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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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

的主体，森林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林业

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

更好的生态条件。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２０１７年１月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国家林业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建龙指出，准确把握林业发展形势，核心要求是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掌握总书记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和林业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理解总书记赋予

林业的新使命、提出的新要求，切实增强推动林业改革发展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准确把握林业发展形势，根本任务是用习近平总书记

重大战略思想指导林业改革发展，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视林业的战略

意图，全面落实中央强林惠林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林业现代化建

设上新水平；准确把握林业发展形势，基本方法是认真研究国家重

大决策部署对林业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深刻影响，在把握大局、服务

大局中寻求林业发展新机遇，推动林业实现更大发展。抓住林业发

展新机遇，要深刻地认识到：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将扩大林业



发展红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提高林业综合生产能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必将促进绿色惠民，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必将吸引更多

资金进入林业。

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主办这份 《通讯》，将认真学

习、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

要求，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会员为宗旨，紧密

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和林业建设发展中的理论及实践，给老教授、老

专家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和研究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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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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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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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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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设有：“学术讨论”、“人生感悟”、“缅怀前辈”、“历史回顾”、

“林业要闻”、“养生保健”、“信息荟萃”等栏目，为老同志老有所

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服务。

２０１７年是实施 “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化之年。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总书记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引，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持之

以恒推动林业改革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营林实践中树木性状的 “衰败”与防范

黄　铨

在２０世纪中叶，“林木育种”发展成了林学领域的一门独立的

学科，加速了树种改良与良种繁育的步伐，使林产业获得更为丰厚

的效益，林木育种工作在林业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值得称道的

作用。

但是面对林业生产实践的现实，我们还要看到，在林业发展中，

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导致林木向人类要求逆向发展的倾向。这种情

况已经被林学先导们所注意，如德国林学界倡导的 “近自然林业”

的理念与实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林业实践者们也并非对此都有

了足够的警觉。现根据笔者所接触的一些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和

意见。供参考。

一、无性繁殖条件下性状特征的 “衰败”与防范

通常认为树木在无性繁殖条件下会保留母体的固有特征和特性，

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种看法并无不妥，但若深入作些剖析的话，

特别是从生活力的角度看，尚有许多需要讨论的地方。

拿杨树来说，杨树的多数树种是用无性繁殖法生产苗木。经过

多 “轮次”的繁殖，不少树种或品种，生活力显著下降，特别是无

性繁殖容易的树种，像早年在北京大量栽培过的钻天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ｉｔａｌｉｃａＭｏｅｎｃｈ）等，没有经过太久的繁殖与栽培历史，就因生活力

衰退、抗性低能，退出了栽培者的视线。毛白杨 （Ｐ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Ｃａｒｒ）是我国特产、分布甚广的乡土树种，无性繁殖比较困难。早

年多用根蘖苗繁殖，性状特征可基本保持。由于毛白杨具有多重优

良特性，广受喜爱，人们不断研究扩展繁殖的技术手段，如在上世

纪５０年代，苏振海研发出毛白杨埋条育苗法，扩大了繁殖材料的使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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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以后又有多种埋条育苗方法和技术付诸实践。栽植毛白杨

的数量增加了，但环顾当今毛白杨的生长状况，有相当数量的毛白

杨生长衰退、树冠失衡、病害严重。

柳树是我国重要的城乡绿化树种，易繁殖。既可种子繁殖，也

可扦插繁殖。早春柳籽飞絮可自然扩繁，在飞絮自然繁衍条件下，

没有生活力衰退现象。当人们多 “轮次”以插条育苗方法培育苗木

从事栽培后，则出现树体早衰现象。像旱柳 （Ｓａｌｉｘ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Ｋｏｉｄｚ）、垂柳 （Ｓ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Ｌ）等，甚至可以看到栽植仅仅１０余

年，乃至仅有几年，就出现树体衰败现象。这和在颐和园见到的有

数百年树龄的柳树，区别何其大矣。

“三北”防护林带是我国在 “三北”地区防风固沙、改造自然

环境的重大举措，林业主管部门领导和广大民众投入了多年的劳动

和心血，建起了改造自然环境的新的 “万里长城”，起到了维护和改

造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三北”防护林带的营造，使用了众多的以

无性繁殖方式生产的苗木。以这些苗木营造的防护林带，有相当比

例的植株提早衰败，失去了其原有的姿容和价值。原因可有多个方

面，但以失当的无性繁殖技术生产苗木，应是其重要原因。

为什么在无性繁殖条件下，会出现树体早期衰败，而早年以飞

絮中的种子繁衍后代，则可有多达百年以上的旺盛生长期呢？大家

都知道，种子是由雌雄配子体结合而形成的新生个体，从个体发育

过程来看，是一个新生个体生命过程的起点，是最幼化的活体。无

性繁殖时所使用的繁殖材料则是一个生命个体生长发育过程的某一

个时段。根系部分生理上接近于新生个体的幼化期，地上部分则随

着个体发育过程逐渐老化。最早生长出来的枝条在生理上接近于幼

龄期，而愈晚出现的枝条则愈老化。所以采条繁殖新生个体时，以

不同部位枝条作繁殖材料，就会产生幼化程度不同的个体。以老化

枝条或芽体繁殖的新生个体，栽植后则会形成 “小老树”，出现低龄

衰败现象。我们见到的树木低龄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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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是从 “老龄化”的条穗生产的苗木递次用于造林造成的。

在同一树木个体，不同树龄时段形成的枝条乃至芽体，其性状

的表现状态是变化的。虽然栽培条件的变化会出现多种异态，但本

质上插条苗所显示的是其基因型加上老龄化的变型。从无性系亲体

不同年龄时段或部位所采枝条或芽体，是支配树体变型的重要因素。

我们不能把无性繁殖的苗木视作由种子培育的苗木。在无性繁殖的

实践中，由于分生组织的加龄，基本型相当的个体，不同年龄时段

的枝条或芽会出现不同的表型，研究者将其称作 “年龄效应”

（ｃｙｃｌｏｐｈｕｓｉｓ），只是不同树种的显著程度有别而已。但年龄效应是普

遍存在的。扦插苗所显现的是基因型加上年龄效应，扦插材料的年

龄愈高，这种苗木栽植后老化程度也就愈趋严重。这是育苗和造林

工作者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当今的林业实践中，是令人头痛的，辛辛苦苦培育

的苗木栽上不久，树体就趋于老化，与栽植者的愿望形成了巨大的

反差。

在实践中能否克服弊端，使营养繁殖的苗木能够与实生苗木有

相同或近似的生长历程呢？完全相同不可能，但可以有 “近似”。基

本要点是使用幼龄时段的器官或组织作为繁殖材料。

第一，利用欲繁殖推广的新品种的原种的根系，通过组织培养

手段繁衍新生个体，这种个体在生理上是幼化的，比较接近由种子

繁殖的新生个体。

第二，根蘖苗在生理上也比较年轻幼化，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

段，诱导根系尽多繁衍一些新生个体。早年毛白杨常用此法繁衍，

效果良好。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上述繁殖手段，无法满足造林的现实需要，

只有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繁育苗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

不同品种的特点，适当控制该无性系品种的繁殖轮次。通常这种无

性系繁殖轮次 （ｃｌｏｎ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不宜过长，当发现已出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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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衰退迹象时，应及时更新栽培品种。

二、实生繁殖条件下树木性状的 “衰败”与防范

运用实生繁殖的树种，也出现不少性状衰败、退化、适应能力

降低等情况。

在我国北方广泛栽培的树种油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Ｃａｒｒ）很

引人注意，经多世代的人工栽培，在不少情况下油松的生长势走向

衰退。不仅树体矮化，而且生长缓慢，枝杈横生。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有近期人工栽植的油松纯林，也有仍然残存的天然林保存下

来的部分油松单株，两者生长势的差距令人惊愕。对于天然林保存

下来的油松单株，现今被人们敬若 “神灵”。约在本世纪初，当地的

技术部门负责同志，陪笔者到鄂尔多斯高原考查，途经被人们 “神

化”的古树时，曾经看到过敬仰者跪地礼拜，并看到树下备有梵香

的香炉，香灰满满。被供奉的油松古树高大挺拔、苍劲浑厚，颇有

可被人敬仰的气势。放眼四望，视线内观望到上百株这样的油松古

树。同行者介绍，在解放初，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古树存在，后来逐

渐减少，沦落到目前这样的散生零落状态。笔者设想，这应当是古

松橡混交林地带的遗存 “宝树”，其气势令人神往。

在鄂尔多斯高原曾多次途经人工营造的油松纯林，考查过这些

油松人工林的生长情况。相比之下，感触良多。原生天然林保存下

来的油松气势磅礴，新栽的油松林的植株简直像 “大灌丛”。

在我国南方营造了大批量的马尾松纯林，长势有好有差，但绝

大多数的人工林无法与马尾松天然林相比。树体矮小，分枝角度偏

大，木材削度大，长势不佳。在上世纪末，笔者曾有机会参访过广

西某林场尚保存下来的马尾松天然林，其林相之雄伟，树体之通直，

长势之强劲是现有的人工林无法比拟的。

在我国北方地区，营造了不少国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行道

树，国槐本是长寿阔叶树种，在抗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及烟尘方面

的能力都比较强。在山东、山西等省，至今尚有 “唐槐”古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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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也曾有高龄古树存留。但环顾今日的国槐行道树以及零星栽植

的植株，有相当部分长势衰退，乃至枯朽死亡。

为什么以实生繁殖方式生产的苗木，栽植后也出现早衰呢？从

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解释，如城市污染严重，使其不相适应；栽

植用地选择未能适地适树等。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人们往往忽略

了造林苗木类型的选用，笔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乃是最重要

的原因。

虽然我国植树造林有悠久历史，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

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林木种子曾通过供

销社收购。可以想象，采种者必在容易采得种子的地区和单株上采集，

而这种采种树必是树体相对矮小、分枝角度大、果实丰盛、容易采集

者。由这类种子育苗造林，相对而言当然不会成长为通直高大的理想

的树体，如果再从这样树体的后代中，选择容易采种单株的种子加以

繁殖，怎么可能形成魁伟个体的后代？再者如果这些生长弱势、结实

较丰的个体之间相互授粉结实，其种子进一步被采集利用，就会形成

加速度的 “负向选种”，使其遗传品质进一步恶化。

当然，我们不是所有树种和全部时间都是靠从群众手中收购种

子而用于造林，所以不能认为我们造林工作的总体均为如此，但这

总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这样的一部分却经常显现在我们日常的所

闻所见。

若造林用种由专业人员到采种基地采种，当然比上述情况要好

得多。但是否就会完全摆脱 “负向选种”的情况呢？事实上，仍然

难以完全摆脱 “负向选种”的倾向，因为树木结实与否不是与其木

材生产快、树干通直高大成正相关，而在很多情况下乃是负相关。

也就是说，木材增速偏慢、分枝角度偏大、树冠较开阔的单株，结

实量相对丰富。这种单株经常被我们作为采种对象。在总的采获的

种实中，这种类型的植株所占比例必然偏多。用人工采集的这些种

子营造新林，其木材生长量递次下降也是必然的趋势。人工林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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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生长速度、木材生产量必然会逐次下跌。从林业总体看，不论是

我国还是国外，一般的人工林的木材生产量低于天然林，乃是普遍

的情况，在我国林业生产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和明显。

要解决这个困惑，有两条渠道可以采用。一是按严格的科学手

段，选择优树，在足够数量优树的基础上，建立专为生产遗传品质

好的林木种子的基地，用以生产林木种子。这种基地被称作不同世

代的种子园。以种子园生产的种子营造人工林，将会突破负向选种

的困惑局面。另一条措施则是随着造林事业的发展，不断通过林木

育种，选育新的适宜栽培利用的新品种。

林业生产周期很长，林业工作者在从事营林活动时，应该有比

较长远的估测，要使用合宜的种植材料以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杜绝

“衰败”倾向，使繁殖材料的遗传品质逐步提高，而不是相反。

国际社会点赞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十

九大将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努力。就像习近平主

席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份努力将让中国经济朝着更加绿色、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及全球

能源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阿德南·阿明说，我非常

赞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可再

生能源也是金山银山。能源转型不仅仅是能源行业的转型，更是整个经济的转

型，能够带来新的机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人们的收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特约科学家伍德罗·克拉克认

为，进行环境保护，发展绿色能源在一开始会是一个需要巨大投入的事业，这

项事业也许一年、两年看不到收益，但是只要坚持做，未来的回报是巨大的。

摘自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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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我国林业科技新局面的思考

———森林资源管理模式、综合治理成果启示

陈谋询

摘　要：为回答我国林业系统是否可以实现自主创新、有没有自主

创新、应该如何自主创新，本文简要回顾林业系统曾经提出与推行

的新理念、方法与技术，叙述创新基础与条件；以初见成效的２个

林分经营模式创新与２项区域综合治理为实证，叙述其产学研协同

与协调、长期坚持与坚守、取得的成果与效益；提出林业各个领域

应该而且可以进行自主创新。建议在适应形势、深入探索的同时，

善于发现、总结、提炼、应用已有成果。对闯出自主创新之路，开

创林业科技发展新局面，推进林业持续提升，进行了简要讨论。

关键词：林业　森林资源管理　综合治理　方式方法　自主创新

一、开创林业科技进步的新局面

６０多年来，我国林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林业科

技的研究与实践，推广与应用，功不可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得到强烈的印证。

林业科技，从引进模仿应用，到引进消化改进应用，到引进开

拓提升创新，现在正在立足自主创新。老林业工作者经历了过去发

展过程，中青年林业工作者正在实践创新。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林

业科技在整体上有没有创新的条件与基础？能否走向自主创新？如

何实现自主创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一些老中青林人通过座谈、考察、交流、分析，

并以两个科、教团队对森林资源管理模式探索的成果，和对两个区

作者简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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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林业综合治理成效的求证，回答了上述问题。推而广之进一步分

析，林业所有领域，不仅在单项上有引进与自主创新，而且在领域

与整体上，有基础、有条件进行自主创新，开创林业科技的新局面。

回顾过去，我国林业产业从木材等单项利用，走向多功能利用、

可持续与生态文明建设，森林覆盖率从建国时的 ８％增加到现在的

２１６％；东北与西南等林区森林资源正在恢复与发展，面积、蓄积、

生长量逐步提升；中原与南方人工林迅速发展；各种防护林已经发

挥着多种功能，最明显的京津冀地区，“万里绿城”锁黄龙；林下经

济、森林旅游、健康养生等事业的兴起，增加了林业产业新内容。

期间，不仅有过 “发展木材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绿化祖国”、

“大地园林化”、“多功能综合利用”、“生态系统经营”、“可持续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脱贫致富”等战略部署和战术

