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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４０周年

刘于鹤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

重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简称三北防

护林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至今四十年了。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完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前四期工程，第五期工

程正在进行中。为全面客观总结和科学评估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的

成就，国家林业局决定，由三北局牵头组织，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

设计院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参与，

联合各省厅 （局）开展专题调研。分别平原区、风沙区 （京津冀协

同发展区）、黄土高原区和荒漠区，邀请部分院士、专家共组建四个

调研组，每个调研组５～６人参与调研。调研方式以座谈交流、实地

考察为主，结合典型调查进行。通过调研：了解１９７８年以来各地三

北防护林工程实施情况；掌握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对修复生态改善

人居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精准扶

贫的影响；听取对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调研成

果为开展４０年总结评估提供第一手材料，为推进政策完善和机制创

新，建设好三北防护林体系提供参考。

我有幸受邀和中科院及规划院的专家一道参与了荒漠区的调研，

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５日赴新疆自治区南疆阿克苏

地区阿克苏市和温宿县，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和格尔木市实地考

察调研，收获颇大、感受深刻。

一、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于 １９７８年起动，体现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

三北地区地貌复杂、自然条件十分严峻。回顾三北地区漫长的发

作者简介：原林业部副部长，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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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史，可以得到一条深刻的教训，森林是环境改善或恶化的决定

性因素。在干旱、风沙、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地区，森林的地位尤

为重要。历史上三北地区有茂密的森林和肥美的草原，有驰名中外

的丝绸之路和繁华一时的古城，如尼雅、楼兰等。但因历代战争和近

代人口激增，大面积森林惨遭滥伐，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平均森

林覆盖率仅为５％。因此旱涝灾害频繁，形成了 “十年九旱，不旱则

涝”的局面。这里分布着塔克拉玛干等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沙漠、

戈壁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１４９万 ｋｍ２，从新疆一直延伸到黑龙江，

形成了一条万里风沙线，年风沙日有３０～１００天，成了 “沙进人退”

的严酷局面。这里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水

土流失面积占这一地区总面积的 ９０％，每 ｋｍ２年流失土壤 １０～

１００ｔ，相当于刮去１ｃｍ厚的黄土。在黄土高原、黄河下游的有些地

段河床高出堤外地面３～５ｍ，成为地上 “悬河”，大部分地区年均

降水量在４００ｍｍ以下，形成了 “十年九旱，不旱则涝”的气候特

点。风沙危害、水土流失和干旱所带来的生态危害严重制约着 “三

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各族人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

同时也构成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严峻挑战。

１９７８年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面临百废具兴的局面。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７年近四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指标可看出当时的困难状况：国内生产总值１９７８年３６４５

亿元，是２０１７年 ８２７１２２亿元的二百二十七分之一。人均国民总收

入１９７８年１９０美元，是２０１７年８２００美元的四十三分之一。１９７８年

国家财政收入１１３２亿元，是２０１７年１７２５６７亿元的一百五十二分之

一。我国外汇储备１９７８年仅１６７亿，是２０１７年３１３９９亿美元的一

万捌千捌百零一分之一。城镇化水平１９７８年为１７９％，２０１７年为

５８５２％，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了４０６２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３４６元，是２０１７年２５９７４元的七十五分之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１９７８年１３６元，是２０１７年１３０００元的九十五分之一。１９７８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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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７亿多人脱贫。人均寿命从６６岁增加到

７６岁。１９７８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５７５％，２０１７年为２９３％比

１９７８年下降２８２个百分点，从极端贫困达到联合国制定的富足国

水平。

虽然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党中央、国务院总结历史经验，

对于改变这一地区的自然面貌和经济条件十分关怀、极为重视。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国务院批准了在三北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体系

工程，并特别强调：我国西北、华北及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

流失十分严重，木料、燃料、肥料、饲料俱缺，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大力种树种草，特别是有计划地营造带、片、网相结合的防护林体

系，是改变这一地区农牧生产条件的一项战略措施。并把这项工程

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这一英明决策符合三北地

区的实际情况和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当地

驻军的积极拥护和热烈响应，在国际国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英

国 《泰晤士报》称赞这一规划构想宏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征服自

然的壮举。四十年过去了 “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对

“三北”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表明原国家林业部很好地发挥了参谋

职能，更是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是伟大的战略决策。

二、“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

迄今为止，世界有四大生态工程：中国的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

程”；美国 “罗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前苏联 “斯大林改造大自然

计划”；北非五国的 “绿色坝工程”。较之其他三大工程，三北防护

林工程面积最大、自然条件最为复杂、持续时间最长、成效最为

显著。

（一）美国 “罗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

该工程是为了遏制西部大草原地区因过度放牧和开垦造成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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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沙化、黑风暴高频爆发等生态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于１９３４年宣

