人工林木材在工业用材

总量中所占比重又上升了近４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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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世界木材供需态势分析

１）供需缺口巨大，仅靠增加木材产量无法满足需求。ＦＡＯ的预

测表明，到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仅锯材和纸、纸板对木材的需求量将分别

达到３０４９亿ｍ３和３８７４亿ｍ３ （均按原木当量折算），而届时的木材

供应总量却只及２１６６亿ｍ３和２４５７亿ｍ３，供需缺口高达８８３亿ｍ３

和１４１７亿ｍ３。显然，为平衡未来的木材供需，必须采取开源和节流

并举的方针，只依靠增产木材，无视节约代用是根本行不通的。

２）通过大力发展开源和节流，世界森林资源可以满足人类未来

的木材需求。ＦＡＯ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工业材产

量增长缓慢，甚至一度出现微降 （如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但全球的木

材供需基本上是平衡的。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除

了得益于大力发展速生人工林和通过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木材产

量外，大力发展３Ｒ利用 （即节约利用、回收利用和循环利用 Ｒｅ

ｄｕｃｅ，Ｒｅｕｓｅ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也是极其重要和发展潜力巨大的因素。

事实上这种木材供需平衡状况早已为过去多年的生产实践所证实。

如在２００５年，全球的工业材消耗量已达 ２５亿 ｍ３ （按原木当量折

算），但工业材产量却只及 １７亿 ｍ３，仅占全部消费量的 ２／３左右

（６８％），而其余所需木材 （原木当量）均靠循环利用和回收利用解

决 （回收废纸约５亿ｍ３，约占２０％，各种木材加工和采伐剩余物约

３亿ｍ３，约占１２％）。又如，制浆造纸是消耗木材最大的行业。１９９１

年全球共生产纸和纸板２４３３６４万ｔ，如果全部以纸浆材为原料，共

需木材９８５６２４万ｍ３，约占当年工业材总产量的６２９％，这显然是

不可能的。实际上当年由于大量利用回收废纸 （８７９８２万ｔ），相对

节约了３１６６６３万ｍ３木材，即废纸在造纸原料的比重为３２１％。到

２００５年，回收废纸在全球造纸原料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４４６％，

而且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在中国，目前的造纸原料中，废纸所占比

重已高达６０％，中国近年来纸和纸产品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靠大

量应用废纸 （含进口废纸）来支撑的。从发展趋势来看，３Ｒ利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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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解决木材原料问题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扩大，通过大力发展回

收利用和循环利用获取的木材原料即将达到木材原料总消耗量的

４０％，甚至更高。

按照ＦＡＯ的预测，全球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的工业材产量均略高于其

消费量，供需缺口分别为１００万 ｍ３和２１００万 ｍ３。分析认为，ＦＡＯ

之所以做出上述乐观估计，除上述的开源和节流措施外，可能还出

自以下考虑。首先，在当代社会广泛应用的木材、金属、水泥和塑

料四大原材料中，木材是唯一可再生资源，如果因木材需求快速增

加，供需缺口拉大，从而导致木材价格大幅上扬，这样就会调动人

们经营林业的积极性，大力发展造林和强化经营，以增加木材产量，

因土地转换利用导致的毁林现象势必将大幅减少。其次，当代经济

社会已进入原材料多元化时期，如果木材价格暴涨，远高于金属等

原材料，尽管人们偏好于使用木材，但其被其他材料取代的情况依

然不可避免。客观上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亦会抑制木材价格的过速

上涨和过度消费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老人健忘　食物帮忙

有关专家提出吃下列食物，对增强记忆力有一定帮助。

大豆：合有蛋黄素和丰富的蛋白质，每天吃一定量的大豆，有利于增强

记忆。

蛋黄：含有蛋黄素、蛋碱等脑细胞必须的营养物质。

牛奶：含有蛋白质和钙，可供大脑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可解胆固醇，使脑

血流畅通，是理想的健脑食品。

卷心菜：富含Ｂ族维生素，能防脑衰老。
木耳：含蛋白质、脂肪、多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是补脑，