计划；还推出与实践着 “永续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以营林为基

础”、“森林经营：林业的永恒主题”、“以林为主，多种经营”、“林

田地山水路综合治理”、“造林六项基本措施”等理念、方法、技术。

更可贵的是千百万林人的长期耕耘，造就了一支绿色大军，积累了

宝贵的正反面经验，成为林业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基础。

森林资源管理是林业发展的基础与关键所在。它是一个晴雨表，

反映林业状态与水平；是一个集成器，集所有林业有关领域的思想、

方法与技术；是联系林业所有部门、领域的桥梁与神经网络。对此，

业界十分关注它的发展、经验教训、成败。６０多年以来，经历了永

续利用、综合经营、生态系统、多功能、可持续时代，理念、方法

不断发展；基本查清了国家森林资源现状与变化、建立了世界水平

的全国监测体系，以施业案、总体设计、经营方案等形式，规范化

的程序、方法、相应技术，指导区域和经营单位实践活动；引进、

消化、推广、应用森林资源管理数量化、资产化、系统思想、可持

续发展理念，以及抽样、数量化、遥感、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推

动自身与林业发展。同时，造就的千百万人才与积累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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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森林经营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范例

（一）森林经营模式创新———森林资源管理思想、方法与技术发

展综合体现

森林资源是林业的核心要素，科学的管理与经营，需要适应时

代发展与森林资源状态的思想、方法与技术，它们的融合，通过相

应模式指导实践活动。模式是解决同类森林资源问题的有效方式、

方法。特定的资源状态与社会、经济、自然等环境，产生了相应的

管理、经营模式，因此，它具有自然、社会两重特性。我国国土辽

阔，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以及管理水平的差异，是森林资源及

其管理的基本特性，差异决定了多样，多样决定了复杂与不确定性，

任何模式不能适应所有的时空环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我国森林

资源管理，多处于模仿应用国外的模式，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整体上

实行的是引进、消化、改进的方式，主流是按永续利用为指导、法

正林为目标的模式进行活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８０年代开始，指

导思想上开始进入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时代。一方面在法正林基

础上，增加完全调整法、检查法等方法，完善了永续经营模式。同

时，推行了森林生态系统经营，近自然森林经营多模式，可持续管

理、经营模式。在调查、规划、决策、控制的各个环节中，探索新

的方法与技术，走上引进、消化、改进、应用创新的道路。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森林经理”、“我们需要适应我国国情、林情、

可操作的森林资源管理、经营方式、方法”，是几代林人的期望。通过

几代林人耕耘，产生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模式，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二）天然林系统优化经营模式———异龄林经营技术：检查法的

实践与发展

１９８７年开始，北京林业大学于政中教授，开创性地引进这个理

论与技术，在汪清林业局建立试验区，对径级分布、混交比例、蓄

积结构、生长量、择伐强度等进行研究，建立系列的分析和生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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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收获调整最优控制模型。到１９９２年完成了第一经理期的研究，

并进入下一经理期的探索。９０年代中，他的学生与助手亢新刚教授

接班以后，根据可持续森林资源管理的需要，在控制模型中考虑了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因素，进而扩大研究范围与对象，对科学

经营天然林进行全方位的探索，长期坚持，坚守至今。

两代人的付出，３０年的坚持，１０多项课题，５０多名研究生参

与，多方争取７００多万元投入，２次低强度择伐进行调整。收获了一

定量木材成品，且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正向演替，走上可

持续发展之路。根据试验区样地监测，每公顷平均蓄积量从初期的

７０～１３０ｍ３，增加到现在的２６０～３３０ｍ３。３０年，每公顷平均蓄积量

增加２００ｍ３左右，年增６６ｍ３，以此检验了科学经营的效率和效果。

更可贵的是课题组以检查法开始与依托，扩大开展了天然林经营的

研究。２０多年的努力，现已系统总结 “天然林系统优化经营的理论

模型和技术”，其主要结果：分析了１０类天然林优缺点，实证最佳

的是乡土天然针阔叶混交异龄林；定义了 “森林系统优化系统”；提

出了优化系统的主林层、更新层、灌草层、土壤层等４维空间结构

及其路线图；探讨了 “天然林系统优化经营理论模型”；梳理了 “天

然林经营综合目标”；重点研究了主林层的直径结构、树种组成、空

间配置、效益产出、混交比例、林地生产力保持、定期平均生长量

分析等；提出选择天然林成熟林木和天然林林分更新等方法。一系

列理论与技术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技术进行对比分析，

说明其优势。实践 －理论、理论 －实践……几经反复，逐步总结、

提炼、解决着我国林区，一类林分经营的方式、方法与技术。

（三）结构化森林经营研究与实践

中国林科院惠刚盈和他的团队以及试验区的科技人员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开始，坚持、坚守１５年，创建了拥有自主产权的经营模

式———结构化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萌芽、小面积实践，到２００７年正式提出，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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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推广，２０１６年总结问世。从培育健康、稳定、高效的森林资

源出发，秉承可持续理念，综合应用林学、系统科学、地理学、环

境学、管理学等理论、方法与技术，根据结构决定功能的观点，反

映森林组成要素之间以及它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与评价

森林资源状态，调整与控制它的发展，发挥其多功能和效益。经历

了不同区域、不同林分的不断试验、探索，谨慎求证、总结的过程。

在东北的阔叶红松林、西北的松栎混交林和西南的常绿阔叶林、针

阔混交林以及华北的人工林中开展了试验研究与示范推广，共建立

８９块的长期定位监测样地，试验示范林面积５３６０亩，推广总面积

６５９０００亩。东北的阔叶红松林每公顷年生长量增加了１ｍ３以上，年

生长率提高了３０％以上，经营后林分为异龄、复层、多树种混交；

西北的松栎混交林分健康状况明显改善，林分中顶级树种的优势度

得到明显提高，主要伴生树种的竞争优势有所改善，林分的空间结

构和树种组成更加合理，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持和提高，森林质量和

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对照相比，经营林分每公顷年生长量

增加了１４ｍ３以上，年生长率提高了５８％；西南建立了５００余亩的

常绿阔叶经营示范区，经营后林分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林

木的分布格局、树种组成和直径结构得到了有效地调整，加速了林

分的自然稀疏过程；在中国林科院华北林业实验中心开展了侧柏人

工林结构化森林经营的试验，开始了该方法在人工林经营中的应用

尝试，经营后的林分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林木的分布格局、

树种组成和直径结构得到了有效调整，加速了林分的自然稀疏过程，

林分的质量和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了一定

的经济效益。

《结构化森林经营原理》专著以及相关论文，系统总结了其理念

和理论基础、目标与原则、方法和技术、实证，具体操作中的 “五

字一句话”以及本项目的特点，与其它模式的异同。结构化森林经

营特点之一是 “新”，研究实践中十分重视相关方法、技术的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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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总结中可以看到对森林空间结构状态描述和分析、林分调查

与分析、森林生长模型、森林模拟等基础和方法、技术，利于生产、

推广单位执行。根据报道，执行中 “五字一句话”口诀：五字是

“观、测、筛、选、定”、一句话：五观五优一审轻 （无官无忧一身

轻）、五观：“观树干定健康、观树种定混交、观树冠定密度、观周

围定分布、观大小定优势”，以此衡量林木个体的微环境特征和林分

空间状态。

三、综合治理、综合经营———复杂系统管理与经营的理

念与实践

（一）经营、管理复杂系统需要相应的理念与方法

森林资源及其管理与经营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它们的组成要素

多、结构繁杂，且与社会、经济、自然关系密切，具有差异、多样、

变化、不确定等特点，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理念揭示其规律，有效的

方式、方法控制其运行。业界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 “林、田、

山、水、路”综合治理和 “以林为主，林副结合；培育为主，育用

结合；全面经营，永续利用”的综合经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

愿望。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学界进而提出以系统科学观点认识森林

及其管理，以系统科学方法管理与经营森林资源，且进行大量的探

讨与局部实践，更有进一步发展。

（二）天津市促进地方区域森林资源发展中的综合治理

天津市蓟州区林业局，以综合治理为主线，展示了县 （蓟县、

蓟州区）成立以来林业发展史。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天津市在

统筹规划下，宏观上多种工程协调推进；微观上统一设计，协同实

施，提升发展速度和水平。

宏观上，为治理京津风沙源，２１世纪初开始，天津市在蓟县

（现蓟州区）实施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１０年完成营造林 ６４万余

亩，林木绿化率由３５％提升到４８％，取得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成为京津冀地区的 “绿色屏障”。工程中主要采取３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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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困难地造林采取公司 ＋技术人员承包模式；二是飞播造林工程

采取公司＋专业队施工模式；三是人工造林采取公司 ＋乡镇林业站

合作造林模式。而后天津市根据综合治理理念，依据 “一带、两环、

三网、五区”布局实施五大造林工程，全力构筑绿色天津，到２０１５

年底，林地面积再增加２６８０１ｈｍ２，全市森林面积达到２６２２４５ｈｍ２，

林木覆盖率达２４％。建成多功能、网络化的造林绿化体系，开始实

现有路皆绿，有水皆绿，有城皆绿，有村皆绿，迈向绿色天津。今

起４年内，该市将在市域范围内规划建设９３处成片林地，造林１５

９１７ｈｍ２，提升改造１４个森林公园，营造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和休闲

场所。２０１６年将重点做好１１项造林绿化工程，包括外环线拓圆部分

绿化带建设工程、郊野公园造林绿化工程、铁路两侧造林绿化工程、

高速公路两侧造林绿化工程、河道造林绿化工程、水库及湿地造林

绿化工程、“两环”造林绿化工程、津西北防风阻沙林建设工程、成

片林地建设工程、以圃代绿建设工程、城市绿道建设工程，总计造

林３１８万亩。蓟州整体上正在实施生态储备林建设工程，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３年，以扩大新造林、改培低效林、抚育近熟林为核心，

完成营造林４６３２万亩。重点实施 “三沿”绿道、“两环”绿带、林

区 （景区）生态景观提升、乡野公园和水源地保护五大工程。２０１６

年，计划完成营造林１１９万亩，坚持 “一大、两多、四好”的建设

理念，即大规格，多树种、多色彩，好栽、好活、好管、好看，重

点实施津蓟铁路、塘承高速和津围北二线两侧绿化工程。

微观上，即在具体工程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规划与实施

的综合治理，在项目现地，可以看见实施多年的山上成片林，平原

田间、村、道路、城间的绿地绿景。蓟州林业局森林监测与信息中

心已运行多年，室内外一体化的防火系统，配有地面巡逻、指挥装

备，３年前引进无人机，室内全面监管森林资源信息系统正在进一步

提升。高新技术应用，给综合治理、林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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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次生林区———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综合经营的理

念与实践

自１９６２年建局以来，为实现 “学习世界先进林业国家的经验，

将现有的次生林培育成为更理想的、比较完整的用材林、经济林、

防护林基地，并从中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经验宣传推广”目标，

始终遵循与坚持 “以营林为基础”和 “以林为主，林副结合；培育

为主，育用结合；全面经营，永续利用”的方针，生产和科研相结

合，全面开展次生林综合培育。经历了初期多种模式的探索；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部、省联营用材林基地建设，建立林业生产

责任制，林工商综合经营，寻找国有林场发展之路；１９９８年开始，

天然林保护工程从试点到正式启动实施，小陇山林区进入以生态林

业建设为主，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２００６年被国家林业局

批准为国家首批天然林可持续经营实验示范点单位。可持续经营、

近自然林、结构化经营等理念、方法和技术，丰富了综合经营的内

容，初步形成了符合小陇山林区实际的天然林保护模式。总结的

《小陇山次生林综合培育技术研究》，得到社会的肯定，获省、部的

科技成果奖励。２０１５年，中国林学会和国家林业局天然林保护工程

管理中心开展的 “天然林示范区栎类经营项目”，组织中外专家、学

者，对小陇山林区多次考察、总结、分析、评议，协助选定示范点

并提出经营建议。项目组在报告中总结叙述，最近２０多年来，经局

内外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培育，“增加森林面积８９万ｈｍ２，森林覆盖

率提高１０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增加８７１万ｍ３，立木材积生长率由

３％提高到４２％”。其中 “栎类经营林，每公顷蓄积已经达到１８０～

２００ｍ３……德国栎类专家考察后，也感到意外”。专家们认为 “中国

数十年来凝聚的 ‘综合培育’理念和技术体系，奠定了中国北方林

分培育的基础，保障了次生林的正向演替”。且提出 “栎类次生林要

走向近自然异龄混交林”、“近自然原则下的综合经营＋目标树体系”

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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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建议

１）以上成果得力于：为了科技兴林，闯出我国发展林业道路的

定位与目标；产、学、研结合，在林区长期坚持、坚守；坚实的团

队，持续以新的姿态、思想、方法、技术等进行探索、实践与总结。

他们的业绩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为了林业发展，

表现的责任心、持续实践等精神财富。纵观林界会议、网络与书刊

等论文、报道，各地各个领域有许多科技成果，关键在于组织系统、

综合的研讨、总结。业内需要引进新科技，但更要重视土生土长的

结果与成果总结、推广。国内的新科技，不应该成为论证国外科技

的素材，分清界线，走出自己的路。

２）以上森林资源经营中的两个模式，已经有可喜成果，团队正

以新的姿态，一方面在进行着深入的提炼总结；另一方面，基于森

林资源生长过程的长期性，正在筹划整个甚至多个生命周期的验证、

完善，需要有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是，为适应各种森林资源状态与

环境，全国各地各部门、单位，提出了多种方式、方法，有的进行

了系统总结。根据科学管理需要、现有成果，真正意义上的我国森

林资源管理、经营模式的总结，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分两个层次，

第一基础层，组织少而精的学术组织，从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

的高度，提炼、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森林资源管理、经营的方式方

法，指导各种具体模式的行为；第二以产、管、学、研的形式，分

别在各种类型基础上，总结现有科学可行的方式方法，成为适应同

类具体模式，指导具体活动，同时对未成熟或者空缺的方式方法，

统筹进行探索实践，整体推进林业特别是森林资源管理、经营科技

发展。正在实践与总结的具体模式，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指导思想、

理念、目标、对象、适用范围、过程、环节、方式、方法、技术、

效益等的综合，并且必须证明可以在同类对象中有效地应用，是一

套科学、可操作的规范，它们不同于研究报告或者工作总结。因此，

建立我国森林资源管理、经营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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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上综合治理项目同样表现了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经验。源

于林业部门的 “林、田、山、水、路”综合治理理念已走出林门，

引起各界关注，得到中央、国务院肯定，作为国土治理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原则，在全国推行。以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的重要理念为指导，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