布实施 “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该工程又称 “罗斯福工程”。工程

纵贯美国中部，跨６个州，南北长约１８５１ｋｍ、东西宽１６０ｋｍ，建

设范围约１８５１５万ｈｍ２，规划用８年时间 （１９３５—１９４２年）造林３０

万ｈｍ２。工程规模在当时震惊世界，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到１９４２年，共植树２１７亿株。此后，由于经费紧张等原

因，大规模造林工程暂时终止，但仍保持一定的造林速度，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人工营造的防护林带总长度１６万 ｋｍ，面积６５万 ｈｍ２。

“罗斯福工程”实施后，黑风暴基本上在美国消失了，这一工程在国

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极大刺激了世界各国通过造林来治理生

态的积极性。

（二）前苏联 “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

从１９５４年开始，为 “让荒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在哈萨克、乌

拉尔等地的半干旱草原，１０年之内开垦了约６０万 ｋｍ土地，一度使

前苏联粮食年产量增加了２／３。但植被和表土结构被破坏，１９６０年３

月和４月两次出现的大面积黑风暴，仅哈萨克新垦区农田就被
!

了

２０万ｋｍ２，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同期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

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调水

灌溉１０万ｋｍ２的农田和草场。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阿

姆河河水被截走使得其下游的咸海水位急剧下降，３０年间湖岸线后

退了１０～２０ｋｍ，咸海湖底盐碱裸露，周围地区沙化严重，“白风暴”

（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不仅使咸海附近的环境荒漠化，白风暴

还永久性地毁灭了６０％的新垦区，使其成为生命的禁区，导致了不

可逆转的生态灾难。斯大林于１９４８年提出了 “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

划”，这个以营造防护林带为主框架的宏伟措施规定，在苏联欧洲部

分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分水岭和河流两岸营造大型的国家防护林带系

统，在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田间，营造防护林，绿化固定沙地。计划

用１７年时间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营造各种防护林５７０万ｈｍ２，营造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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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总长５３２０ｋｍ的大型国家防护林带。该工程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

国的 “罗斯福工程”。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２８７万ｈｍ２，

１９５４年后逐渐终止营造计划，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

护林面积只有当初造林面积的２％。前苏联哈萨克、高加索、西伯利

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依旧沙尘暴频发，并同时发生白风暴。

（三）北非五国的 “绿色坝工程”

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 １９７５年

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

和突尼斯，绵延１５００ｋｍ。理论上讲，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

积每年扩展１０％。但实际上由于在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

境承载力之前，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引用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

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反而变成生态灾难，缺水和病虫害使松树

纯林有一半未能保存，另有３０％成为残次林，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

现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面积超过造林面积。

（四）中国的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为改善生态环境，减轻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风沙危害和

水土流失的状况，于１９７９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起动 “三北防护林

体系工程”，并把这项工程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项目。工程区包

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等 １３个省 （市、自治区）的 ５５９个县

（旗、区、市），总面积 ４０６９万 ｋｍ２，占我国陆地面积的 ４２４％。

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５０年，工程规划期限为７０年，规划造林５３５亿亩。

工程建设分三个阶段七期工程进行，目前正式启动第五期。建设防

护林工程对三北地区生态平衡的重建、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在保护好现有森林草原植被基础上，采取人工造林、

飞机播种造林、封山封沙育林育草等方法，营造防风固沙林、水土

保持林、农田防护林、牧场防护林以及薪炭林和经济林等，形成

乔、灌、草相结合，林带、林网、片林相结合，多林种、多种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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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配置，农、林、牧协调发展的防护林体系。这项工程，根据我国

国情，采取民办国助形式，实行群众投工，多方集资，自力更生，

国家扶持为辅的建设方针，走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防护林建设之路。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造林中重视依

靠科学技术。我国在 “流动沙地飞机播种造林”、 “旱作林业丰

产”、“窄林带小网格式农田防护林网”、“宽林网、大格式的草牧

场防护林林网”和 “干旱地带封山育林育草”五大难题的研究及

其有关新技术大面积推广，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取得很大的经

济效益。到２０１６年完成人工造林２９１８万ｈｍ２，在风沙区实现了沙

退人进，黄土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

５０５％提高到１３０２％。

从以上所叙可看出：中国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同美国 “罗

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前苏联 “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北非五

国的 “绿色坝工程”相比：时间跨度最长，分别为４０年、７年、１７

年、１５年；造林面积最大，分别为２９１８万 ｈｍ２、６５万 ｈｍ２、２８７万

ｈｍ２、６０万ｈｍ２。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造林面积是其它三大工程造林

面积总和的七倍。２００３年底，世界吉尼斯记录总部定三北防护林工

程是世界上 “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当然相应效率也是最高的

工程。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两种社会制度模式差

别。而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民主制度其经济政策是 “以选

票为中心”，党派之间互相争斗，一些问题久拖不决，最终只能使社

会更加分裂。中国模式的经济政策是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有共同目标，代表不同阶层