健脑的食品。

香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钾离子含量较高，常食可健脑，有预防

精神疲倦的作用。

芝麻：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等。

此外，常吃花生、核桃、黄花菜、蘑菇，也有利于增强记忆力。

（张清华摘自百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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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护工作的问题和进展

孙　兴

“森林保护”是我国建国以后，兴起的一门新的科学。始建于

１９５８年 （以全国林业重点大学内设立 “森林保护”专业的时间为

准），在半个多世纪内随着其它学科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更是随着我

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在逐步提高。现已成为林业建设中不能缺失的重

要环节，逐步得到了更多人们的重视。

实践证明，森林保护在造林和营林过程中，对造林的成活率、林

木保存率起到了重要的保障性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大面积营造的人工

林和经济不甚发达地区，以及林业资源缺少的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森林保护工作的实质内容是森林病虫害防治。随着科学技术在

国际交流进一步深入，对森林保护工作也有一些新的提法———森林

有害生物的防治。这一提法表面看起来是充实了森保工作，带有强

烈的时代感，并且似乎也提高了森林保护工作的地位。其实他们也

深知森林有害生物中森林病害、虫害 （已知的和已经被发现的）是

主线，是主要的矛盾方面，也是当前森保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和

研究、防治的对象。然而，在森林有害生物这个概念中，涉及到的

学科不仅仅是病虫害及其防治，而是多种的，涉及到的问题也是十

分复杂的。自然界中的森林有害生物，是个庞大有机生物链的一部

分，其中有些是已知的，有些还是未知的，它超出病虫害的范围甚

远，如杂草、动物、入侵生物和未发现的有害菌物等等。这种提法

把自然环境因素对森林、树木的影响排除在外，所以它概括不了森

保工作的全部内容，影响着森林保护工作者的正常思路，更是影响

着森林医学这个理论在实际研究、教学和推广工作中推行。因而，

我认为森林保护主要工作就是 “森林病虫害防治”（过去林业主管部

作者简介：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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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森保工作内容是：①病虫害防治；②乱砍乱伐；③森林防火。

现在后二者都已从 “森保”剥离出去，分别由森林公安和林政二个

部门专门负责）。这是个历史的进程毋庸置疑。

一、森林病虫害始终是造林、营林中主要抓的技术

管理内容

杨树，以北京杨为例，苗期有金龟子、蛴螬、大灰象甲、溃疡

病，长大后有青杨天牛、光肩黑天牛、溃疡病、腐烂病，甚至有的

林子 （或者是在某一地区分布的），遭病虫的危害而死亡后不得不改

栽植其他树种。毛白杨虽然比北京杨抗病虫，但其一生也遭网蝽、

蚜虫、桑天牛、破腹病、腐烂病、锈病、根癌病等多病虫的危害，

生产者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防治。北京地区以油松为代表的针叶

树种，常年遭受松毛虫、松大蚜的危害，是生产管理部门每年的主

要防治任务，甚至采用飞机喷药除治，但仍难以全面控制。为此，

林业部在５０—６０年代曾组织过南方１１省、北方９省的松毛虫防治协

作组，进行群防群治。其他树种的病虫害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与本市有关的还有板栗、柿子、枣、核桃、苹果、梨、葡萄等多种

鲜果，也常年遭受病虫的危害。

二、森林病虫害随着林业事业的发展也随之出现各

种新的病虫害，其发生的范围、程度和周期各异

根据我们多年调查表明，某些已经被控制了的病虫害仍有抬头

的趋势，如美国白蛾，松萎蔫病等；有些病害更是久治不愈的，如

杨树溃疡病和天牛；有些是老病复发的，如果树腐烂病、葡萄霜霉

病、油松毛虫、杨小舟蛾；有些是久病未治的，如根癌病；也有些

是新发而束手无策的，如杨、柳根朽病，黄栌枯萎病，板栗病毒病，

杏细菌穿孔病等，甚至丰花月季的黑斑病及叶蜂等，至今也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当今首都的绿化美化面积以几十万亩的数量递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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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底将达到１００万亩。它一定会带来相应的新的病虫害，如已