部委，集成整合资金政策，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

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改变治山、治水、

护田各自为战的工作格局，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

这些部门特别是农业系统学界，进行理论研究，探索其基本原则、

原理、方法；实践中，许多地方，根据需要，开展 “山、水、林、

田、湖”、“山、水、林、田、村”、“山、水、林、田、污”等的规

划和设计、施工。但是，为什么从林业系统开始的综合治理和经营，

自己没有系统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和广泛应用推广。现在，林

业如何面对？如何参与？如何对外协调？内部如何统一协同？真正

意义上的实现多效益、多功能。造、管、护、用如何平衡？区域与

林分结构如何调整？天然林与人工林、混交林与纯林如何协同？产

学研如何融合？众人担当 “林业工作者史命”，任重道远！

同样，曾经有过的如 “造林六项基本措施”、“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多种经营，林副结合”的方式、方法等等，也都需要重视、

完善与发展。

４）林业发展处在一个新时代，林业科技必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至关重要的是抓住时机，以自主创新驱动，实施 “继承与发展，融

合与创新”策略，研发出世界林业中的 “中国制造”，开创出我国林

业科技新局面。为此，科技界从上到下面临着认识、实践，体制、

机制改革的问题。

我们需要关心局部领域的研究，更需要整体推进的把握；需要

引进应用创新，更需要自主原始创新；需要技术探索，更需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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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术的融合；需要短平快的项目，更需要整体长期的探索；

需要新名字新口号，更需要为之实践的脚踏实地的工作；需要新技

术应用，更需要基础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融合；需要财、物的投入，

更需要人力资源的培育、开发利用。开创林业科技新局面，任重道

远，建议高层精心组织、科学引导，生产、管理、科研、教学单位

协同研究与实践。业界、学界高层，应善于发现、决策与引导，科

教工作者需要善于探索、探讨、坚持、坚守，进行创新，广大林业

工作者，在实践中应用、提升，合力开创林业及其科技发展新局面。

林业系统老科技工作者长期的耕耘，积累了许多财富，中青年

工作者正在努力奋进，望多方融合，各尽其力，为林业科技、林业

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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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天津蓟县：多种模式推进工程建设和讯网站，２０１７－１０－２９．

［１２］国土局等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 ［Ｎ］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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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生物钟，少生很多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日，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

尔·扬３人因为对 “生物体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研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

理学／医学奖。他们研究生物体如何通过调节自己的生物节律，尤其是昼夜节

律，使其与地球的旋转保持同步，以保证生命的稳态。并证实控制生物钟的基

因仿佛构成一个钟摆，而其他生物钟基因和它一起 “摇摆”，来调控生命体的

生物节律。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发现，昼夜节律的紊乱，与肥胖、糖尿病、高血

压、高血脂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有关联。因而医生直言，

这项有关生物钟的研究直白地提示大众：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按时吃饭，

到点睡觉！

不过，昼夜节律分子机制研究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珞颖认为，生物钟

所揭示的生活哲学并不等同 “不能熬夜”，强迫 “夜猫子”早睡不利于其健康。

但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找到合适自己的睡眠时间，更要保证睡眠时间：６０

岁以上的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最少，据需要来安排睡眠就行；４０～５０岁的人需要

睡至少６小时左右，１８～４０岁间，需６个半到７个半小时的睡眠，未成年人需

要的睡眠最多。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应早睡，因为晚上１１点和凌晨２点是

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

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国家 “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范永升教授说，中

医提倡的顺时养生与现代医学 “生物钟”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医强调 “天人合

一”，顺应自然，提倡生活、作息要有规律，拥有良好心态，保证睡眠，可减少

患病。 摘自 《３９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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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油加工业发展状况浅析

费学谦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优势经济林资源。茶油是我国最重要的极具

营养、健康的木本食用植物油，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９０％以上，

其中油酸含量高达７４％ ～８７％，为常见油脂中最高。此外还含有维

生素Ｅ、植物甾醇、角鲨烯、多酚等多种活性成分，被誉为 “东方

的橄榄油”。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逐步增强，茶油的认可度显著提

高，消费热情不断高涨。

２００８年以来国家把油茶产业的发展提高到事关我国粮油安全的

战略高度，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油茶产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全国油茶林面积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４５００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６４００万亩，产值由１１０亿元增加到６６１亿元［１］。作为油茶产业的下

游产业链，油茶加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一、我国油茶加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加工能力增长迅速，原料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自 《全国油茶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发布以来，各油茶产地

兴建茶油加工企业的势头持续不减，许多新的加工厂陆续上马，新

建加工企业无论从设备的先进性还是环境条件都比原有企业有了很

大的提升，加工厂覆盖区域也由湖南、江西、浙江等传统加工大省

扩展到云南、贵州、河南等边缘地区，促进了当地油茶产业的发展。

据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统计，目前全国有一定规模的

茶油加工企业已达１３６７家，设计加工能力达５００万吨以上。而２０１６

年全国年产茶油５３８６万吨，其中大部分茶油由农民的小作坊压榨

后直接消费，或者将毛油出售给加工企业。

大部分有一定规模的加工厂因油茶籽短缺，每年开机压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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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到１个月，加上浸出、精炼生产的时间合计开工期不超过３个

月，只能满足目前加工能力的３０％左右，原料不足成为加工业发展

的瓶颈。近年来油茶籽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油茶籽价格一路上涨，

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０元／ｋｇ上涨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４元／ｋｇ以上，压榨毛油价

格从３０～４０元／ｋｇ上涨到１００元／ｋｇ以上。企业在承受劳动力成本上

升压力的同时，更不堪重负原料成本的上升，有些企业很少或不再

收购油茶籽，而是从小作坊或小企业收购压榨枯饼浸出残油，或收

购其他厂家的浸出油、压榨毛油后精炼成品油维持经营，把榨油环

节留给了农户家庭式作坊或作坊式小企业。由于这些小作坊无研发

能力，压榨技术工艺的进步受到限制，压榨毛油的质量也难以控制，

影响到后续加工高档次茶油产品。这种原料不足的状况预计在未来５

年内不会有显著改观。即使能达到 《全国油茶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种植规模达到７０００万亩，茶油产量达到

２５０万吨的目标 （目前看来这个目标很难达到），随着加工能力的继

续扩张，原料缺口仍将长期存在。

（二）精深加工已经起步，技术水平亟待提高

由于茶油加工起步晚，没有研发能力的小型企业多，自主创新

能力差，长期以来没有形成真正适合于油茶特点的加工技术，如规

范的油茶籽采后处理技术、干燥技术、压榨技术和精炼技术。一方

面只能模仿其他大宗油料的加工技术，采用高强度的精炼；另一方

面因油茶籽原料质量不过关，压榨油的酸价、过氧化值达不到国家

标准要求，必须经过高强度精炼才能进入市场。一般情况下，食用

茶油精炼过程中的油脂损耗为８％以上，同时高强度精炼也使所含的

维生素Ｅ、植物甾醇、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损失超过３４５％～５５４％［２］，

使茶油的营养价值显著降低。因此过度精炼是对茶油资源的严重浪

费，降低粮油加工强度已经成为专家学者和粮油主管部门的一个共

识。近年来在茶油加工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如二氧化碳超临

界萃取技术、水酶法制油技术以及双螺旋低温压榨技术等［３，４，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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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临界萃取技术制取的油清澈纯正、色泽较浅，活性成分损失少，

不需精炼，但生产成本较高，适合于高级保健茶油的生产；水酶法

制油对设备要求低，可免除强精炼，有利于油茶籽的综合利用，但

油茶籽中的皂素容易造成乳化，清油得率偏低。目前市场上相对成

熟的新的茶油加工技术是双螺旋低温压榨技术。在原料含水、含壳

率适当的条件下，低温压榨残油率可低至５％左右，优于传统压榨

６％～８％的残油率。获得的油色值、滋味、酸值、过氧化值等质量

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压榨后只需经过过滤、脱水和冬化处理即可成

为优质成品油，可避免维生素Ｅ、谷甾醇、角鲨烯、多酚等微营养成

分的大量损失［６］，体现了茶油作为高档食用油的品质。双螺旋压榨

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低温压榨，也可应用于热榨，目前此项技术已

开始在国内普及。

精深加工产品开发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果走进一些企业

的展室，就会看到琳琅满目的食用油、护肤油、按摩油、保健胶囊、

口服液等茶油产品和利用加工剩余物开发的产品。油茶综合利用水

平也有新的提高，不同纯度的茶皂素、厨卫洗涤用品、洗发水、泡

脚粉、肥皂等产品也不断出现在市场上。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有

的企业已将茶皂素大量应用于水泥引气剂、发泡剂、杀虫剂、石油

开采等领域，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甚至通过茶皂素

改性，开发医药中间体。利用提取茶皂素后的残渣生产的生物有机

肥已销往国内外市场。这些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表明茶油加工和综合

利用水平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在总体上大多数企业规模小，不具备技术研发能力，主要产

品除了毛油就是精炼油，同质化严重，经营艰难。其中少数厂家虽

然也委托化妆品企业以贴牌的方式生产了一些化妆品和洗理用品，

但仅仅是点缀，销售额并不大。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茶油生产成本

的上升，其他植物油与茶油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许多加工企业却

缺乏精深加工技术，很难从精深加工中找出路，而是为了消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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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成本，开始转向生产茶油调和油，行业潜规则是其中茶油成分

不超过５％。而所有产品均未标识所含茶油的比例。由于受检测技术

的限制，监管机构也难以对其营养品质进行有效监督。

在茶油中掺入其它油脂，再以纯茶油的名义销售的现象也屡有

发生。我们曾经对市场上多个厂家生产的茶油进行分析检测发现，

有些品牌的茶油产品脂肪酸组成及特征性微量成分与茶油正常值偏

离较大，有掺伪的嫌疑。

此外，很多企业都用浸出法生产茶油，但市场上看到的产品标

签上标明是浸出油的极少。说明有些所谓的 “压榨茶油”是冒牌的。

这也反映了开展茶油品质检测技术、掺伪鉴别技术研究、开发实用

可靠的技术手段，进而强化监管的迫切性。

在综合利用方面最大宗产品仍然是简单烘干、粉碎后的茶粕粉，

主要用于水产养殖清塘剂，每年的销售量可达几十万吨，其余的茶

粕大部分直接用作肥料，而茶皂素作为目前最重要的深加工产品，

含量为６０％左右的粗茶皂素年产量仅为２０００吨左右，说明只有１％

左右的茶粕用于茶皂素提取。茶皂素生产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以茶皂

素为原料的高端下游产品研发滞后，市场价格波动大，生产成本居

高不下。此外，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经权威机构认证的茶皂

素标准品或对照品，也没有高纯茶皂素的国家标准，对茶皂素高纯

产品的研发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三）质量意识正在提高，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我国油茶林主要分布在深山之中，不易受到现代工业 “三废”

的污染，加之很少使用农药、化肥，化学投入品污染的风险较小，

很多种植基地都通过了有机栽培认证。因此从目前原料生产来看，

如果采后和加工环节处理得当，并不会出现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

同时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企业的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开始提高，

有的企业还建立了 ＨＡＣＣＰ、ＧＭＰ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认证。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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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国家一系列食品质量安全法规的出台，以及在

近几年我国食品领域出现的质量安全事件的警示作用下，一些骨干

企业把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在

加强内部质量控制的同时，部分企业制定了企业标准，并主动向质

检机构送检，茶油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讲，由于油茶生产分散，企业管理水平良莠不齐

等原因，在质量控制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２０１０年发生了苯并

（ａ）芘超标事件。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茶油中苯并 （ａ）芘含量的

上升与油茶籽炒焦有关，但真正的压榨茶油，即使是原料经过蒸炒，

苯并 （ａ）芘也不会超标，而浸出毛油的超标率很高。浸出油中高浓

度苯并 （ａ）芘可能源自混合油脱溶时的浓缩作用［７］。毛油中苯并

（ａ）芘含量高并不可怕，只要在脱色时加入适量的活性炭即可除去，

目前解决这一问题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苯并 （ａ）芘超标并不是

茶油所特有的，在近几年的抽检中，包括橄榄油在内的多种、多批

次食用油都发生过苯并 （ａ）芘超标的问题。这一现象的发生既反映

了加工技术不过关或把关不严，也反映出茶油市场混乱，社会诚信

度不高，以浸出油冒充压榨油等问题。

另一类污染物是邻苯二甲酸酯类 （塑化剂），其主要危害是损伤

男性生殖系统。它通过不合格的加工设备或容器、不当的加工工艺

而污染油脂。原卫生部卫办监督函
!

２０１１
"

５５号［８］规定了食品中

的邻苯二甲酸二 （α－乙基已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ＤＩＮＰ）和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ＤＢＰ）最大残留限量。从我们检

测的结果来看，一些作坊式企业加工的茶油，如果不经过适当的精

炼处理，塑化剂超标的风险较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近年来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开始建设质量溯源体

系建设，开展 “中国油，放心油”活动，多家知名企业成为 “诚信

品牌”发起单位，这些活动的开展证明企业的质量意识、诚信意识

正在加强，为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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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茶油加工业发展的几点设想

（一）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促进加工方式转变

茶油加工业的出路在于生产出体现其高档品质的特色产品。而

茶油的特色在于优良的脂肪酸组成，丰富的保健活性成分以及独特

的风味。以往的油茶生产对于油茶果采后处理不够重视，脱蒲、干

燥基本靠天气，采收季节如遇连续阴雨，油茶籽就会霉变，不得不

通过强精炼来满足质量安全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除了降低加工得

率，增加成本外，更重要的是茶油所特有的微量活性成分和风味受

到严重流失［９］。因此，开发和推广油茶果机械化脱蒲、油茶籽机械

化干燥技术，保持油茶籽的新鲜度，确保油茶籽质量安全是改变现

状的关键。目前，经过多年的研发，机械脱蒲分离技术逐渐成熟，

正待推广应用；经过改造的谷物烘干机也完全可以解决油茶籽烘干

问题。采后处理机械的应用将显著提高处理效率，控制油茶籽酸价、

过氧化值和有害物成分升高，从源头上为高品质茶油的生产提供保

证。在控制原料的基础上合理采用压榨工艺，生产出的毛油不需要

脱酸、脱色、脱臭等强精炼环节，只进行简单的物理精制，即可成

为质量安全和营养品质兼具的精品食用油。这将导致质量安全的重

心从精炼环节转变到原料控制，从加工工艺到产品品质上体现出茶

油作为高端食用油的特色，同时对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精炼损耗

和节能降耗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重视质量体系建设，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为了提高茶油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品质，建立从油茶籽采收