利益，避免了社会分裂和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正如美国的研究中

国问题的专家赛斯卡普兰所说，中国政府可以制定复杂的政策，并

确保政策付诸实施，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更广的地域建

立起了更强大的组织能力。新疆阿克苏地区柯柯牙绿化工程就是三

６



北防护林工程典型的写照，以柯柯牙为起点，３０多年来７任地委书

记和领导班子薪火相传，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一任干，阿克苏

的生态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如今阿克苏地区林地总面积达１３８３９８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１９７７年的３３５％提高到６８％，城市绿化覆盖

率达４５２％。

三、“三北防护林工程”对三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新疆自治区南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和温宿县，青海省海西州

德令哈市和格尔木市自然条件十分严峻。在考察中地方的同志异口

同声强调，没有 “三北防护林工程”，就没有南疆和海西州的林业，

也就没有今天，也谈不上２０２０年脱贫奔小康，更不可能在２０５０年与

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目标。这

一论点可以从新疆阿克苏地区和青海省海西州 “三北防护林工程”

建设情况的事实中得到证实。

（一）新疆阿克苏地区 “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情况

本次调研考察第一站是阿克苏市和温宿县。柯柯牙绿化工程，

是阿克苏地区于１９８６年启动的一项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的重

大工程，是我国 “三北”防护林体系的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 “绿

色长城”的一颗明珠。柯柯牙绿化工程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温

宿县和阿克苏市。柯柯牙东面沙漠区是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每当

４、５月间，狂风夹着黄沙席卷而下，侵袭阿克苏市和温宿县的城镇

乡村，危害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更为严重的是，离

城区只有６ｋｍ的沙漠，以每年５ｍ的速度逼近人们生存的空间。

１９８５年，为了根治沙尘暴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自然灾害，时任

阿克苏地委书记颉富平提出在柯柯牙建设防护林的设想。经过专家

们分析和论证，阿克苏地委、行署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周密策划，做出了在柯柯牙营造大型防风固沙生态林的决定。

１９８６年，阿克苏地委、行署正式启动了柯柯牙绿化工程，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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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柯柯牙绿化工程指挥部。３０年来，历任地委书记、行署专员都是

亲自挂帅，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各相关部门领导担任指挥部成

员，一级抓一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坚持领导带头。３０年来，柯柯

牙绿化工程进行了３７次大会战，参加人数达到２１０万人次，累计完

成绿化面积１１５３万亩，涌现了许多绿化先进单位和个人，柯柯牙

林管站被评为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全民义务植树成为各单位、各行业的自觉行动。阿克苏地区各

县市各单位以创造 “园林县城”、“绿化合格单位”、“花园式单位”

为载体，做到大街小巷基本绿化，单位院落基本美化，城郊空地基

本成林，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以公路、铁路、河渠、堤坝

为主的绿色通道工程建设不断推进。全地区共完成国道、省道绿化

６３３ｋｍ，占可绿化长度的８６％；绿化县乡公路１１６２４ｋｍ，占可绿

化长度的９６１％；库车、新和、温宿、阿克苏和地区实验林场基本

完成铁路绿化一期工程的１０８７１ｋｍ。全地区完成绿化湖 （水库）岸

面积２０５００亩，占可绿化面积的６２５％；绿化河岸长度１１１０ｋｍ，

占可绿化长度的３３１％。

柯柯牙工程还探索 “以林养林”的成功道路。第一期的两万亩

林以新疆杨等生态防护林木为主，经济林的比例比较低。随着三期

工程的成功实施，造林面积不断扩大，防护林前期是按照６∶４的比

例进行种植的，即防风林占６０％，经济林４０％，中期经济林提高到

５０％，现在经济林已超过６０％。如温宿县农田防护林面积１万ｈｍ２，

生态经济林面积８１６万ｈｍ２，即防护林占１１％，经济林占８９％。经

济林的果品产出，成为支撑柯柯牙不断自我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

在一二期的建设中，林业管理建立了站、队、组三级管理机构，对

林带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前期吸收承包农户６３９户，后来随着林地

的扩大，共吸收农户１５００余户，承担着林木的养护责任，其林果收

成与林管部门按比例分成。林管部门用这笔经费进行基础设施维护，

为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目前基本实现以林养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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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还十分重视新技术的引进与推广。阿克苏地区林业科学

研究所在柯柯牙绿化二期工程中，建立千亩高效优质特色经济林示

范推广基地，引进培育了８个苹果品种、６个梨品种、１０个桃品种、

４个樱桃品种、６个巴旦木品种、１０个杏品种和１０个红枣品种及多

个葡萄品种进行选育，培育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并且深入林区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技术培训工作，大力推广优质果品的种植。阿克苏