发现的松皮小卷蛾和榆树溃疡病等。这给森保工作带来新的课题，

提示人们一定要高度警惕。

三、当今除一些侵染性病害给林木造成危害外，更

多的是非侵染性病害

不按适地适树的原则，盲目引进外省市的苗木，或将高海拔分

布的树种栽植到平原，当今更是盛行反季节栽植，违背植物的生长

规律，也是造成树木生长不良的原因之一；再有栽大树、留小根，

有的阔叶树苗木带叶栽植，有的修剪不科学合理，致使树木生长不

健康。我们森保工作者就是要救治树木，保证树木健康生长，提高

树木本身适应能力。

四、生物多样性，混交林与病虫害发生的相关性

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在森保界、林学界的一种观念。一般说营造

纯林容易引发病虫害，营造混交林能控制病虫害，甚至营造了混交

林病虫害就不能发生。我近六十年的实践中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做混交，如阳坡、半阳坡种植侧柏，阴

坡半阴坡种植油松，算不算混交；山坡上部种板粟，山坡中部种核

桃，附近又有果园算不算混交。是否这种块状形式不算混交，只有

行间才算混交，诸如此类，病虫害没有什么改变。有些树种倒是不

能混种的，如苹果、梨和桧柏，苹果园附近种植北京杨，有可能加

重苹果轮纹病，杨柳苗圃地间作白菜、萝卜使大青叶蝉容易发生。

我认为：纯林病虫害发生比较简单，防治也比较容易。树木渡

过幼林期后，一旦郁闭，森林的功能就体现出来，病虫害自然得到

控制。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西班牙、以色列，都大面积种植油橄榄，

则病虫害很少发生，京郊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种植的片林生长茁壮，

一旦出现少数几种病虫害，防治都很方便。倒是各个景区、公园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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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类繁多，病虫害多层次出现，生长中要不断加强管护，才能使

病虫害得以控制。因此，我认为园林式的绿地，势必增加病虫的发

生，因而增加防治上的难度，反而不利于病虫害的控制。

北京市近一、二年造林的速度之快，面积之大，树种之多是前

所未有的，从而应该看到森保责任之重大，不可掉以轻心。要预想

到病、虫害大发生的可能，同种的树木多了，面积大了，使害虫扩

大了生存环境，给病虫害提供了传播机会，因此一些常态化的病虫

害要注意，如美国白蛾、白粉病。同时要注意那些新出现的病虫害，

避免种群的定居，如松皮小蛾。还应增强我们的预见性，要估计到

哪种树木，哪种苗木会发生哪种病虫害和病害，加强这方面的监测。

群众造林与专业造林不同，可能在栽植技术、树种选择、苗木

质量、起苗时间、苗木保护等出现某些问题，这些通常属于非侵染

性病害，我们森林保护工作者都要科学应对。

五、关于 “森林医学”

当前森林保护学，尤其是植物病理学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多

年来因环境条件变化，栽植不当，选种不宜，管护不力，不了解树

木的生物学特点造成技术管理措施的失误，致使树木衰弱或枯死，

其后又导致病虫害大发生的事例已不胜枚举，这些无不与传统的观

念有关。以往对病虫害的态度，仅面对单纯的 “病 （病原物）”和

“虫”，制定防治和研究方案时，大多是一对一。“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方针提出后，又将多种防治方法盲目地叠加在一起，或者将

多种农药毫无根据地混合，这种现象在果园防治中更为多见。也有

的不考虑生态条件，特别是对微生态环境不甚了解，而造成防治上

的失误。上述这些情形，给树木造成的影响都不是因某些病原菌的

侵入或昆虫的侵入造成的。因而 “植物医学”提上议程。随着社会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需求的不断变化，原有的植物病理学