处理到成品油生产运输全过程的安全控制体系是必须的。如建立

ＩＳ９０００质量体系、推行ＨＡＣＣＰ［１０，１１］监督和质量保证体系都是行之有

效的方法。其中ＨＡＣＣＰ指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是一套保证食品

安全的预防性管理体系。已获得ＦＡＯ／ＷＨＯ食品法典委员会 （ＣＡＣ）

的认可，目前已成为一项食品安全控制国际准则，并被许多国家和

地区列为强制性市场准入要求。它运用食品加工、微生物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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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危害性评价等原理和方法，对食品原料、加工以及最终产品

等进行实际存在和潜在性的危害分析判定，从而找出与最终产品安

全性有关的关键控制环节，并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使产品的危害

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根据ＨＡＣＣＰ质量安全控制体系，首先企业应该建立质量管理部

门，开展从栽培管理、采收、原料处理、生产设施、环境、投入品、

贮运、管理、人员素质等全过程的质量安全风险进行系统分析，确

定关键控制点和控制因子，制定质量管理文件，包括产品质量计划

书、关键控制点作业指导书和检测作业指导书，关键工艺或关键点

的控制标准，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其次，应该按照质量管理文件，

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对采购、加工、检测、销售等过程的

每一个环节都做好记录，实现从产品到原料及各生产环节的追溯性。

（三）加强油茶基础性研究，科学宣传茶油

茶油的保健作用在油茶产区家喻户晓，被称为 “长寿油”、“月

子油”，对降低血清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非常

有效，民间还用于治疗烫伤、消除妊娠斑纹和黄褐斑、护肤美容等。

一般来讲保健功效来源于其活性成分，目前茶油已知的营养成分主

要是占脂肪酸组成高达８０％左右的油酸，而维生素 Ｅ、植物甾醇、

角鲨烯等在植物油中常见的活性物质则不占优势，但茶油的保健作

用是毋容置疑的，这就很难解释这些功效到底源自何种成分，对茶

油的科学宣传带来了困难。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油茶为我国所特

有，国外很少研究，国内对茶油营养只开展过一些零星的分析，缺

乏研究深度和系统性。相比之下同样为木本油脂的橄榄油经过１００

多年的深入研究，对各种活性成分已经非常清楚，并以此为依据制

定了高水平的质量标准，开展了科学的宣传，使全世界都知道橄榄

油是最好的油。而国家对茶油的基础性研究方面投入非常少，企业

又无力承担，基础资料的缺乏成为科学认识和宣传茶油限制性因素。

因此通过国家项目支持，由科研机构和院校进行持续性、系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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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在对茶油的宣传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有些企业为

了营销的需要，片面宣传冷榨油更安全，更营养。根据中国林科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及江南大学的研究，同一批油茶籽的冷榨油色泽

较浅，气味较清淡，热榨油色泽较深，香味较浓，酸价、过氧化值

轻微上升，但热榨油维生素 Ｅ含量与冷榨油不相上下，植物甾醇、

角鲨烯、多酚等含量还高于冷榨油，说明茶油热榨能够满足质量安

全要求，在营养品质方面还略胜一筹。总的来说，冷榨油和热榨油

各具特色，适合不同的消费者。在宣传时不应以冷榨油否定热榨油，

或者相反。另一个宣传误区是认为土榨的毛油才是原汁原味的茶油，

精炼油没有营养。毛油中微量活性成分含量确实要高于精炼油，但

绝大多数小作坊加工环境脏乱，也没有检测设备，生产的茶油如果

直接食用，质量安全风险很大。茶油作为食品，质量安全永远是第

一，应该在符合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再考虑营养品质。近年来一些科

研机构和企业开发的适度精炼技术，就是在控制原料、工艺和环境

条件的基础上，可最大限度减少加工过程中的营养损失，生产出营

养和安全品质俱佳的茶油产品，值得大力宣传和推广。

（四）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茶油加工业具有一定的规模是提高茶油产品研发能力和质量安

全水平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茶油加工业突出的问题是原料不足，

全国有上千家加工企业在争抢油茶籽资源，多数企业由于企业规模

小，设施简陋，检测条件、研发能力弱，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无

力推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质量不够稳定，难以解决有关技

术问题和各种质量安全问题。而较大型的企业有相对良好的设备和

设施条件及较高的技术水平，人员岗位分工明确、组织管理比较容

易规范，有利于ＧＭＰ、ＨＡＣＣＰ等质量管理体系的推行，同时也有利

于打造品牌，进入良性循环。因此各地行政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应

该通过政策引导和执法管理，适当控制企业数量，引导企业做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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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改变小、散、乱的局面，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油茶

籽资源，同时也保证产品质量的安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１］国家林业局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２００９

［２］刘存存，方学智，姚小华等油茶籽油精炼过程中主要营养成分的变化

［Ｊ］中国油脂，２０１１，３６（３２）：３６－３８．

［３］肖道安，熊筱娟超临界ＣＯ２萃取茶油的工艺优选及产品稳定性分析［Ｊ］

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４（２１）：５３７５－５３７７．

［４］孙红，费学谦，方学智 茶油水酶法制取工艺优化 ［Ｊ］中国油脂，

２０１１，３６（４）：１１－１５

［５］胡健华，韦一良，何东平等脱壳冷榨生产纯天然茶油 ［Ｊ］中国油脂，

２００９，３４（１）：１６－１９

［６］罗凡，郭少海，费学谦等油茶籽油两种加工工艺的比较研究 ［Ｊ］中国

油脂，２０１５，４０（６）：７－１１

［７］王亚萍，费学谦，罗凡等加工方式对油茶籽油苯并 （ａ）芘污染的风险分

析 ［Ｊ］中国油脂，２０１３，３８（３）：６４－６６

［８］卫生部办公厅增塑剂限量通知．卫办监督函 ［２０１１］５５１号，２０１１－０６

－２２

［９］王亚萍，费学谦，王开良等油茶果采后处理方式对油茶籽油品质的影响

［Ｊ］中国油脂，２０１３，３８（９）：１４－１６

［１０］施小珊，彭铁龄，朱凯茶油生产ＨＡＣＣＰ模式的建立 ［Ｊ］江西食品工

业，２００４（４）：１９－２０

［１１］李志伟浅析油脂企业ＨＡＣＣＰ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的要点 ［Ｊ］粮油

食品科技，２００３，５（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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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无人机遥感技术的一个研究实例

张煜星　王雪军　刘明博

研究区域选择在河北省丰宁县，总面积８７６５ｋｍ２，该区域海拔

１０８５～２１８２ｍ，植被以落叶松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落叶灌丛为

主，属典型的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一、基本思路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对无人机遥感立体像对提取 ＤＳＭ （数字表

面模型）的基础上，以１∶５万ＤＥＭ （数字高程模型）为高程控制参

考数据源，选取同名地物高程控制点，通过几何校正法对 ＤＳＭ高程

模型值进行修正处理，然后与１∶５万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做差值

运算，从而提取森林林分树高高程模型图，结合林地 “一张图”数

据来求算各图斑林分的树高平均值，以此制作各林地图斑的树高等

级分布图，并与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的相匹配图斑林分树高等级分布

图进行对比分析，以此用来作为精度验证分析。其技术流程如图１

所示。

二、遥感影像获取

利用无人机平台获取遥感影像，影像拍摄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

日。搭载的相机为Ｚ／Ｉ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ＤＭＣ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ａｍｅｒａ）。每

景全色影像由中央４个独立的模块 （ＰＡＮ１－４）在同一时刻采集的

影像拼接得到。全部影像经镶嵌后用于提取研究区 ＤＳＭ，同时也作

为林地 “一张图”的参考影像。

作者简介：张煜星，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教授级高工，博士；王雪军，国家林

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高工；刘明博，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

依据 《林业资源管理》“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的 ＤＳＭ及遥感数据林分平均高提取”一文改

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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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无人机影像及林地一张图的林分平均树高提取技术流程图

三、ＤＳＭ与 ＤＥＭ

ＤＳＭ的提取在ＥＮＶＩ（ＥＮＶＩＲ５１，Ｅｘｅｌｉｓ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Ｉｎｃ）中的ＤＥ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模块中完成，本文参考有关学者的研

究，具体方法如下表述：

⑴ 输入立体像对。将垂直方向获得的影像作为左视图，非垂直

９２



方向获取的影像作为右视图，同时输入影像的ＲＰＣ文件。

⑵ 定义地面控制点。ＥＮＶＩ提供了无控制点、交互式选择控制点

及从外部文件中读取控制点３种选择。本文中选择无控制点，生成

相对高程的ＤＳＭ。

⑶ 定义连接点。基于区域灰度匹配法自动寻找重叠区的连接点；

设置连接点数目、搜索窗口大小、移动窗口大小；通过交互式窗口

检查连接点效果并调整参数，直到取得满意的效果。

⑷ 设定输出参数。设定输出 ＤＳＭ的投影参数、像元大小和范

围、最小相关系数阈值、背景值、数据输出类型等。

⑸ 输出ＤＳＭ及检查结果。将产生的 ＤＳＭ显示在窗口中，并激

活编辑工具。

⑹ 编辑ＤＳＭ。对生成的ＤＳＭ进行中值滤波处理，设定３×３的

卷积核。同时对结果进行人工检查，消除明显的异常值。

研究区１∶５万ＤＥＭ像元大小为２５ｍ×２５ｍ。为提高数据处理

精度，对此 ＤＥＭ数据进行双线性插值生成像元大小为 ５ｍ×５ｍ

的ＤＥＭ。

四、ＤＳＭ高程校正

考虑到在提取ＤＳＭ时无地面控制点，生成ＤＳＭ是相对表面高程

值，因此有必要对ＤＳＭ数据进行校正。

以影像作为参考，在研究区域内通过目视判读选择无植被的区域

设置校正点，校正点的选择尽可能在空间上均匀分布。将每个位置的

两组校正点值各自平均以减小地形带来的误差，最终在每个位置上都

分别得到１个平均后的ＤＳＭ校正点和１个平均后的ＤＥＭ校正点。

用所在位置上平均后的 ＤＳＭ校正点和 ＤＥＭ校正点作散点图并

进行线性拟合，去除少数异常点后得到的结果如图２所示。为减小

计算误差，已将数值扩大１００倍。

以ＤＥＭ的值作为校正点处的目标值，根据拟合公式的斜率和截

距对ＤＳＭ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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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校正点ＤＥＭ与ＤＳＭ数据线性拟合

五、提取树高

林分平均树高的提取在 ＡｒｃＭａｐ（ＥＳＲＩＲＡｒｃＭａｐＴＭ１００，ＥＳＲＩ

Ｉｎｃ）中进行。将经过高程校正后的ＤＳＭ与ＤＥＭ图层相减得到冠层

高度模型 （ＣＨＭ）。为消除局部地表起伏的影响，将树高的阈值下限

设为１５ｍ；同时考虑本区域的地理和生态特点，树高的阈值上限设

为３０ｍ。

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树高往往以小班或森林图斑为单位来调查，

因此利用河北省丰宁县２０１２年林地 “一张图”矢量化成果在各个林分

小班内求取ＣＨＭ栅格数据的平均值。提取的平均树高和各个林分小班

相对应，可以直接作为林地变更调查的指标补充到数据库中，还可以

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区间，以等级代号作为平均树高的表示。

为了进一步反映本文提出的树高提取模型的精度，现进行如下

说明：因本研究区２０１２年林地 “一张图”数据库中缺少林分平均树

高相关调查因子的数据，因此采用研究区同区域２００５年的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数据。由于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与本研究成果２０１１年存

在６年的时间差，考虑本研究区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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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高原山地气候区，立地条件一般，林分以落叶松、油松和栎类

等为主，这些树种生长相对缓慢，６年间树高相对稳定。因此本研究

只考虑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期间因各类森林经营活动 （如造林、采伐、抚

育更新等）、自然灾害损害 （如火灾、泥石流等）、非森林经营活动

（如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违法毁林开垦等）等使林地发生变化而引起

林分树高的变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首先把２００５年的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数据套合在无人机影像数据上，对每一个二类调查林分小班

进行地类变化情况判读，对地类没有发生变化的林分小班进行标注，

然后筛选出地类没有变化的林分小班，并按本研究确定的树高等级

划分方法，生成研究区域内各林分小班的树高等级图，并与本研究

提取的各林分图斑树高等级结果进行空间关联对比分析，统计计算

与二类调查实测数据相符的林分小班比例，以此来检验本研究提出

的树高模型提取方法的精度。对１６６５个林分小班进行比较分析，其

中有１２５０个 （即７５１％）图斑的树高等级与二类调查结果相符，

可见本文提出的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的ＤＳＭ及遥感数据林分平均高

提取方法可行。

六、结语

树高是森林资源清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测树因子，但这么多年

来，如何快速准确地测得其值，一直解决的不很理想，尤其是对林

分平均高的估测更是一个难题，可以说这是本次研究的初衷之一。

随着２０１１年全国林地 “一张图”成果的建立，为本次科学实践

提供了一个基础数据利用平台，同时，如何实现对林分平均树高、

树高等级等因子进行实时更新，以满足全国林地变更调查补充之需，

这是开展本次研究的初衷之二。

采用无人机获取了研究区影像数据，利用立体像对提取 ＤＳＭ。

结合影像的目视判读设置 ＤＳＭ高程校正点，对校正点的 ＤＳＭ和

ＤＥＭ数据进行线性拟合，然后利用拟合得到的拉伸和平移系数对

ＤＳＭ进行校正。校正后结合 ＤＥＭ提取树高并在各个林分图斑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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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内进行平均。提取的平均树高和各个林分图斑 （小班）相对应，

可用于在林地变更调查中对林分平均树高因子进行补充更新，还可

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区间，以等级代号作为平均树高的表示。

由于无人机遥感技术具体运用到大范围林分平均高提取的研究，

还只是起步阶段，有些实际问题需要引起重视：①山区地形的变化，

山坡阴影及积雪都会对ＤＳＭ的精度产生影响，进而对树高的提取造

成很大干扰，导致始终有部分区域的结果与影像中林地的分布情况

不符；②提取的各林地图斑平均树高有待与实地测量的平均树高进

行对比验证；③若要提出的林分平均高精度更高，除需要更高分辨

率的无人机遥感影像和比例尺更大、精度更高的数字高程地形数据

外，还需结合必要的地面同步实测数据。

参考文献：

［１］贾秀鹏，焦伟利，李丹基于 ＳＰＯＴＳ异轨立体像对提取 ＤＥＭ试验与精度

评估 ［Ｊ］测绘信息与工程，２００６，３１（２）：３２－３４

［２］范兴旺，翁永玲，胡伍生等ＩＲＳ－ＰＳ立体像对提取ＤＥＭ及精度评价 ［Ｊ］

遥感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０，２５（４）：５４７－５５１

［３］蔡庆空，蒋金豹，张玲等ＡＬＯＳ－ＰＲＩＳＭ立体像对提取 ＤＥＭ的应用研究

［Ｊ］测绘科学，２０１４，３９（１）：７０－７３

［４］刘俊杰，贾永红，何保国等Ｇｅｏｅｙｅ－１卫星立体像对处理试验 ［Ｊ］地

理空间信息，２０１０，８（２）：８３－８５

［５］丁辉，姚安强利用 ＩＫＯＮＯＳ立体像对提取 ＤＥＭ精度的实验 ［Ｊ］测绘

科学，２０１２，３７（１）：１７９－１８１

［６］陈庆华，陈小艺基于多角度卫星影像制作ＤＳＭ，ＤＥＭ数字产品的方法研

究 ［Ｊ］测绘与空间信息，２０１５，３８（８）：１６８－１６９

［７］卓莉，黄信锐，王芳等基于高空间分辨率与立体像对遥感数据的建筑物

三维信息提取 ［Ｊ］遥感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３，２８（６）：１０６２－１０６８