地区小心苗圃广选全国各地名优特品种，通过栽培训化、对比观察、

去劣选优，繁育了适合西北地区栽植和观赏价值高的绿化树苗、花

卉、草坪和经济效益好的棚苗品种，包括常绿类、观叶类、观花类、

观果类和经济林果等达３００个品种。温宿县木本粮油林场是一个专

营核桃生产和繁育各类苗木的国营林场。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培育

了新温１８５号、新早丰、新萃丰、新巨丰、新温８１号、新温１７９号、

新温２３３号、新温４１７号、新新２号等９个核桃优良品种。这些品种

的共同特点是早实、丰产、壳薄、香脆，曾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

三等奖。

工程中还积极探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发展模式。温宿县大胆

探索和尝试放活土地政策，制定优惠用水、用电政策吸引社会资金

创办生态产业。阿克苏果满堂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８年建

立，１０年来投资４２３亿元，不断巩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戈壁

荒漠高标准红枣直插建园，实现当年嫁接当年结果，第３年开始进

入丰产期，亩产可达１５００ｋｇ鲜枣，１０８００亩果园年产值达亿元以

上。阿克苏冰雪富士园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苹果种植、保鲜、加工为

一体的现代龙头企业。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５年，现有职工８６人，己完成

苹果种植４２００亩，以礼泉短枝富士为主，还引进了美国新品种 “蜜

脆”苹果。同时还采取滴灌节水技术，现代水肥耦合技术，实现了

节水增效，建成了大型现代化苹果园。同时温宿县在拱拜孜村集中

发展６８００亩核桃基地，为守边的游牧民提供了生活条件，吸纳为护

林员，月工资２０００元。２０１６年温宿县林业总产值达３３亿元，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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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均纯收入已突破万元大关，占人均收入的６５％以上。

随着工程规划逐步的实现，柯柯牙绿化工程产生了日益明显的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昔日荒凉的柯柯牙变成了绿色葱

茏、风光秀丽的林海，绿化美化净化了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在防

风固沙、降低污染、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和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发

挥了作用。柯柯牙林区千顷经济林陆续挂果，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

的绿色产业。柯柯牙绿化工程融防护、经济、园艺、游乐、科研为

一体，显示出这一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工程有着不可低估的开发

潜力、发展势头和发展前景。按照柯柯牙绿化工程造林的总体规划，

在抓好已有经济林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上，优化造林绿化布局和林

种、树种结构，突出名、优、特、稀、珍、奇果品，做大做强红枣、

核桃等优势果品产业，逐渐形成规模，配套科研、加工和流通等相

关体系。

３０年来，在柯柯牙精神的鼓舞下，阿克苏地区八县一市涌现一

批大型造林绿化基地２５８个，绿化面积达到３６７万ｈｍ２。到２０１６年，

全地区城市绿地总面积达到２６５８８ｈｍ２，绿化覆盖面积达到７９７９５

ｈｍ２，城市绿地率平均达到 ３１６％，绿化覆盖率平均达到 ３３２％，

建成绿化合格单位４９２个，花园式单位２６５个。阿克苏市先后获得

“自治区园林城市”、“全国绿化先进城市”称号和 “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

（二）青海省海西州 “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情况

这次考察调研的第二站是以德令哈市和格尔木市为代表的海西

州 “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海西州地处柴达木盆地，气候干旱、

寒冷、多风，在全省生态建设中处于特殊地位。沙漠化面积达９４７１

万ｈｍ２，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 ３１５％。公益林管护面积 １４３５万

ｈｍ２，占全省公益林面积的３９８％，湿地总面积３８０４８万ｈｍ２，占全

省湿地总面积的４６６８％。已建立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以及可鲁克湖 －托素湖、祁连山、胡杨林、诺木洪４个省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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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总面积１０９２万ｈｍ２，占全州国土面积的３６％。

解放前，海西州仅植树 ７５０８株，植树造林几乎是一项空白，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全州首次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植树

１２６００余株。建州当年植树造林１１５ｈｍ２，海西林业开启了发展的新

篇章，至１９７７年，累计营造防护林８３４０１ｈｍ２。１９７８年，举世瞩目

的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始实施，海西州造林绿化速度明

显加快。至２０００年，实施了 “三北”防护林一期、二期和三期工

程，累计造林 ０７１万 ｈｍ２，封山 （沙）育林 （草）面积 １６６９万

ｈｍ２，四旁植树１３００余万株。首先，建立了香日德诺木洪、赛什克、

郭勒木德、马海、德令哈等绿洲农业区。营造农田防护林 ０２７万

ｈｍ２，庇护农田面积２１１２万 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６％。绿洲农业

区和城镇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减轻了风沙危害，保护了农田，促进

了农业的稳产增产。小麦平均每 ｈｍ２单产达到５１００ｋｇ。与此同时，

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城镇、工矿点和村庄造林绿化工作，重点城

镇的林木覆盖率达到１５％以上。通过实施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工程，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生活条件，优化了投资环境，

增强了全州干部群众治理沙化、改善环境的信心。

２００１年自海西州全面实施了 “三北”防护林四期、五期工程以

来，为加强和保障林业生态建设，海西州颁布或修订了 《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野生枸杞保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沙区植