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及其应用已不能更好地适应病、虫害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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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治技术的发展，不能合理地解释和解决生产上不断出现的新问

题。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能识别病虫害，更要能预防病虫害，控制病

虫害，才能适应当今生产上的需要，要达此目的，必然要进入以生

态学概念发展起来的 “植物医学”。植物医学的任务就是要采取一系

列的措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保持植物的健康或缓解病虫害发

生，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们所做的 “杨树

溃疡病综合防治研究”以及在大兴区半壁店森林公园的实践，就是

一个很完整的例证。在这次实践中，除对溃疡病原菌的研究外，更

多的是着眼于控制发病条件，保护苗木自身健康，促进苗木根系迅

速发育，从而降低溃疡病的发病率，也提高苗木的成活率 （造林成

活率）。

植物医学与人类医学一样，要建立在多种学科上。面临森保工

作者的任务是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实现 “植物医学”的

理念，不但要了解病原物、害虫本身，更要了解病害发生和害虫发

生的条件，更要熟知各种环境对病害、虫害的影响，对寄生物和寄

主等都要考虑。所以需要专业工作者不断努力，深入实际，深入观

察和扩大思考范围，才能在植物医学领域内有所前进。才能不断充

实植物医学内容。这样才能使森林、树木的生长得到良好的管护，

使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处于生态平衡。

六、关于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

曾有人向我，是先有生物防治还是先有化学防治，我的回答是，

先有生物防治。为什么？因为大自然中生物界以食物为主导的生物

链是自然形成的，是生物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化学防治则是

在这种食物链的某个环节对人类造成麻烦，影响了人的利益时，由

人类想出的办法，选取化学物质杀死或抑制这类生物而产生的，应

该说化学防治是积极的。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生活逐步提高，

“寂静的山林”一书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固有的思维，指责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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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累积中毒、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有碍健康等，谈及化肥及化学农药就谈虎色变，其实这是人类科学

的进步和不断研究的结果，而生物防治则无人这样细致深入的研究，

实际放蜂、释放虫生真菌、发生病毒后深层的情况对人的影响，对

社会的影响，了解尚不多而已。然而，我认为，在 “植物医学”理

念中，二者都是防虫、治病的方法，无须相互指责。如同剧毒杀鼠

药，被称为 “华法林”的是治疗人类心脏病 “房颤”的特效药。此

乃，不是给人们更多的启示吗？

参考文献：

［１］裘维蕃植物病理学的演化 ［Ｊ］植物病理学报．１９９１，（２）：８１－８７

［２］管致和植物医学导论 ［Ｍ］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农业局植保丛书编委会植病组编著陈延熙译植物病害

的发生和防治 ［Ｍ］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

［４］沈瑞祥，杨旺，周德群森林保护与森林医学 ［Ｍ］西南林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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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孙兴植物医学是当今农林生产的客观需求 ［Ａ］北京植物病理学会植物

病理学概念和理念新认识研讨文稿汇编２０１１－０９

［８］韩金声以植物医学理念认识植物病理学的基本概念 ［Ａ］植物病理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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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孙兴，沈瑞祥，杨旺，等环境植物有害生物的可持续控制是２１世纪首都绿化

美化可持续发展的保证２１世纪的首都绿化 ［Ｍ］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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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进一步提高森林保护工作水平

———对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的几点意见

邱守思

我国是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林业有害生物频繁

发生的国家。据悉，仅在 “十一五”期间，每年平均发生森林病虫

鼠害面积达１．１６亿ｈｍ２，每年造成林木蓄积量损失２５５１万ｍ３，林

木死亡４０００多万株，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１１００多亿

元，相当于林业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

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防控林木有害生物工作，加强宣传教

育，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调集人力物力，加大防控力度。近几年

来，每年平均防治面积近８００万 ｈｍ２，有效地遏制了灾害严重的态

势，减少了林木损失，维护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

森林保护工作水平，实现 “预防为主，有效控制”的目标，构建生

态安全的格局，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加强对基层工作的组织领导

防治森林病虫害是一项严格而细致的专业工作，在实施过程中

稍有疏忽很容易影响防控效果。近年来，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

户林地流转等原因，基层参加防治工作的新手较多，对操作不熟悉，

需要由县 （区）级森防检疫站组织，采取专题培训、现场示范或印

发图册等形式，对森防员 （护林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

山东省东营市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服务的防控机制，

组建多种形式的专业防治合作社或专业队伍，建立健全美国白蛾等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招投标制度，尽量应用大型防治器械，大大提高