［８］王佳，冯仲科航空数字摄影测量队林分立木测高及精度分析 ［Ｊ］测绘

科学，２０１１，３６（６）：７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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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 “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先行

王汉杰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动

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改

委发改环资 ［２０１５］１４４７号 《关于请组织申报第二批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的通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申报第

二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

明建设模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我国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

织，在担任屯垦戍边、维护稳定、发展经济重任的同时，发挥着边

疆生态卫士的作用。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

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新

疆是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把新疆地区的生态文明

建设搞好了，是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最有力的支持。

国杰老教授科学技术咨询开发研究院 （以下简称为国杰研究院）

近年来一直把新疆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研究院的重要工作之一，常

抓不懈。本文重点总结该院近年以南疆阿拉尔市 （生产建设兵团一

师）为基地，开展的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希望吸

引更多的林业科技工作者，关注新疆，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一、阿拉尔市地缘、资源优势

阿拉尔市 （兵团第一师）地处新疆天山山脉中段南麓、塔克拉

玛干沙漠北缘，其前身是王震将军率领的英雄部队３５９旅在１９５３年

整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垦区主要分布在 “死亡之海”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在号称 “无缰野马”的塔里木河上游两

作者简介：空军装备研究院气象所、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双聘教授，国杰老教授

科学技术咨询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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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总面积６９３０ｋｍ２，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及生物资源。经过几代

军垦职工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戈壁荒

漠、盐碱沙滩中，以优化的人工生态环境代替荒漠生态。垦区内农

田平整，道路、林带成网，建成１市、４镇和１６个小城镇的宜居城

镇体系。２０１４年人口３１万 （不含流动人口），生产总值２２６１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７２９１０元。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一师位于

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塔里木盆地暖温荒漠及绿洲农业生态功能区，

发展方向为合理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调整农牧业结构，加强药材

开发管理，禁止过度开垦，恢复天然植被，防止沙化面积扩大。

阿拉尔市所在的新疆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三河流域的

冲积平原，古称昆岗，史书记载曾是龟兹于阗道的必经之路，是人

类活动的重要地区。过去是古丝绸之路的通衢要地，而今是兵团维

稳戍边及南疆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处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极为

重要的战略地位。

阿拉尔市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粮食自给有余，具备大、中型调

节水库和水利灌溉配套枢纽工程，属典型的灌溉绿洲农业。农业作

为一师阿拉尔市的优势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４３６％，

六大精准农业技术大面积推广，农业机械化水平全国领先，是新疆

特色农副产品转化增值的示范基地及全国重要的细绒棉和最大的长

绒棉生产基地。

阿拉尔市依托具有浓郁西域特色的稻、棉、果、瓜、蔬、畜、

禽、渔、菌、药、麻、草等富饶的物产资源及塔里木盆地丰富的石

油、天然气资源，坚持走 “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

发展道路，依托国家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建立了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培育和打造八大产业龙头；依托古丝绸之路、昆岗古遗址、

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及塔里木盆地及

其所具有的人文特点、人造绿洲和自然景观等文化旅游设施，传播

着屯垦文化、垦区文化和兵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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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尔市处于环塔里木区域地理的腹心地带，已经具有 “阿

和”、“阿图”、“阿塔”、“玉阿”、“阿沙”等５条外出交通线路

（未来还有至塔中、铁门关的线路），而铁路与机场的建设也已进

入相关项目。尤其是与塔中石油基地 “两地同城一体化”的战略

合作，将进一步凸显其在南疆的交通区位优势，加强与长江经济带

的联系，真正实现东联若羌、且末，西接阿克苏、喀什，南下和

田，北上库车的交通条件，成为南疆交通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重

要节点。

二、南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及重要意义

阿拉尔市紧邻世界第二大沙漠，处于极度干旱区，生态环境脆

弱。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治理环境污染任务进一步加巨。根据一师

环保局监测数据表明，该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已由２０１０年的８０３％

下降到７２４％，年均以２５％的速度下降。

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进一步凸显的前提下，一师阿拉

尔市作为兵团在南疆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现行的生态文明政策、

制度已不能满足该市未来的发展需求，社会生态文明意识也亟待加

强。其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一师阿拉尔市的安全、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建设具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南疆、兵团乃至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在一师阿拉尔市创建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将有利于在南疆创造 “安居宜业”的生存环境，

适度扩大人口承载量，强化南疆兵团戍边力量，促进新疆社会长治

久安。

在阿拉尔市实施生态文明示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具体体现在４个方面：

（一）符合国家生态安全战略要求，进一步提升兵团南疆资源利

用效率

兵团自成立以来，坚持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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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荒漠戈壁建起绿洲。一师阿拉尔市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唇齿相

依，通过军垦职工一代代努力创造了绿洲进、沙漠退的历史。目

前，阿拉尔市正在毗邻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段，通过引进国内成功的

沙产业模式变害为利，改善环境，更好地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

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更

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一步提高兵团南疆资源利用

效率。

（二）有利于推进兵团在南疆发展，探索多民族聚居区嵌入式发

展的有效模式

阿拉尔市地处 “三河交汇、塔河之源”，是新疆南疆阿克苏地区

的中心，所辖区域有４镇、１乡、８个团场 （农场）分散在在塔里木

河两岸，另有５个团场 （农场）座落在塔里木河支流上，所辖垦区

嵌入式地分布阿克苏地区的各县市境内。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随

着流域内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塔里木河两岸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流域水资源短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十三五”期间国家支持兵团

在南疆发展，通过大力发展特色果蔬加工业、纺织业等带动南疆少

数民族就业，发挥出 “稳定器、大熔炉和先进文化、先进技术示范

区”的作用，在新疆多民族聚居区以嵌入式发展形式，将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融入到社会和经济的各层面，探索出一

条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有效模式，更好地保护好美

丽新疆。

（三）有利于增强兵团在 “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生态文化带

动作用，共同保护人类家园

一师阿拉尔市位于环塔里木战略圈核心地带，也是南疆以汉

语文化为主的特殊人文圈，塔里木大学每年向南疆各州输入万名

优秀的各民族大学毕业生，是南疆地区重要的人才摇篮。阿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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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南疆地区先进生

产技术的重要示范平台。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

新形势下，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是基

础，不仅可引导文明理性消费，而且也是创新价值取向和生态伦

理的动力，特别是从这个城市走到南疆各地的年轻学子们将是先

进生态文化的传播和示范者，发挥出生态文化的带动作用，共同

保护人类生活的地球。

（四）有利于增强一师阿拉尔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生态文明融

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一师阿拉尔市是兵团维稳戍边、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十

二五”期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加快实施 “城镇崛起、工业振兴”

战略，保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资源环境约束也日益

明显。一师阿拉尔市是全国乃至世界天然胡杨林的最大富集区域，

同时，公益林和湿地面积较大，还建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区；作为一座年轻的城市，

没有高污染的重工业，实施企业污染达标排放工程难度不大，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生态基础相对较好。创建生态文明示范

区，有利于推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化转型，形成可持续的生

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有效破解师市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制约，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

目前一师正在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这一要

求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及兵团主体功能发展定位，也有利于探索符合

南疆资源特点，逐渐形成可示范、可推广的沙 （荒）漠化地区生态

文明建设新模式。

三、在阿拉尔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２０１６年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为

１５３．３３万ｈｍ２，产量占我国棉花总产量的６７３％。阿拉尔市每年棉

花种植面积为１２万ｈｍ２左右。大量的棉花秸秆剩余田间、路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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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堆放，或被农、牧民无序焚烧，既造成资源浪费，又污染环境。

另一方面，由于兵团农业种植大量使用地膜，造成白色污染，兵团

已提出要在３年内解决地膜白色污染问题。

根据上述资源特色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联系了

中国林科院木工所郭永靖研究员团队，他们已获的国家发明专利技

术 “一种无甲醛实木复合强化地板”（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３７８４６），就

非常适合用于解决上述环境问题。该专利技术以棉秆和回收塑料为

原料，通过棉秆搓磨分丝技术将棉秆制备成形状介于刨花和纤维之

间的纤维长丝，将回收的废塑料经清洗、粉碎，将形态相匹配的棉

秆长丝和回收塑料再经过复合制成新型板材。该技术成果很好地解

决了用棉秆制造人造板过程中棉秆皮结团问题，实现全棉秆利用。

生产的复合板材具有优良的耐水性和力学强度 （主要性能达到并超

过室外型中密度纤维板标准规定的相关性能指标），且产品不使用胶

黏剂，产品无游离甲醛释放，是一种完全环境友好的绿色建材。该

板材可用于生产复合地板、家具、混凝土模板、包装板等。有关技

术已列入阿拉尔市优先科技引进项目名录，有关合作事宜正在积极

推进。这个例子说明，内地的技术成果可以结合新疆地区的资源特

色，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大有作为。根据国杰研究院前期与阿拉尔

市政府部门的沟通，与林业、生态有关的项目还包括：

１竹柳、沙柳、红柳等集约种植及深度加工利用技术，有关沙

生乔、灌木树种均可制作复合板材，替代原木用于建筑、家具、包

装等多个领域；

２塔河源头退耕 （牧）还林 （草）的可行性技术研究；

３阿拉尔地区的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利用；

４浅层盐碱水处理及盐生农牧业发展技术等。

建议有上述技术成果的老专家、教授与我们联系，让我们共同

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新疆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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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林地种植白芨中药材探讨

黄钦才

白芨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ｓｔｒｉａｔａ）是兰科白芨属植物，据明李时珍 《本草

纲目·草一·白芨》：“其根白色，连及而生，故名白芨。”别名：双

肾草、西牛角、呼良姜、甘根、连及草、朱兰、紫兰、羊角七、利

君子、千年棕等等。

自我国西汉时代起至今，白芨是著名止血、补肺、消肿生肌的

中药材。随着科技进步，白芨药用在发展，白芨胶膜块贴在外科手

术刀口上止血神速。白芨黏合剂用于染布，卷烟和中国字画的黏合。

白芨多糖胶是云南白药系列产品主要原料。白芨医用临床治疗肺结

核、肠胃溃疡出血等疾病。白芨增稠剂在食品业和化妆品业上亦有

多方应用。

白芨产品国内需求量大，其价值已被国际市场认可，扩大生产

是大势所趋。郁闭度０２～０３阴凉湿润的疏林地种植白芨可利用空

间广阔。当前种苗奇缺，局限了白芨发展。靠分株繁殖系数过低，

周期长；种球种植耗量大，成本高。白芨的蒴果，含籽上万粒，有

原状胚无胚乳，播种不出苗；应用组培技术，诱导白芨种子萌发率

高，出芽整齐，幼苗生长快，成苗量大，成本较低，是适应大生产

用苗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

白芨为兰科草本多年生植物，叶４～５枚，狭矩圆形或披针形，

株高３０～７０ｃｍ，假麟茎肉质肥厚，上面具荸荠似的环节，富黏性，

黄白色，为２～３叉形菱角状，常数个并生，有须根。花３～８朵总状

花序，花期４—５月，果期７—８月，蒴果圆柱形，长４ｃｍ粗１ｃｍ，

含籽１０万～３０万粒，甚小，原胚状态不分化，无胚乳。白芨适生于

海拔高１００－３２００ｍ，较耐寒，喜温暖、湿润的环境，在较湿润的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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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川谷、草丛和疏林地上生长。疏林地郁闭度０２－０３的半阳

坡、半阴坡、阴坡，坡度３０°以下 （石质山地、盐碱地、石灰岩山地

不适应）。疏林地通常气温较温和，湿度大，地面落叶层积腐烂湿润

肥沃，适宜白芨生长。白芨在我国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陕西、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省

（区），朝鲜、韩国、日本和缅甸也有分布。

白芨分布区虽广，但在荒山野生环境只是零星生长，没有连片

生长。当地居民每到临秋上山?挖块茎，自行蒸煮晒干直接上市

（６００～１０００元／ｋｇ），有些地区因过度采挖濒临灭迹。群众不太自种

扩繁，可能是因种下２年才有收获，周期长，且获得分株种苗率每

株只有２株有关。

组织林区居民进入疏林地生产白芨，可作为精准扶贫农产品增

收项目。林区多是远离城市边远山区，当地一般农用耕地较少，农

作物品种单一。若组织当地居民在就近疏林地种植白芨，可有效地

加速中药材白芨持续发展，为国家源源不断提供大量药材，居民能

连年稳定增收脱贫致富。在疏林地种植白芨时，应事先划片，落实

到户，制定相关规定，专人负责。为了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

严禁毁林开荒。种植地表杂草不必过多根除，因为白芨适生于草丛

中。宜采用穴植，穴深宽１５ｃｍ左右，有条件可施农家肥作底肥，

填入表土，下定根水。种下２～３年以后，植株生长至秋冬，地上部

分枯黄，可挖取老块茎供加工应用，以幼嫩鳞茎作繁植材料。管理

易行，连年稳定收获，也可引领他们开展产品加工再创收。

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白芨应用在发展。白芨鳞茎富含黏液质，

制成胶膜块，用于外科手术，将胶膜块贴在刀口上，代替止血钳子，

止血效果神速。白芨黏合剂２０１４年销量上千吨，用于染布、高级香

烟粘合、装裱中国字画、野生参须根粘接等。白芨多糖胶制成的增

稠剂，安全性高，食品业上已在应用；多糖胶也是重要的化妆品原

料，刺激性低，养护皮肤，延缓衰老，有 “白美仙子”著称。白芨

１４



在医学上作为辅料，其功能卓越，安全性高，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目前以白芨为主要原料的云南白药配方系列产品有白芨颗粒冲剂、