被保护条列》和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制定

出台了 《中共海西州委海西州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和加强林业工作的

意见》、《海西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意见》等支持林

业生态建设政策，编制了 《海西州沙产业发展规划》、《海西州枸杞

产业发展规划》、《海西州林业发展规划》等十余项规划，进一步明

确了 “统筹安排、分类指导、分区治理、突出重点”的防沙治沙建

设方针，建立了沙尘暴应急管理机制，制定了 《海西州重大沙尘暴

灾害应急预案》，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突发重大沙尘暴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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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中，注意依托科技发展，提高生态治理

整体水平。一是对现有科技成果进行组装配套、发展创新和推广应

用，建立了一批高起点、高效益的防沙治沙示范基地，如都兰县夏

日哈杨树深栽治沙试验示范区，德令哈市怀头他拉枸杞基地水肥一

体化示范项目区。使节水灌溉造林等实用技术广泛推广，提高了造

林成活率和枸杞产量，节约了林地用水，为高原干旱条件下开展植

树造林和生态治理提供了新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节水灌溉造林

０６７万ｈｍ２，是全省应用节水造林技术面积最多的地区。实现了从

“灌地”到 “灌树”的转变，有效解决了农林争水矛盾，为发展绿

洲农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州还大力开展国土绿化，有效推进营造林进程。“十二五”以

来，全州累计参加义务植树人数达６０余万人次，组织开展了各种形

式的义务植树活动，大力营造了 “三八林”、“青年林”、“军民共建

林”、“民族团结林”等纪念林，共完成义务植树９６０余万株；完成

了６３个新农村村庄绿化工作，提升了村庄绿化档次，改善了人居环

境，推进了城乡绿化一体化进程。实施了沿线绿色通道建设工程，

完成３１５国道１５ｋｍ，１０９国道３０ｋｍ绿化工程。按照州委、州政府

统一部署，以创建生态园林城镇、打造和谐人居环境为目标，加快

推进城镇、道路、机场、工业园区、景区等重点区域绿化工作，完

成造林绿化９６６７ｈｍ２，绿化美化已初具规模，成效显现。

为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全州加大管护力度，一是严格落实森林

资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加大林地林权管理力度，规范林地的审核审

批，完善森林资源监督检查制度，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广泛开展森

林资源保护普法教育，大力宣传林业方针、政策、法规条例，在全

社会形成保护森林资源的良好氛围。二是森林公安队伍深入开展严

打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对乱砍滥伐林木、乱侵滥占林地、乱捕滥猎

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有效保护了森林和野生动植

物资源安全。三是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强化防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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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组建扑火队，加强培训演练，做到 “打早，打小，打了”。四

是做好林木病虫害的监测、预报和防治工作，加强苗木检验检疫，

严格执行苗木 “一签两证”制度，无公害防治率达１００％。

为增强林业生态建设活力，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生态安全防

范机制，实行 “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明确产权，将

责权利紧密结合，保障防沙治沙者的合法权益，调动了农牧民群众

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性。把保护生态环境与增加沙区农牧民收

入紧密结合。在严格保护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沙区的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沙区特色种植养殖业和精深加工业。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间，海西州全面实施了 “三北”防护林四期、五

期工程，完成 “三北”防护林工程任务２２３１万ｈｍ２，其中人工造林

９０９万ｈｍ２，封山育林１３２２万 ｈｍ２，有林地面积增加到２４９０７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由 “十五”初的０８４％，增长到目前的３５％，增

长２６６个百分点。据最近一次沙化土地监测，柴达木盆地沙化土地

面积共减少２８２万 ｈｍ２，年均减少０５６万 ｈｍ２，年递减率００６％，

区域内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工程效益开始呈现。同时，加快沙区产

业发展，经济、生态和社会综合效益逐渐显现。建立了德令哈绿色

生物产业园和都兰诺木洪枸杞产业园区，为枸杞产业进一步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截至目前，枸杞种植面积已达到３０６万 ｈｍ２，年产

量达７２万ｔ，总产值达到２２９亿元。枸杞的防风固沙功能使居住在

沙源风口的农牧民群众直接成为受益者。枸杞产业的发展吸引了一

大批工商资本投身其间，不断研发新产品延长产业链，开发产品５０

余种，枸杞鸡、枸杞羊、枸杞花蜜、枸杞配方饲料等林下产业也同

时起势发力，柴达木枸杞的品牌效应渐入人心，为海西生物产业发

展奠定了基础，每年为全省农牧民劳务创收６亿多元。

通过４０年来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改变了海西州生态环境，依

托农田防护林的庇护，大力发展枸杞、沙棘等特色产业，提高了农

牧民收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明显提升，使昔日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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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柴达木盆地展现出了美丽、富足的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四十年总结评估

调研提纲２０１７

［２］秦为胜世界四大生态工程百度文库２０１７－０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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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家统计局１９７８年国民经济年报１９７９

［５］关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计划草案 ［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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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醛类热塑性树脂胶合板制造技术