作者简介：国家林业局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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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治效率，使全市９０％以上的林木实现了专业化防治。上级有关

部门应在适当时期，组成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控督查组，深入基层

检查防控措施进行情况。

二、推进森林经营管理举措

森林经营管理与森林病虫害防治有着密切的关联。经营得好的

森林，生长环境稳定，林木抗逆性增强。本着 “三分造、七分管”

的理念，对新造幼林，特别是单纯林，应设专人养护，按照树种生

长特性，及时进行松土、除草、保墒、修枝、补植、施肥、间伐、

监测等管理措施，把灾害控制在萌生阶段。有条件发展林下经济的

林区，结合经营管理，既促进了林木生长，又获得了一定效益，值

得提倡。对生长不良的成林，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人工促进措施，

调整林木结构和树种组成，优化林木生长环境，逐步提高林分质量，

加快森林资源的培育，维护林木生长的安全。对以发挥生态效益为

主的造林绿化，倡导营造混交林。２０１２年以来，北京市启动实施了

平原造林工程，提出遵循近自然原则，在植物配置上，讲求树种多

样、针阔混交、乔灌草结合，并选出适合种植的乔灌木４０种。不久

的将来，京都不仅有优良的生态环境，而且具备多彩的景观。这一

做法值得类似区域借鉴。

三、力求科技支撑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林业生产上的薄弱环节，还不能真正做到

“未病防病，有病治病，无病保健”的成效。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

础上，加深对 “森林健康”的探究。美国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就

进入以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的现代系统保护阶段。我国应创立

“生态防治”的理论和模式，努力提高现有防治水平。“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林区的作业条件较差，交通不便，除了改进现有的防

治药械外，应与有关部门协作，研发智能飞行控制器 （无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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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从事监测、喷药等作业。目前，有的地方沿用背负式喷烟机弥

漫施药，既污染环境，又消耗油料，国外早已停用，需研究用粉炮

等替代。国内在生物防治措施 “以虫治虫”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

但对天敌昆虫与害虫密度的关系、天敌在自然界的适应性和持久性、

工厂化繁育等，尚需进一步探讨。此外，对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种类，

应分别制订为害的等级标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四、持续培养人才

保护森林是一项社会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有条件的林业高等院校，应恢复或设立森林保护 （林业有害生

物）专业。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建立森林医学专业。同时，在

招收本科生的基础上，再招收一定名额的林病、林虫硕士、博士研究

生。对森保专业四年制本科生，除安排必修的课程外，可考虑增选

林业经济学、森林经营学、森林旅游管理学、生物统计学、遗传育

种学、益虫益菌繁育学、检疫检验学、果树栽培学，以及电脑使用

和维修、摄像和显微摄影、遥控和遥感等，实现毕业后 “本专业熟

悉，跨专业也会”的培养目标。软硬件齐备的高等院校，可附设森

林疾病研究室，结合科研，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高等院校应不断

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及时掌握世界森林病虫害防治科学的新进展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上半年甘肃省苗木销售额逾１８亿元

记者从近日在兰州召开的第二届西北绿化苗木洽谈会上了解到，近年来，

甘肃省紧紧围绕 “大地增绿，农民增收”两大目标，加大苗木产业发展力度，

全省苗木产业不断向专业化、规模化、区域化方向发展，育苗面积已由２００８年
的１９６５万亩上升到去年的３０８１万亩。仅今年上半年，全省苗木销售额已达
到１８７９亿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西北地区及全国各地绿化苗木生产经营单位间的信