白芨口服液等。白芨临床应用治疗肺结核、百日咳、支气管扩张、

矽肺、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十二指肠溃疡性穿孔、结接性瘘管、

肛裂等病症。

白芨野生地虽广，但只是零星生长，没有连片生长。近年来大

部分地区群众过度采挖，种源濒临绝种，已被国家列为保护的中药

材之一。白芨药用国内需求量大，其价值也被国际市场认可，价格

一路飙升，扩大生产大势所趋。

常规育苗靠分株，仅用幼嫩鳞茎作种苗 （老块茎难生芽），种植

２年获４个幼嫩鳞茎，３年６个，４年８个，典型１＋１＝２繁殖系数

低，育苗周期长，种植耗种球量大，成本高。当前种苗奇缺，大面

积生产受限。

针对有胚无胚乳特点，可应用组培技术。组培试验时，配备胚

萌发必需营养为先决条件。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初，由重庆市郊一老农朋

友从野外荒山上?摘寄来的成熟尚未开裂的白芨蒴果。在超净台上

用酒精和癉汞作常规灭菌，无菌水冲洗后置入无菌过滤纸的培养皿

上，将蒴果中间剪断，掏出籽粒，甚小黄白色粉末状，松散不粘连。

用镊尖夹取少许碰击瓶口，籽粒散落培养基表面。以改良的ＭＳ为基

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６ＢＡ和ＮＡＡ／ＩＢＡ。置入２５℃±１℃光照培

养室，４周后，培养基表面出现绿点，实际种子开始萌发，再过一周

小芽苗叶子在伸展，出芽率相当高，在培养基表面出现像培育水稻

秧苗那样，密密麻麻，青绿一片。芽苗生长表现两种类型：圆球茎

型，苗下端形成圆球茎，有细根，生长缓慢；丛生芽营养生长型，

无根，生长较快。不同类型出现与培养基激素类别密切相关。出于

快繁目的，取后种生长型作为继代增殖优选试验。

反复调整激素水平，芽苗可快速生长。当苗高３ｃｍ左右，进行生

根诱导，生根率近乎１００％，经炼苗１周后移植于温室，草炭土∶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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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３∶１基质上，保湿２～３周，成活率９０％以上。在操作上细心谨

慎，数以万计试管芽苗，无一污染，工作进展顺利，历时８个月，从

种子萌发诱导培养基—营养芽继代增殖培养基—生根诱导培养基—室

外移栽等４个环节已基本明确。与以往木本植物组培相比进展快得多，

功效显著。鉴于当前生产种苗奇缺，应用白芨种子组培繁殖，能快速

有效解决种苗问题，是大批量生产种苗行之有效的好途径。白芨苗全

天强光下生长不好，组培苗定植于疏林地或种植于辣木林下。辣木多

年生乔木天然营养树，耐修剪树高依人可控，其叶子羽状复叶小叶量

大，为适宜白芨生长所需郁闭生境随意营造。因此辣木林下套种白芨

方案可行，将会获得好经济效益。种下２～３年后的秋季可挖取老块茎

作鲜品上市或供加工应用；幼嫩鳞茎作种苗种植扩大生产。

白芨高产栽培黔农网上已有报导，植地沙质壤土，行距２０～２５ｃｍ，

株距１０～１２ｃｍ，亩产鲜块茎８００～１０００ｋｇ可加工成品２００～３００ｋｇ，

产值相当可观。白芨市场价视产品质量，省区及当年时价均有差异，

如２０１３年网上报导，云南大理鲜货７０元／ｋｇ，干货３６０元／ｋｇ；贵州

黔南鲜货９２元／ｋｇ，干货４００～４２０元／ｋｇ；陕西汉中鲜货８０元／ｋｇ，

干货３７０元／ｋｇ。

白芨生长过程常见病虫害有烂根病，注意排水；地老虎、金针

虫，可人工捕杀或５０％辛硫磷乳液７００倍防治。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近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度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

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

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

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

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摘自 《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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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思想，引领中国和世界走向未来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点滴体会

赵绍鸿

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怎

样理解这个思想呢？这里谈几点体会：

一、时代背景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历史、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全国解放以

后，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时期，即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初步探索的时

期和后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而现在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节点，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

新时代，既是对前六十年，特别是后三十年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是

发展、提高、转折到另外一个更高阶段的发展时期。这个新时代要

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要乘胜而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时代要满足人们的期待，即从

过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转变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的共同富裕。这个新时代要满足全体中华民族的期待，即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这个新时代要满足世界人民的期待，即中

国将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十八大以来

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新时代，过去的五年我

作者简介：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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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个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深层

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发生了历史

性的变革。

新时代必然带来新的矛盾。这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

矛盾以及要解决的历史课题，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

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需要解决的历史

课题。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是否能够正确判断历史发展

的主要矛盾和历史课题，将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与未来，直接

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过去，我们强调社会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显然

这个历史命题已经过时了。无论从人民的需要来讲，还是从生产以

及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所讲的，现在我们已经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根

本认识的转变、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总结。这将决定我们下一个时期

的工作，也将给整个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新时代必然带来新的历史使命。习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给

我们做出了一个深刻的分析，从现在到二二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期。同时又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习总

书记进而提出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将分两步走，即第一个

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

一个既实事求是，又催人奋进的战略目标。我们相信，新的 “三步

走”战略一定能够实现。正如习总书记一再讲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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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内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随着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必

然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反过来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又指导、促进

时代与实践的发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或者说是几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所提出来

的一个历史课题，就是中国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靠谁革命？怎

样革命？解决这个历史命题产生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

诞生，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第二次飞跃，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是究

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个命题，解决了这个命题。在邓小平理论

的指导下，仅仅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取

得了巨大成功。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这样

一个历史条件下我们究竟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新的历史任务促成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的主

张与观念，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起来说，

就是 “八个明确”和 “十四条基本方略”。 “八个明确”包括总任

务、新矛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

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强军目标、大国理念、从严治党。“十四条基

本方略”，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

改革、坚持创新理念、全面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与

自然和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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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的主

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推进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这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一次新的飞跃，必将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三、光辉前程

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征程决定了当前我们党、全国人

民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进行伟大斗争：就是要反对各

种错误倾向；伟大工程：就是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伟大事业：

就是要保持政治定力，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伟大梦想：就是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回顾几十年来的历史，我们已经实现了几次大的飞跃。中国革

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

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领导和

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未来的

五年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２０１８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习总书记表示，“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

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们坚信，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这段话明确表达了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立场，有力回击了党内外一切错误思潮；

也有利于消除国内外一些人的担心和疑虑；也为全体中国人民带来

福祉。２０１９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习总书记

表示，“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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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继续落实好 ‘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并对未来发展作

出新的规划，推动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

得更加繁荣昌盛。”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当前的工作做好、发展

好，而且要谋划好未来，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

２０２０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总书记表示，“我们将举全党

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 “我们

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

里，再次重申了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不忘初心，一心一意为人民，

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革命是这样，建设更

应该是这样。我们不仅要完成几千万人口的脱贫任务，而且要使全

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２０２１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

一百周年。习总书记表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

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

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这里，再次重

申了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使命，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是一个能够进行自

我革命的党，我们能够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能够清除一

切侵蚀党的肌体的病毒，使我们的党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

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当然，习总书记也一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历史只会眷顾坚

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全

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奋力走好新的长征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要实干、苦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扬帆起航，去迎接我们国家和民

族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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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

新概念、新纲领、新举措

王贺春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很多

具有创造性、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的施政纲领，绘制

出了一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把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新时代的新思路、新概念、新举措有哪些呢？根

据我的初步学习理解，归纳整理出了以下几点粗略见解，提出来与

大家磋商。

一、确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

入了伟大新时代

会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的历史使

命，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更是中国各民族前进的

光明大道。

二、提出新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的高度概括，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

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

过去的提法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作者简介：中国林学会咨询部、办公室原主任，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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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之间的矛盾”。新的提法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

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已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

增长
#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方面更突出的矛盾是城乡、区域、收入

分配等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四、为了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发展更

快的奋斗目标

新的提法是，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
#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加快了速度，节约了时间。

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令人关注的

是，提出的发展目标更注重整体性、总布局，不简单满足于经济量

化指标。

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

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

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七、必须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起

着统领和决定性作用，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

领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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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制定新举措，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为了实现新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

了上百条的新举措，在改善民生举措中增加了 “幼有所育”和 “弱

有所扶”，为幼儿提供保育和关爱，给身体残疾虚弱、低收入等群体

给予扶持
#

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 “三农”工作和全方

位、多层次一系列重大举措。

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在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的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

美丽中国”记者招待会上，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表示，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谋划开展了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是成效最好的时期。

当前的情况有五个 “前所未有”。一是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二是

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三是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四是监管执法

尺度之严前所未有。五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

新目标和新部署。新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２０３５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摘自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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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熟知的塞罕坝人

朱俊凤

今年８月份以来，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和焦点访谈，多次报道了塞罕坝林场。经过２～３代人的艰苦努

力，在塞罕坝林场造林１００多万亩，创产值２０８亿元，年旅游收入达

４０００多万元，为京津地区建起了一道生态屏障，其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引起了世人瞩目。如今的塞北高原，昔日的荒沙不见了，到处

是一片绿色生机，人们赞誉这颗 “绿色明珠”是人间的奇迹、改善

环境新的 “里程碑”。

“塞罕坝林场的光环”、“领导的重视”、“世人的关注”，这就不

能不使我想起与我同窗、同龄、同业的 ４７名同学———塞罕坝人。

“笑问露鬓何时染，遥指荒沙处处茵”，塞北高原的百万亩林海，就

是他们亲手竖起的 “绿色丰碑”，它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党和人民

不会忘记他们，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塞罕坝人。

一、艰苦创业，勇于拼搏的塞罕坝人

１９６２年，原林业部决定，在塞北高原建立塞罕坝机械林场。当

年东北林业大学林学系的４７名应届毕业生，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响

应祖国号召，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毅然决然地到塞北高原———刚刚开始筹建的林业部直属塞罕坝

机械林场。

当时的塞罕坝林场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这里荒原一片，

风沙迷漫，人烟稀少。这里没有房子住，只能住临时搭建的小马架

子窝棚；这里吃的主食以荞麦面为主，没有蔬菜，夏天只能吃土豆、

大头菜、萨拉疙瘩，有时连这些也供应不上，只能用盐水下饭，冬

作者简介：原林业部造林司司长、高级工程师，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中国

治沙暨沙产业协会秘书长。此文是作者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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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零下４０多度，还要上山打柴；这里也没有什么商店、医院，一些

生活用品都要到２００多公里外的围场县城去买；这里不通班车，不

能打长途电话，不能发电报，报纸也是一周来一次，日报变成 “周

报”。尽管４７名毕业大学生来时，做了很多思想准备，然而实际和

想象之间相差太远了！但是，他们严守承诺，不怕任何困难，工作

任劳任怨，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困难到哪里去。当营林员、当

苗圃工、当小学教员、当宣传干事、赶牛车上山打柴……，可以说

什么活都干过。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磨练，更是一种对品德意志的考

验。这是他们到坝上过的第一关———生活条件艰苦关。

塞罕坝林场总场下面有１０多个分场，造林任务主要在分场。造

林难度最大的是北曼甸子分场，其中的大顶子是最艰苦的地方，海

拔１８００ｍ，离居民点远，自然条件差，造林难度也最大。刘明瑞、

郭玉德两位同志在这里一呆就是 １３年。他们住一间土屋，屋外大

风、屋内小风，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天冷时墙上四周全是冰霜，

睡觉都得戴上帽子，有时连老鼠都往人的被窝里钻，没办法，半夜

起来打老鼠。当年，造林检查的任务非常繁重，对每道工序的质量

都要严格检查，一天下来要跑几十里的路。造林季节的露水很大，

衣裤一湿就是半截，整天在泥里、土里、风里干活，晚上还要走１０

里、２０里的路回到宿营地。要说路，造林地根本没有路，全是在草

地里淌，露水湿透了半身。上班湿了，白天蒸干，晚上回营地又湿

了，第二天还得穿这套湿衣服上山。要赶上下雨就不用说了，全身

湿透。同事们说：“你们太辛苦了”，他们说：“苦是人吃的，活是人

干的，不然怎么完成任务”。１３年的造林蹲点工作，他们与当地的社

员们混得很熟，社员说：“看不出来你们是大城市来的，没有娇气，

很能吃苦，总是乐观的生活工作。”这就是４７名大学生必须过的第

二关———工作条件艰苦关。

在文革的动乱年代，极左思潮发展到极点，塞罕坝林场也不例

外，“臭老九”、“黑五类子女”是群专的对象，有的连党籍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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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工作时有两个干部，哪个单位都不要。阴河分场书记坚持正义，

“我就是要这两个干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阴河林场书记亲

自来接他们。高庆有的爱人抱着不满３个月和年仅４岁的两个孩子，

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书记和老高同志坐在大卡车的上面。由于

雪下得太厚，步履艰难，只得在卡车前面用链轨拖拉机开路。直到

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才到达阴河分场。到达阴河分场后，老高的二

儿子高烧不退，当地的土医生误诊为出麻疹，不能吃药，不能打针，

孩子烧的昏迷不醒，一口口脋气儿。在孩子生命危在旦夕的关键时

刻，林场刘大夫出差从外地回来，诊断孩子的病是肺炎，马上打强

心剂，输氧抢救，终于从死神手里把孩子的生命夺了回来。重新工

作，大病不死，这可以说是过了第三关———天灾人祸关。

二、科技创新是 “塞北绿色明珠”的基石

在高寒地区的坝上机械营造落叶松，这在我国的林业史上尚无

先例，对于刚由学校毕业的一群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天大的难题。

在头１、２年的造林实践中，造林成活率很低，有的地方甚至全部死

亡。这时有些人动摇了，认为坝上根本不适合造林，林场不如早下

马，否则损失太大。经过一番争论，统一了思想，还是要干下去，

就是失败也要弄个明白。大家齐心协力，分头下去深入实地调查研

究，足迹踏遍了塞罕坝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哪片林子是什么时

间造的，哪片林子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要认真调查清楚，找出问

题的原因，总结经验。全场科技人员，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反复

试验，发动全体职工大搞实验，建立示范点，进行科技创新。李兴

元、李芳文同志负责 “全光育苗技术研究”，夏均奎、李信负责 “机

械化造林技术研究”、 “沙地造林引种试验”，包禄等同志负责 “坝

上落叶松育苗技术研究”、 “樟子松引种育苗技术”，孙秋烨负责

“一锹别造林技术”，王义田负责 “落叶松造林密度试验”等，１０多

项技术试验项目同时开展。王义田等同志编写了 “人工造林工作细

则”、“育苗技术实施细则”。由于这些科研项目的突破，和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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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配套改革，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为打造光彩