中国是世界人造板第一生产和消费大国。人造板给我们带来物美价廉的家具，但同时

也带来游离甲醛的隐患。一直以来，胶黏剂是人造板工艺中不可或缺的黏合剂，而许多胶

黏剂又不可避免地含有游离甲醛。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开甲醛？近几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研发出一项无甲醛添加的环保胶合板生产技术。

这项技术打破了用液体胶黏剂涂胶、淋胶技术造胶合板的传统方式，创造性地以不含

甲醛的热塑性树脂薄膜替代常规液态胶黏剂，制备胶合板。其生产成本和投资成本与普通

胶合板相当，产品利润是传统胶合板产品的５～１０倍，附加值高，市场前景良好，投资回

报期短，经济效益显著。

目前，该技术已在北京、河南、福建、江苏和广西等区域落地，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相关产品可替代普通脲醛胶合板，应用于室内装饰装修、地板、家具制造等，特别适合环

境要求高的公共区域，以及特殊人群所在的礼堂、会议室、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

等场所，还可用于车、船等室内装修。杭州Ｇ２０峰会场馆就用了此产品装修。

摘自 《中国林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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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地控制与森林经营

盛炜彤

立地控制是森林经营的基础，立地条件控制不好，难有好的森

林经营效果，甚至失败，这尤如建高楼大厦和桥梁公路，地基不实

基建是不牢靠的。我国人工造林，提倡适地适树，但在实践中并未

得到落实。我们国家森林质量不高，森林生产力低下，很重要的原

因，是在立地控制上出了问题，至少与立地控制有关。因此我写此

文章，目的是要大家，特别是营林工作者认识立地控制对森林经营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在营林工作中认真加以重视、应用、推广，

掌握立地控制的方法，提高营林效果，使培育的森林达到稳定高产，

符合培育的目标。

一、什么是森林经营中的立地控制

１控制立地条件是森林经营的基础

立地是指森林或树木生长地的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地形 （间

接的）、土壤、植被等，如果是人工造林，就要因树选择适合的立地

条件，因地选择适合的树种 （品种），使树种 （品种）与立地条件

相匹配，做到适地适树。如果是天然林经营，必须对现有森林划分

林型。但不管是人工林还是天然林，在组织森林经营时，都要划分

林班、小班，划分小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立地类型或林型。集约经

营的小班面积最小可以０５ｈｍ２ （７５亩）。目前南方有些地方小班

面积过大，常常为数十亩，甚至数百亩。但造林地多在丘陵山地，

地形破碎，小班面积大了，往往包括多种立地类型，属多种地位指

数级，我们调查过，南方一些小班的杉木林，包括１８、１６、１４、１２、

１０等５个地位指数级，从坡下到坡上杉木生长差别很大。因此小班

面积过大，就做不到集约经营，而是粗放经营。这在南方山区很普

作者简介：原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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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这是我国森林质量不高，森林生产力低的主要原因。

２森林 （树木）生长受立地条件控制

我国于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组织了国家 “七五”科技攻关重点课题

“用材林基地立地分类评价与适地适树研究”，其中南岭山地杉木人

工林的研究结果，是反映森林生长受立地条件控制的一个实际例子。

立地类型区 （中地貌）为低中山，海拔小于８００ｍ，花岗岩立地类

型亚区 （岩性），同为中土中腐 （立地类型：土层厚度、腐殖质层厚

度均属中等），３０年生杉木林，位于山脊的蓄积量为１３０ｍ３／ｈｍ２，位

于山坡的蓄积为１９５ｍ３／ｈｍ２，位于山洼的蓄积量为２８２ｍ３／ｈｍ２。同

为山坡，薄土中腐立地类型的为１５０ｍ３／ｈｍ２，中土中腐立地类型的

为１９５ｍ３／ｈｍ２，中土厚腐立地类型的为２１９ｍ３／ｈｍ２。可见不同坡位

与不同的土层厚度与腐殖质层厚度，对杉木生产力影响是很大的。

马尾松人工林地有类似情况。同为平原地区的意杨生长受土壤质地、

地下水位深度和土壤构型影响也很明显。我随国家林业局有关司局

去南方林区调研，因为当前培育大径材是林区的重要目标。在考察

时有些林场技术人员指给我们这个山坡或那个山坡的杉木林或马尾

松林准备培育大径材，但他们对这些山坡具体的立地条件并不了解。

实际这些山坡地形复杂，面积很大，具有多种不同生产力水平的立

地类型，培育大径材是要严格挑选立地条件的。根据我们的研究，

都要选１８地位指数或以上的立地类型 （厚土厚腐，山坡下部或洼

地）才有可能成功，如不具体地选择立地条件，并按立地条件区划

小班，培育大径材的风险是会很大的。而且培育大径材是需要分别

立地提出目标直径、培育年限和培育措施的。

３森林的稳定性与立地条件相关密切

根据大量的树木生物学特性研究，每个树种均有一定的适生范

围，包括气候的、土壤的，气候主要是水热条件，土壤包括物理的

（容重、水湿、质地），化学的 （主要大量营养元素）和生物的 （微

生物与土壤动物等）。超越其适生界限，林木长势差，成林后常常由

于健康等原因，抵御有害环境的能力低，森林不稳定。如生长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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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中亚热带海拔８００ｍ以上）山地的毛竹、杉木不仅生长不良，