息沟通和交流合作，省林木种苗管理部门联合省内苗木龙头企业举办了此次西

北绿化苗木洽谈会。

（郭广荣摘自中国林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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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见闻

刚果 （布）巡礼

徐春富

由于经援工作需要，我曾在刚果的黑角市工作生活了两年，那

里的人民很友好，其风土人情、森林景观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

象，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刚果是一个阳光充足、雨量丰富、植被生长茂盛的美丽国家。

刚果地处非洲中、西部，刚果盆地西缘，地形多样，有高原、山地、

平原和丘陵。刚果东南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北部和中部属于热带雨

林气候。刚果巴泰凯高原面积达１１２００ｋｍ２，覆盖着大面积的原始森

林，林木葱郁，树种繁多，是中非地区著名的热带雨林地区之一。

刚果年平均气温为２７℃，年降雨量１０００～１６００ｍｍ，西北部则高达

２０００ｍｍ。刚果赤道以北地区１１月至翌年３月为雨季，４—１０月为

旱季。黑角地区１０月至翌年４月为雨季，５—９月为旱季。刚果是一

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在３４２万 ｋｍ２的土地上，仅居住着４２０万人口。

首都布拉柴维尔周围的地区有连绵起伏的丘陵、繁茂的杂草、翠绿的

树木。再往北接近赤道，风景被沿线的浅橙色土地和茂密的热带雨林

所代替。那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着低地大猩猩和黑猩猩以及各种猴

科动物。黑角市是刚果第二大城市，又是刚果最佳的旅游度假城市。

黑角市的宾馆、旅馆和酒店，干净整洁，其档次要比首都布拉

柴维尔的高。黑角市还是刚果的出海口，全国运输主要靠海运。黑

角港是非洲西海岸重要的港口之一，有１３个深水泊位，水深１０～

１３２ｍ；年吞吐量约为１０００万 ｔ，还是周边国家货物进出口的集散

地。黑角市又是刚果重要的渔业基地，海产资源十分丰富。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信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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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金日”、“荣昌”等三家渔业公司在黑角运行多年，为丰富当

地市场的海鲜产品做出了贡献。中国援助刚果的物资，中国在刚果

的企业货物进出口业务都在黑角港口。黑角市内不少马路两侧以芒

果树作为行道树，居民院子通常种植有芒果、香蕉、橘子和各种颜

色的三角梅及其他热带花卉品种。黑角市有近１６００ｍ的海岸线。沿

大西洋海岸及河口有茂密的红树林和丛竹生长。黑角海滨红树林区

栖息着大量的非洲白鹭，它们一会儿成群起飞，一会儿又成排地落

在红树林中，它们常在红树林周围的水中捕食小鱼。黑角市还有金

色的沙滩，那里有一排排简易的酒吧和海鲜烧烤点，是当地群众和

外国游客常去的地方，还是人们游泳和钓鱼的好地方。黑角市与刚

果其他城市一样，到处有高大油棕树和椰子树，树上果实累累，远

远望去，蓝天碧海绿树，好一幅美丽画卷。刚果人和非洲其他国家

人民一样，居民食用油以棕榈油为主。黑角海滨一带拥有丰富的海

上石油资源。目前法国石油公司和刚果合作，正在开采海上石油。

每当夜幕降临，黑角海边石油钻井架上的灯光闪闪发亮，给黑角市

增添一道靓丽的景点。

黑角地区还拥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最出名的是多利吉和马永贝

林区。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参观了离黑角市１６０ｋｍ的多利吉林区，那

里茂密的原始森林一眼望不到头，层层叠叠，颇为壮观。公路两侧堆

有圆木段，正等待外运。我们专家组驻地正是刚果一号公路经过的地

方，每天都有装满圆木的大卡车经过，驶向港口，用于出口。由于一

号公路还没有修到马永贝林区 （中国中建某公司承担修筑任务还未完

成），所以我们无法到达那里，据说马永贝林区森林景观比多利吉林区

还要好，森林面积更大。此外，黑角地区人民经过３０～４０年的努力，

营造了大面积的白皮桉人工林，白皮桉是一个速生树种，生长快，用

于生产纸浆。在刚果的北方有一个叫奥扎拉的国家森林公园，面积有

１３６００ｋｍ２，建于１９３５年，是目前非洲最大最不为人知的自然生态保

护区。据说，这个保护区内有几百种鸟类和大量的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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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是一个森林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截止２００３年，全国拥有２