四射的 “塞北绿色明珠”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场干部和工人经过几

十年的奋斗，终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人工林机械林场。

林场育苗和实验，每年需要２５００－３０００斤林木种子。采购林

木种子和经常外地出差，是一项艰苦而技术含量高的工作。１９６９年

至１９７３年，夏均奎、孙秋烨、包禄、吕秉臣到黑龙江、吉林、山西

等省８个林业局采购种子，一干就是３个月。他们同林业局工人一

起采种，调制、干燥处理、包装、发运，在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

顶风雨战严寒，克服了很多困难。１９７２年元旦，夏均奎，孙秋烨采

购种子到加格达奇，为了省钱，他们住的旅馆条件很差。深夜，孙秋

烨发生了煤气中毒，他本能地发出了求救声。夏均奎同志还很清醒，

起来披上大衣，只穿拖鞋，在零下４０多度的深夜，踏着雪地，和值班

室的同志一起把他送进医院抢救。经过人工呼吸、打急救针，孙秋烨

同志终于被抢救过来，但却落下严重的后遗症。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４日，王

义田、包禄出差北京，王义田同志突然胃痛如刀割一般，到医院诊断

为急性阑尾炎，局部麻醉后下午３点动手术。手术后大夫说：阑尾无

炎症，是胃穿孔，马上又实行全麻，做胃部手术。包禄同志守护了一

夜。王义田同志第二天才清醒过来，住了４０天医院，才回家养病。他

说：我捡了一条命，要是在塞罕坝，我就见上帝去了。

三、林海赤子绘丹青

塞罕坝林场建场时，职工有３００多人，其中大中专毕业生１２０多

人，这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为什么一个林场集中这么多的

科技人员，成为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原林业部的领导解释说，

建场需要，培养锻炼干部，建立人才库。今天看来这３条圆满完成

了。塞罕坝林场建成了，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林业人才。以东北林业

大学４７名大学生为例，他们都成为了高级工程师，其中有３名成为

厅局级干部。林场建成后 ４４名干部调往辽宁、吉林、黑龙江、河

北、陕西、林业部机关、铁路和石油部门，充实了各地林业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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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发挥了骨干栋梁作用。

岁月沧桑，塞罕坝４７名同学，支援各地，但曹国刚同学却把生

命留在坝上，真是祖国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之中，有的人，爱人

在家乡生小孩，几次来信催促回家照看，为了工作难以回去，致使

妻子难产，小孩死亡，留下了终身无子的遗憾。有的人，由于坝上

条件差，孩子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夭折，母亲精神失常。有的人，

爱人在家乡带两个孩子上班，无人帮忙照顾，使孩子误伤，终身致

残。还有的人，爱人生孩子后，急于返场落下终身疾病……。这些

都是个人隐私，谁都不想去讲、去说。然而今天，他们回想起来却

是无怨无悔。当他们漫步在塞罕坝茫茫的林海之中时，因为没有虚

度年华而骄傲！

“十年树木木成林，百年育人人成才”。５５年光辉岁月，塞罕坝

林场变成 “塞上明珠”，成为祖国首都北部的绿色屏障。这是老一代

塞罕坝人，用血汗和生命竖起的绿色丰碑，创作的巨幅画卷！那些

平凡而伟大的塞罕坝人，以及他们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

子孙”的艰苦奋斗精神，将和１４０万亩茫茫林海一样丰碑永存，让

生命的光芒在塞北高原永远熠熠生辉！

宁夏７５００名建档立卡贫困农民可实现 “绿色脱贫”

记者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从宁夏林业厅获悉，中央财政在安排宁夏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时，共安排宁夏生态护林员补助金７５００万元。这项补助资金

比２０１６年的６０００万元增加了１５００万元。这笔资金可以聘用宁夏７５００名建档

立卡贫困农民担任生态护林员，人均收入１万元，实现 “绿色脱贫”。

去年，中央财政为宁夏安排了６０００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宁夏利用

这些资金，将６０００余名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为生态护林员，每

人年均收入１万元。今年，在宁夏积极争取下，中央财政又增加了１５００万元的

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按照每个护林员人均１万元的劳务补助，宁夏可新增１

５００名生态护林员。 摘自 《中国林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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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桉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祁述雄

祁述雄１９３２年７月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一个小村庄。

他１９５２年于湖北省农学院森林系专科毕业后到广东省农林厅工作。

１９５４—１９８８年在广东省雷州林业局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局长。１９８８年调至林业部桉树研究开发中心任筹建负责人、

总工程师 （副司级），至１９９２叫年退休。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任加拿大

嘉汉林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曾任 《桉树科技》主编、全国桉树协

作组组长、南方桉树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桉树专业委员会主

任等。现为中国绿化基金会祁述雄桉树基金的理事长。

一、主要学术成就与科技成果

编著 《桉树栽培》、《中国桉树》（第１、２版）和 《桉树栽培实

用技术》等专著，均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桉树》作为

代表作，系统全面地叙述了我国桉树引种、栽培和利用的生产经验

和科研成果。主持国家桉树科技攻关 “六五”、“七五”、“八五”课

题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取得栽培和育种１０多项成果，并获得全国科

技大会、林业部、广东省林业厅等多项奖励，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先

后被原林业部和广东省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被评为湛江市突出贡

献专家一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至２０１６年已从事林业生

产、科研工作６６年，是我国当代享有名望的桉树学术权威人士。曾

入编 “当代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世界名人录”、“中

华骄子世纪珍藏版”等辞书。

二、典型事迹

祁述雄从６岁上学开始，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他的学习

成绩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然而，１９５２年大学毕业分配时，他却在

志愿表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１）登林海雪原；（２）渡天涯海角”，

此稿依据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提供的资料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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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献给新中国的林业事业。

（一）扎根基层 磨炼身心

１９５４年，祁述雄随同广东省林业厅工作组前往雷州，协助筹办

国营粤西林场 （雷州林业局前身），主要工作是接收粤西农垦局下属

在遂溪县和海康县境规划使用的荒山、海边不适宜种植橡胶的贫瘠

沙土地，共２７万ｈｍ２。因工作表现优异，被委以重任，新建林场并

发展桉树事业。１９８７年，主动放弃调回广东省林业厅工作的机会，

坚守湛江并筹建林业部桉树研究开发中心，继续在基层为做好桉树

科技工作而奋斗，直至１９９２年退休。

（二）求真务实 发展桉树

沿海的雷州半岛，因台风频繁、土地贫瘠、干旱缺水等问题，

许多树种如马尾松长势极差。要营建大型的国营林场，选择树种是

成败的关键。祁述雄根据当地的立地条件类型，通过查阅资料、多

处走访、实地调查及开展引种试验，最终决定在粤西林场首选窿缘

桉进行造林并获得成功，当年种植成活率高达９４％。１９５６年，此造

林结果获得广东省林业厅认可。截至１９５８年，粤西林场已营造桉树

林０８万ｈｍ２。

（三）重视科研　革新技术

祁述雄负责雷州林业局技术工作，重视科研，结合林场生产并

做试验研发，于１９６８年首创成立雷州林业局林业科学研究所，并引

进人才担任技术骨干，合理搭配梯队人才。

从桉树引选品种、培育带土苗、施肥、幼林抚育等环节进行技

术革新，显著提高了桉树人工林的蓄积量。同时，对桉树林及其副

产品进行开发利用，使桉树木材由最初用于建筑梁柱、坑木等转为

优良纸浆用材原料使用。雷州林业局在祁述雄等领导的努力下，

１９８５年与日本王子纸业公司签约，１０年累计出口桉树木片１００万绝

干ｔ。１９８７年获得国家计委、林业部等部门的支持，祁述雄作为筹建

组组长在雷州林业局基地筹建年产５万ｔ桉树木浆厂。祁述雄注重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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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全树综合利用，将采伐后的桉树枝丫 （３ｃｍ梢头）为原料，于

１９８１年建成年产２０００ｔ湿法纤维板厂并投入生产；利用桉树叶生产

精油与黄酮类化合物、桉树嫩枝叶生产栲胶等，开发林副产品显著

提高了桉树人工林的经济效益。

（四）讲究管理　勇于创新

“有情的领导，无情的管理，绝情的制度”—祁述雄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率先在雷州林业局实行技术管理，重视人才培养并知人善任。

作为技术主管，经过生产试验后开始推行以桉树为先锋树种，建立

起雷州森林生态系统的框架；营造生产力高的速生丰产林，由单一

木材利用转向全树综合利用，既坚持生态林业的原则，又尽可能发

展商品经济。管理有方，措施得力，在森林经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制订了 《雷州林业局经营管理制度若干规定》、《伐区调查和审批制

度》、《质量检查制度》、《林业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林分分类标

准》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１９９２年退休后，受聘于加拿大嘉汉林业国际有限公司继续从事

桉树技术指导和研发管理工作，在该公司推行雷州林业局的经营管

理制度，亦取得显著成效。２００３年成立了在林业行业里为数不多的

监理单位即湛江南方林业工程质量监理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并

于２００５年成立漳州南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对我国林业事业的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撰写文章　交流推广

主编 《中国桉树》 （第１、２版）、 《桉树栽培实用技术》等书

籍，创办 《桉树科技》期刊，既有理论，又重实践，内容十分丰富，

可操作性强，为广大从事桉树科研、生产、科技推广、教学等人员

提供专业性学术参考资料。重视桉树的学术交流与推广，于１９７３年

成立全国桉树科技协作组 （全国桉树专业委员会前身）并开始有组

织地发展壮大，近５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均参会代表３５０余人，包

含国内外林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等单位，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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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科普教育、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此外，祁述

雄于１９７９年首次率团赴欧洲参加世界人工林学术研讨会，赴非洲勘

察设计３０万ｈｍ２绿色工程，先后１０多次以代表团成员或领队身份

赴大洋洲、美洲和亚洲等 ２０多个国家考察和学术交流，开阔了视

野，拓宽了思路，获取了经验，提高了能力。

三、突出贡献

１９５４年起，祁述雄扎根粤西林场 （今国营雷州林业局），主动

放弃调至广东省林业厅的机会，坚持留守并发展桉树事业。他吃苦

耐劳，力克艰辛，不断摸索，终于在雷州半岛用桉树造林并取得巨

大成功，把当年雷州半岛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桉树的海洋，成为我国

发展速生人工林的典范，带动我国桉树的快速发展，推动全国１０多

个省区营造桉树人工林，是我国大面积发展桉树的开拓者之一，至

２０１６年我国桉树人工林面积已达４５０万 ｈｍ２，并在开发桉树木片、

纸板的利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１９９３年首先在我国引进加拿大嘉

汉林业国际有限公司外资营造桉树林１０万 ｈｍ２，有效地促进内企和

外企对桉树的加工利用，包括出口木片、生产人造板业和制浆造纸

等，对我国发展桉树，发挥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做出了重大

贡献。

作家何初树在 《树人———祁述雄传》中对这位新中国桉树事业

的开拓者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祁述雄一生为之努力的桉树事业从湛

江带动了广东，继而带动了全中国，辐射到亚洲东南亚各国，扩散

到世界各地，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对全球桉树事业的推动作出

了他的贡献。可以说，在桉树产业这个领域里，祁述雄已经起到了

领袖式的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祁述雄这个毕生种树的

人，给我们树立起做人的榜样，树起了一个大写的 ‘人’字。他对

事业执著追求、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但影响与他相处的同事与四周

的朋友，而且还将影响后一代人。” （李凡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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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无愧担当　百年奋斗铸就辉煌

———中国林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巡礼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励精图治，一百年辛勤耕耘，一百年

春华秋实。

当历史走进到２０１７年，中国林学会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发

展历程，迎来了百年华诞。

一百年，这是一份深厚的历史积淀。从最初的中华森林会到中

华林学会，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林学会，中国林学会实现了一

个又一个的历史跨越。

从这里走出了中国林业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份林业期刊 《森

林》及其后继者 《林学》、 《林业科学》；第一个林学会奖励基金；

第一个中国植树节；第一届梁希奖、劲松奖、陈嵘奖；第一届中国

林业学术大会；第一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第一届森林科学论

坛……这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学会不断开拓创新，艰苦创业，谱

写了一篇篇绚丽多彩的时代华章，为促进林业科技事业的繁荣和进

步，为加快中国林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风云时代　应运而生

一百年前，中国森林自然生态如同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社会一样，百般凋敝。

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随着西方民主进步思想的传入，以民主、

科学精神相期许的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

中国近代林业的先驱凌道扬等人，深知 “中国木荒”之痛，深

知 “林业之兴废，关系国家之兴废”，深知 “振兴林业为中国今日之

急务”，于１９１７年２月１２日在上海成立中华森林会，自此，肩负着

发展我国近代林业科学历史使命的首个社会团体诞生了。

《中华森林会章程》规定：“本着集合同志共谋中国森林学术及

事业之发达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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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务主要有４项：刊行杂志，编著书籍；实地调查，巡行

演讲；促进森林事业及森林教育；答复或建议关于森林事项。

１９２１年３月，中国第一份专业林业科学刊物 《森林》诞生。这

份最早的中国林业科技刊物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林业文献资料。

岁月动荡　奋勇前行

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初立，在农矿部开设专门的林政司，植树造

林被列为政府训导社会大众的一项重要工作。同年８月４日，经姚

传法、金邦正、陈嵘等林学家积极推动和筹备，“中华林学会”在金

陵大学成立。自此，中华森林会更名为中华林学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回首那段不堪的岁月，战争

的纠缠与生活的苦难，这是中华民族心头共同的伤痛。炮火硝烟中，

中华森林会的先驱们仍在为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召开多

次理事会，创刊 《林学》杂志，向社会宣传林业，参与国际学术交

往活动，建立省级林学会，推动成立台湾省林学会，先辈们不畏艰

险为理想而奋斗着。从最初的黄河水文科考到现代 “水土保持”概

念的提出，林业科技事业有了起步与进展。可以说，早期学会同仁

的共同努力，为新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新生　开写新篇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设林业部。林业部

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把林业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随之，有着

３０多年历史的林学会翻开了新的一页。

１９５１年２月，林业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重建新中国的林学会，

并定名为中国林学会。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著名林学家、林

业教育家梁希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林业工作者有了自己的新家，梁希先生描绘的 “黄河流碧水，赤地

变青山”壮美画卷，成为林学会会员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目标。

借助新中国林业发展之势，中国林学会工作全面展开：积极开

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与外事工作等活动；学术期刊 《林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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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创刊；组织机构逐步调整、扩展，会员人数大幅增加……

更让人难忘的是，这个时期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即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７日在北京召开的学术年会。年会由张克侠理