也易受寒冷和冰雪之害。桉树北移，种到中亚热带，也易受冻害，

还有如生长在瘠薄土壤条件下的马尾松人工林，生长不良，松毛虫

为害特别严重。许多林木的病虫害，是由于立地条件不良，长势弱，

不健康而造成的，如杉木的黄化病，油松、落叶松的落叶病，华山

松的小蠹虫为害，松突圆蚧传入广东后，对松树的危害，以及北方

地区的杨树烂皮病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在１９９０年召开的国际林联盟第十九届世界

大会上，英国著名的人工林专家 Ｅｖａｎｓ做了 “人工林长期生产力 －

１９９０年现状”的报告，关于人工林生态问题第十届世界林业大会上

也得到了重视，法国人ＹｖｅｓＢｒｉｒｏｔ，提出了人工林的生态学观察，认

为核心问题之一是土壤演化 （土壤肥力、生物、物理、化学特性）

和育林实践关系。

１９９３年，美国林业协会发表了 “森林健康及生产力保持”的特

别报告，提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是达到森林健康和长期生产力保

持的主要途径，其中特别提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土壤肥力问题。

在国际上提出人工林长期生产力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工

林在生物学上不稳定。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是立地问题，有的专家提出了核心问题是土壤演化，实际上是土

壤质量问题，它是影响森林健康的最直接原因。

二、在森林经营中如何做到立地控制

在人工林经营上，立地控制已经建立了较好基础，为了营造生

产力高和稳定性强的人工林，于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由中国林科院等四

个单位组织全国从事营林立地研究方面的１６９位专家，协作承担了

国家 “七五”科技重点攻关课题 “用材林基地立地分类评价及适地

适树研究”，为时５年，对中国森林立地分类系统，森林立地基层分

类，森林质量评价进行系统研究，并出版了 《中国森林立地》，该成

果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１９９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

外，我国主要造林树种颁布了速生丰产林标准，在这些标准中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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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产区区划，立地类型和立地评价。

人工林的立地控制，杉木人工林做得比较系统，可以作为例子。

杉木人工林立地分类与评价，包括宏观控制，中观控制，立地类型

控制 （微观控制）和立地质量评价。这个立地评价落实到地位指数

和生产力 （不同林龄阶段的每公顷蓄积量）。

宏观控制，主要是指树种栽培区的划分，树种栽培区划分，实

际从立地控制看，是对大气候的控制。杉木划分了３个带５个区：

杉木北带 （北亚热带）西区和东区，杉木中带 （中亚热带）西区、

中区和东区，杉木南带 （南亚热带），而且在区之下再分亚区。

中观控制是在宏观控制的亚区之下，再按中地貌 （如低丘、盆

地、高丘、低山、中山、山原等）划分立地类型区；立地类型亚区，

是按岩性划分的，如页岩、板岩、千枚岩、花岗岩、麻片岩、砂岩、

碳酸盐类、红黏土、下蜀黄土等。

立地类型控制，是按局部地形 （坡位，坡向等）和土层厚度、

腐殖质层厚度与土壤质地等。以局部地形划分立地类型组，土壤因

子划分立地类型。总体上是一个多因子体系的立地分类。有了上述

这个多因子分层体系的立地控制，可以使杉木造林从宏观到微观落

实到适宜的地块，做到适地适树。我们将杉木人工林多因子分层的

立地控制，归纳为杉木产区立地类型分类系统：即产区，立地类型

区 （中地貌），立地类型亚区 （岩性），立地类型组 （局部地形），

立地类型 （土壤因子）。其他树种，如马尾松、落叶松、杨树、樟子

松、红松等也可以做到。对于天然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林业部调查设

计局各地的森林综合调查，也包涵了立地调研，只是没有国家 “七

五”科技攻关这样的系统深入，但可以通过森林经营规划，应用这

些资料，并加以改进提高，也可以应用于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

三、发展多树种造林与经营

我国虽然树种资源很丰富，但真正能用在造林经营中的并不多，

有的树种虽然有了一定的造林经验。但也未被国家推广开来，尤其

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大面积发展人工林，可选择应用的树种太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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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有价值的珍贵树种，也因其生长慢或缺乏培育技术未得到发展。

造林经营树种的贫乏，也是我国造林中难于做到适地适树的重要因

素之一，因此为使我国在森林经营中的立地控制普遍地得到推广应

用，发展多树种造林也是一个重要措施。

在一个营林区域，不管是人工造林还是天然林经营，由于我国

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地形情况复杂，森林立地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