２２０万ｈｍ２的森林，森林覆盖率为６０％，可采伐的森林接近２０００万

ｈｍ２。刚果森林大致可分为热带常绿雨林、稀树草原林、河岸廊形林

和红树林四大类。刚果热带常绿雨林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即

黑角市所在的奎卢省，它构成了刚果西南沿海和内地的天然屏障。

其次是刚果与加蓬接壤地区的夏于 －尼阿里林区，这是一个木材产

区，该林区盛产加蓬榄 （当地人称之为奥库梅）。加蓬榄材质很好，

出口深受欢迎。第三是北方林区。北方林区主要由桑加地区干质土

壤地带和刚果盆地的水淹地带以及季节性水淹地带构成。该林区是

刚果最大的木材产区。刚果林木种类繁多，大约有３００多个树种。

刚果盛产艳榄仁树、加蓬榄、黑檀木、非洲紫檀、大叶柄桑、非洲

梧桐、非洲楝、非洲桃花心木、胡桃木、红木、乌木和灰木等。桉

树和油棕适应性强，到处都能生长，灰木是刚果特有珍贵树种，用

灰木制成的木雕，很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在非洲其他国家购买木雕

制品是不用上税的，而刚果则要交税。大约２０件木雕制品，海关要

收２０美元的关税。它是以工艺美术品名义增收的。刚果有４０多种木

材可供出口。如加蓬榄、非洲桃花心木、红木等，出口木材的材质

优良，木纹美观，易于加工。刚果木材出口，主要面向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国。

刚果森林采伐主要由外国私营企业进行，国内公司和私有公司

只占很少一部分。刚果木材加工集中于布拉柴维尔和黑角市。据了

解，刚果规模大的制材厂并不多，大概有６～７家，绝大多数是家庭

式的作坊。据我们所知，目前仅在黑角地区就有３家中国私营公司

在那里参与刚果木材开发和加工。其中以河北的张克千先生的中刚

林业公司规模最大，效益可观。该公司除了管理人员外，其伐木工

人就有２００多名，这支队伍由中国人、当地人、马来西亚人组成。

该公司在奎卢省林区采伐木材，采伐下来的木材主要用于出口其他

国家。另一家是温州人叶向阳先生的大万福公司，在那里除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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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水泥和塑钢门窗外，还在当地买了土地，盖了厂房，建了一