事长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出席了会议。这次学术会后还整理

出 《对当前林业工作的几项建议》，以３３名林业科学家和林业工作

者的名义上报给中国科协、林业部、国家科委，并分别报送聂荣臻

副总理和谭震林副总理。这份建议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对林业的重视，

学会的地位得到提升。

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正当中国林学会活动顺利发展的时候，

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带进了一场长达１０年

的浩劫中。中国林学会被迫停止一切活动长达１１年之久。

创新引领　奋发图强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结束了 “十年动乱”，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精神给中国林学会事业复兴带来了强大动

力，国家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的形势为中国林学会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不忘初心，把握机遇，奋发有为，中国林学会的事业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新时代是中国林学会自强不息的新

历史，是中国林学会事业不断繁荣、壮大的新时期。

学术交流　求质量　创精品　打造品牌

以学术交流启迪创新思维，促进学科发展，引领林业科技发展

方向，这是中国林学会着力主抓的重要工作。

１９７７年中国林学会在天津召开学术年会。这是 “文革”后学会

的第一次学术活动。以此为新起点，中国林学会拉开了以学术交流

推动林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序幕。

中国林业学术大会是中国林学会的品牌学术活动，在国内外具

有广泛的影响力，对促进学术交流、启迪创新思维、推动自主创新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２０１６年起，中国林业学术大会由原来的４年一

次改为１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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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学会除重点抓好中国林业学术大会外，中国林业青年学

术年会、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森林科学论坛等品牌学术活动，

也不断创新学术活动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模式，力图向 “精品化”和

“品牌化”迈进，不断提升了学术活动的质量和吸引力。并且，学会

每年都要围绕林业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和学科发展的前沿，

开展几十项学术研讨活动，启迪创新思维。学术活动形成了总会与

分会及省级林学会相互支持、协同配合的学术活动体系，而且，学

会的学术交流活动都紧紧围绕林业中心工作组织开展，使学会的学

术活动成为有源之水，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科普活动　形式新　受众广　形成体系

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和生态意识，中国林学会把此当成自己责

无旁贷的任务。多年来，学会科普工作成效卓著。

学会每年都会举办青少年林学夏令营，利用植树节、湿地日、

科技周，组织开展科普宣传和专家咨询活动，。此类活动累计开展超

过２００次，直接受益公众近１亿人次。学会还以林业科普 “六进”

（进村屯、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工厂、进军营）活动为抓

手，开展丰富的科普宣传活动，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学会制定了 《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创建与管理办法》、《全国林业

科普基地建设标准》，截至目前，由中国林学会命名的全国林业科普

基地达１１０个，由中国林学会推荐命名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达１４家。

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已经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林业科普教育的

重要阵地。

科普工作要寻找新突破，这是中国林学会近年来一直探求的新

课题。学会组织开展了科普服务林改试点活动，在辽宁宽甸、浙江

龙泉、陕西蓝田建立示范点，组建 “林改科普服务站”和各种类型

的林改科普服务队，利用项目示范带动村民学知识、学技术，不断

引导农民理性追求科学与文明，在更广泛的领域向落后与愚昧宣战。

这一试点工作创新了科普工作的形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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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林学会的科普工作基本形成了组织比较完善、学科

分布广泛、覆盖全国的群众性科普工作组织网络体系。

决策咨询　献计策　建智库　提升能力

服务好林业中心工作是中国林学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多年来，中国林学会不断提升服务能力，积极开展决策咨询工

作，不断探索与创新决策咨询工作新模式。

选择林业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调研，为政府决策

提供技术支撑和政策依据，这是中国林学会着力为之的事情。学会

先后组织开展了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木本粮油产业发展、木材安

全问题等专家考察和调研，提出了多项专家建议，组织专家完成了

多项专题报告，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依据。

为了让决策咨询工作成为一种常态，２０１４年，中国林学会专门

创办 《林业专家建议》专刊，定期反映国家林业局的中心工作和政

府关心、社会关注的林业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其中既有关于林

业智力体系、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宏观政策的建议，也有古树名木保

护等技术问题的具体建议，每一期专刊都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的高

度重视。

启动中国林业智库建设，这是中国林学会提升创新和服务能力

的一项战略举措。智库建设从２０１４年底启动，到２０２０年，林学会要

建成面向现代化的、国内一流的高端新型林业智库，为中国林业发

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合作交流　连国际　牵两岸　深入拓展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林业学术团体，中国林学会

积极作为，在林业国际与两岸合作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会按照国家林业局积极支持和鼓励学会加强国际合作、不断

提高学会在国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代表国家林业 ＮＧＯ在国际舞台

上发声、大力宣传我国林业的相关精神，不断加大与国际组织的合

作与交流，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杨树委员会的会员，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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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其活动，提交议案，不断展现中国林业的重要性。此外，

与ＩＵＦＲＯ、ＴＮＣ、ＵＮＥＰ、ＷＷＦ等近１０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与联系。

学会还积极与国外相关林业机构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大多边、

双边及两岸合作与交流，与美国林学会、加拿大林学会、澳大利亚

林学会、新西兰林学会、台湾中华林学会、奥地利大学、赫尔辛基

大学等近３０个国 （境）林学会、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与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会推动的国际合作项目 “天然林示

范区栎类经营示范项目”的开展，为促进中国的栎类经营产生了显

著的效益发挥着积极作用。

“森林科学论坛”是中国林学会于２０１０年创建的国际交流平台。

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该论坛已成为世界林业科技人员交流信息、

启发思想的场所，也是全球林业同行寻求合作、传播友谊的平台。

人才培养　多奖项　广举荐　人才辈出

人才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作为我国林业最大的学术

团体，中国林学会把大力培养人才当成了学会的重要职能。

从１９７８年天津年会倡议设置中国林学会基金奖，到后来设立劲

松奖、陈嵘奖、梁希纪念基金及梁希奖，表彰从事林业工作５０年以

上科技工作者等，学会在不断进行人才培养奖励机制的完善。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成立梁希科技教育基金是学会进行人才队伍建设的

大手笔。经过多年努力，梁希奖基金已达１０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４年经

科技部批准，学会设立梁希科学技术奖，下设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

梁希科普奖、梁希优秀学子奖、梁希青年论文奖４个奖项。可以说，

中国林学会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技奖励体系。

２０１３年，中国林学会制定了 《领军人才和青年后备人才培养计

划》，在院士候选人推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评选推荐、实施青

年托举工程的实施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特别是青年托举工程大力

扶持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为林业科技高水平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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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队选拔与培养了年轻的领军人才和重要的后备力量。

中国林学会在培养人才工作中积极作为，不断创新，为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林业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期刊　求质量　高水准　争光载誉

《林业科学》经过６０年的稳步发展，不仅成为中国林业学术第

一刊，而且在全国科技期刊中也稳居核心期刊的地位。

作为林业综合性学术期刊，《林业科学》以刊发原创论文、引领

林业科技创新为己任，积极关注国家林业建设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刊发论文 “唯质是视，量质录用”，保持了它一以贯之的学术权威性

与高质量水准。

正是这种对品质的追求，《林业科学》获得了诸多荣誉：多次获

得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奖；在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举办的３届国家期刊奖评选中，《林业科学》蝉联

第一届、第二届最高奖——— “国家期刊奖”，名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提名奖 （科技期刊类）第一位；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组织的

１５次评选中１４次获得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获得中国

期刊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新中国６０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

号；２０１６年被 《工程索引》（ＥＩ）收录，成为我国目前唯一被ＥＩ收

录的林业类科技期刊。随后，《林业科学》又被当今世界最大的文摘

和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收录。２０１６年，《林业科学》在中国知

网下载量为１６万篇次，海内外机构用户数达３６８２个。

创新助力　探模式　建平台　卓有成效

林学百年，创新引领。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国家主体战略

时，推动林业科技和服务创新成果转化，驱动企业科技创新和地方

经济发展成为了中国林学会的重要使命。

作为中国科协全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试点单位，２０１５年，中国

林学会在宁波市科协的支持下，依托宁波市林业园艺学会，成立宁

波服务站。建站后，在实施林业乡土专家计划、对接基层攻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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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题、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方面，宁波服务站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工作，受到了中国科协、国家林业局、宁波市政府等有关单位

领导的高度肯定。特别是在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３日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

工程总结经验交流会上，学会宁波服务站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肯定，成为全国各学会实施创新驱动工程的

典范。

学会除建立宁波服务站外，还在山东日照建立了现代林业科技

示范园，在贵州丹寨，内蒙古清水河，江西赣州，福建福州、漳州、

南平、莆田，黑龙江大兴安岭等地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积极开

展企会合作、地会合作，推进成果转化应用，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

智力支持，有力推动了地方企业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励精图治　再谱新篇

一百年继往开来，一百年砥砺前行。

从最初的中华森林会到中华林学会，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

林学会，虽曾因社会变动历经波折，几易其名，但中国林学会为振

兴祖国林业奋斗的主要宗旨和学会会员执著追求与艰苦奋斗的精神

是一脉相承的。

在一代代的林业人薪火相传、孜孜不倦的艰苦奋斗下，中国林

学会如今成为我国林业界学科最齐全、专业最广泛、会员覆盖面最

广、组织体系最完善，在国内外林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重要社会

团体。

历史与未来在此刻交汇。百年华诞是学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这一崇高使命面前，走过百年的中

国林学会将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求实创新，勇攀高峰，按照第十

一届理事会提出的 “继承、创新、改革、服务”的要求，谱写新一

轮跨越腾飞的壮丽篇章。 郑槐明摘自 《中国林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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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院杨树育种六十年

马常耕

起步祖国经建需，弹指经历一甲子；

林木育种开新端，艰难前进执大幡；

技术理论吾领先，四代接力硕果繁；

良种撒遍神州地，富民益国功自显；

两本专著路引领，三册译文知世情；

多篇论述启新思，讲座培训育群英；

呕心沥血新苗育，舌敝唇焦助材成；

林业成果真硕丰，杨树育苗列前名；

多项国奖集体功，争光院所业界称；

奋斗历程虽有痕，辉煌成就看作零；

不骄不躁不居功，自我超越新程登；

生态育种主体功，种质创新保驾行；

任重道远峰连峰，体系优化重中重；

语寄新辈抱负远，志攀新峰争领先；

学科创新敢引领，国际业界争扬名；

祖国盛世全民建，吾辈齐力添瓦砖。

七律———咏太行山皂荚

黎云昆

生长深山峭壁中，久经酷暑与寒冬。

豆荚磨粉能除垢，棘刺煎汁可治痈。

本草神方生鬓发，合欢树影浴芙蓉。

秋来花木无颜色，还看枝头数点红。

９６



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将产生五种恶果

《新西兰中文先驱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刊文称，新西兰领先的科学团体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ｅＡｐａｒａｎｇｉ发布报告警示称，由于气候变化温度升高，将会给世
界带来热浪、疾病、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

温度升高：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持续按当前速度攀升，到２１００年新西兰很多地
区，一年内温度超过２５℃的时间将超过８０天。目前大部分地区在这个温度区间
的天数，都只有２０～４０天。老年人群体面对热浪天气尤为脆弱。

水源污染：气候变化会导致人类感染水传播疾病的情况增加。极端降雨天

气和洪涝等变化的天气模式，会和农业径流一起，增加饮用水污染几率。新西

兰每年胃肠炎患者数在１８０００～３４０００之间，和很多高收入的国家相比，水传
播疾病数量已经相对较高。

空气污染：众所周知，气候变化会导致空气污染的增加，但是在新西兰，大

家需要关心的不仅是雾霾。更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更高的温度和雨水变化，

都可能会使花粉过敏病患的数量增加。随着季节性火灾严重程度的增加，空气中

ＰＭ２５和ＰＭ１０的含量也会增加。潜在疾病患者、老人和孩子对此非常敏感。
新一轮害虫和疾病：蚊子、蜱虫和跳蚤会在人际，或者从动物处传播传染

性疾病。而这些疾病的传播受到气候因素的强烈影响，尤其在极端高温和低温

天气下。这些因素会通过改变蚊虫数量、密度和存活率，影响疾病的爆发情况。

更进一步，气候变化能够影响疾病传播环内其他动物的相对数量，更高的温度

会增加疾病宿主的生育率。

精神疾病和社会伤亡：更高的温度、极端天气现象、人类被迫流离失所，

都可能会对人们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大家可能会感到压力和沮丧，焦虑、抑

郁，患上创伤后压力症，甚至生出自杀的念头等等。 摘自 《中国新闻网》

国杰研究院组团赴北京三际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考察

近日，国杰研究院组团赴北京三际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考察。北京

三际公司技术领头人是美籍华人吕正雄博士。吕博士是著名的美国南加州大学

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固废处理专家。同时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农业循环经济

和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首席专家。他发明一套 （称ＨｉＳＡＰ技术－－有机固体废
弃物协同处理和有机肥生产一体化）可以在二小时内将多种有机固废处理物，

快速转变成高品质的有机肥，且不会产生二次公害。实现了有机固体废弃物的

协同处理和有机肥生产一体化，打通了农业循环经济中重要一环。目前正在密

云建设处理能力２００吨／日的示范装置。
国杰研究院裴兆宏院长、孙桂琴和富志侠副院长，院特色小镇研究中心孙

禹主任，清华大学老教协郭聚豪教授到三际公司考察，受到三际公司的欢迎。

双方就项目建设、技术咨询评审、后续专家资源等进行了友好交流。国杰研究

院将配合三际公司做好科技成果推广工作。 摘自 《国杰研究院简讯》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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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办

刊宗旨为：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对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要求，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紧密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和林业建设发展中的理论及

实践问题，给老教授、老专家提供一个思考和研究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

台；在内部交流的同时，根据各期重点内容，分别报送国务院、中国科协、国

家林业局、北京市政府、上级有关领导机关及会员单位领导参考，将林业专业

委员会的宣传咨询服务工作开展的扎扎实实并富有成效。

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领导服务，为作者提供建

言献策、相互交流的平台，我们真诚地欢迎新老会员及其他林业专家积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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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统一

采用 “三线表”。

３文中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４参考文献应引自公开出版物。文中引用部分应在结尾处右上角 ［］内标

出引文的序号，文后参考文献 ［］内的序号应与文中引文处的序号一致。

为方便作者，列出几种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期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Ｊ］刊名，年，卷 （期）：起止页码
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Ｒ］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报纸：［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Ｎ］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所引文献的作者３位以内的需全部列出，超出３位的列出前３位作者，之

后加 “等”，作者之间采用 “，”分开。

５作者请写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详细通讯地址、联系

电话、Ｅｍａｉｌ信箱，以便即时联系。
６来稿请采用电子版稿件，用 Ｅｍａｉｌ发至老教协 《通讯》编辑部公共信

箱：ｌａｏｊｉａｏｓｈｏｕｔｘ＠１６３ｃｏｍ。
手写稿请寄：１０００９１北京颐和园后中国林科院科信所退协老教授协会 《通

讯》编辑部王士坤或郑槐明收。

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 《通讯》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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