个规模较大的家具生产车间。他们也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聘请

国内专家和技术力量，雇佣当地工人干活，生产高档美观家用和办

公用家具。除了在当地销售外，还销往周边国家。另外还有福建一

家木材公司也在黑角经营木材生意。

刚果国家森林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

原因，刚果工业生产基础还是相对落后，木材采伐依赖国外公司、

森林采伐机械化程度不高、木材深加工能力低等，导致刚果林业发

展缓慢。刚果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木材依然是刚果重要的燃料。

一些城市虽然有天然气供应，但仍然有不少居民因用不起，依然使

用木材、木炭作为燃料。在农村更是如此。刚果木材除了出口、做

燃料外，还用作造船、建房、制造家具等。刚果木材利用率不高，

生产的木制品中精品少。正是这样，刚果林业发展、木材深加工的

空间还很大。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森林资源少的发展中国家，而刚果则是

一个地广人稀、森林资源很丰富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刚果友

好历史悠久，中刚两国人民友谊深厚。中国和刚果都是发展中国家，

在经贸领域开展合作是有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走进非洲，与刚果在

林业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我国的工业基础、

技术力量都优于刚果，如果中刚两国开展林业合作，合作领域广泛，

合作前景看好，其理由如下：

１、近半个世纪以来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２日中刚建交），中国和刚果

一直在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基础上交往，中刚友谊历史悠久。今

年３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刚果，中刚两国元首在传统友谊的基础

上建立中刚两国团结互助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为中刚林业合作奠定

了政治基础。

２、最近３０多年，中刚两国经济交往突飞猛进。中国公司通过公

开、公平竞争方式，中标承建首都马亚国际机场扩建工程、议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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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外交部大楼、刚果一号公路等工程。援建黑角市卢旺基里医院

和首都中刚友好医院。北京住总、北京建工集团、中国华为公司等

单位参与刚果的经济建设。有的工程已竣工，并移交刚方使用，刚

方甚感满意。

３、目前刚果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尤其是国家新宪法赋予

总统一系列新权力，并将总统每届任期从５年延长到７年。刚果的

木材和石油是该国家的两大经济支柱。

４、空中海上交通便利。我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每周都有

航班 （埃航）飞抵布拉柴维尔和黑角市。我国天津、上海和广州的

轮船可以直达黑角港口，轮船单程时间在３０～４０天左右。

如果中国与刚果合作开展林业活动，有利条件很多，但是也应

注意到境外合作，其风险要比国内大，受投资环境的约束，对刚方

法律、法规不甚了解，还有语言上的障碍。中国林业系统部门要参

与刚果的经济建设，首先要做好合作前期的调研工作，对项目要做

可行性分析研究；其次要选好合作伙伴，选择有实力，有信誉的合

作公司，防止上当受骗；第三是资金、管理人员、营销方面要到位，

各项工作要做到细而再细；第四要与国家经贸部门、中国驻布拉柴

维尔大使馆经参处、布拉柴维尔和黑角市的华人联谊会取得联系，

争取他们的支持，做到有的放矢，万无一失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香菜排肾毒

多年来我们的肾过泸并去除血中的
!

份，毒素，或任何我们身体所不需要

的杂质。日积月累下，
!

积成堆，需要清洁一番，而我们该如何去清洗呢？真

的是好容易啊！买一把香菜 （莞荽）洗净切碎末，放入锅中加入清水，汤滚沸

后再煮十分钟后关火待凉，凉后过滤取汤水入瓶中放到冰箱冷藏。每天喝一杯，

你将会留意到所有的
!

和累积的毒素经由尿液排出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

香菜 （莞荽）是天然的肾脏清洁剂！

（张清华摘自百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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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创办的 《通讯》是内部不定期刊

物。《通讯》以遵照科学发展观，立足我国的国情和林情，着力林业

深化改革，加速林业建设；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开发林业多种功能，

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提升林业建设水平，把现代林业建设全面推向

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为宗旨，全方位报道对林业建设有前瞻性、全局性、

开创性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并对其进行探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服务，我们真诚

地欢迎老教授协会会员积极投稿。现将征稿原则通告如下，请赐稿

者积极合作。

１、来稿标题要简练、贴切，力求概括主题；内容要真实、观点要明

确、论据要充分、数字要准确、文章力求短而精，一般不超过５０００字。

２、文字要通顺、逻辑性要强、标点要正确；图表要清晰、准确。

３、文中计量单位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４、参考文献一律引自公开出版物；文中引用序号应与编号一

致，并在引用部分结尾处右上角的 〔〕号中标上引文序号。

５、作者请写真实姓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Ｅｍａｉｌ信箱，

以便及时联系。

６、来稿电子版请用 Ｅｍａｉｌ发至 ｌａｏｊｉａｏｓｈｏｕｔｘ＠１６３ｃｏｍ王士坤、

张作芳或郭广荣收。

如系手写稿请寄：１０００９１北京颐和园后中国林科院科信所老教

授协会 《通讯》编辑部收或 １０００８３北京林业大学 ７３号信箱沈瑞

祥收。

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 《通讯》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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