用少数几个树种 （品种）进行大面积的造林经营，是不能满足森林

经营要求的，这不仅导致我国林地及树种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也不

能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的多种需求。

就我国实际看，不少用材林基地常常树种单一，又多纯林，人

工林不稳定，生产力不高，如果能做到适地适树的多树种造林，不

仅能发挥林地的生产潜力，而且能改善整个人工林区的生态与环境

状况，提高人工林对有害生物和有害气象因子的抗御能力，并有利

于维护人工林的稳定性和长期生产力。适地适树的多树种造林，还

可以做到不同树种人工林块状的景观相嵌，使森林经营更符合生态

系统的管理要求，也使造林区的景观增色。近些年来，国家林业局

大力提倡珍贵树种造林，这对发展营林中立地控制很有意义，从生

态角度看，我国阔叶树造林比重明显低，这与我国原先以阔叶林为

主的天然林区是很不相称的，通过多树种造林使许多人工林比例大

的林区树种布局趋于合理，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因此在森林经营中，

结合推进立地控制，发展多树种造林应得到重视，特别对一些用材

价值和景观价值高的树种，如樟科的楠木属，壳斗科的栎属、青冈

属、栲属，楝科的香椿属、楝属，木犀科的腀属，紫葳科的梓属，

榆科的榉属等等。

参考文献：

［１］张万儒中国森林立地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４６－４７９

［２］盛炜彤 中国人工林及其育林体系 〔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４，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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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林业现代化启航

———十九大精神学习与思考 （下）

陈谋询

摘　要：上篇在学习中央精神基础上，对林业进入小康、现代化的

意义与目标、任务、途径、指标等问题，进行讨论；下篇回顾过去

林业发展里程、取得的业绩、经验，从中树立实现目标的信心；对

可能产生的误区或误解、防止偏差进行讨论。

关键词：新时代　新理念　新使命　全面小康社会　林业现代化

新时代对林业要求更高、任务更重，任重道远。树立信心、改

革创新，是当前不可忽视的工作。

（五）坚守信仰与决心，正视林业发展里程，从业绩与经验中坚

定信心

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林业现代化梦优良环境形成

今后林业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从国家层面，不忘为国为民，

复兴中华的初心与使命的中央部署；业内层面，不忘 “黄河流碧水，

赤地变青山”、“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初心，牢记 “美

丽中国”、“生态文明”的使命。随着中央部署的推进，发展林业的

条件与环境越来越好；林业近７０年里程，硕果累累，经验与教训并

存，耕耘在各条战线的千千万万林人，信仰、决心、信心持续传承；

十九大，提出了更新、更高、更明确的目标，任务与要求，方向十

分清晰，采取一系列举措，调动林业系统各级各层的积极性，发挥

所有林人的智慧，实现林业现代化、林业强国梦就在面前。

２正视林业发展进程与业绩，增强实现林业现代化信心

作者简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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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６９年来，我国林业总体上经历了一条发展的历程。回顾与

总结过去，从业绩与经验中，应该而且可以吸取正能量，从而树立

必胜的信心。

林业工作总体成绩巨大、可喜。建国初期，进军林区，提供急

需的木材、资金，安排数以万计的劳力，生产了 ２０多亿 ｍ３木材，

众多林产品排名世界第一；开展了大规模造林活动，人工林保存面

积达６９００万ｈｍ２，世界第一；森林面积与蓄积总量，分别位居世界

第５位和第６位；实施的防护林、沙漠治理、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及

其效果，举世无双。第七和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均总结：一是森

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二是森林质量不断提高；三是天然林面积蓄

积稳步增加；四是人工林面积蓄积快速增长；五是森林生态功能不

断增强；六是森林采伐中人工林比重继续上升。

区域林业发展典型处处可见。２０１７年全国新闻媒体集中报道了

河北塞罕坝林场，三代人经过５５年创造绿色的奇迹。在这里，昔日

荒原变成如今的林海，沙地变成现实的绿洲。７４７万 ｈｍ２人工林，

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达到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２７６倍，为世界森

林平均水平的１２３倍。林木总蓄积量为１０１２万ｍ３，林木价值４０多

亿元。今天的塞罕坝，被誉为天然氧吧、华北绿肺、阻沙蓄水，成

了旅游胜地。业内类似典型多多，例如北有吉林汪清、南有雷州、

西有小陇山、东有开化林业局 （场），均经过几代林人数十年如一日

的努力，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多赢，国家、民众受益，被树为各

类典型单位。认真总结，各地也会有自己的典型。在塞罕坝北，环

境和条件更差的高寒、干旱、多风雪灾害的锡林郭勒草原牧区和沙

漠地区，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在无一片人工林、仅有零星人工树

的地方，几代人、６０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开创了史无前例的绿色事

业。今天的干旱草原到处郁郁葱葱，有林有树、有水有园，天更蓝、

云更白、水更清、地更绿，草原越来越美丽。和塞罕坝林场近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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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县，从２１世纪初开始，十多年过去，朱基总理曾经站立的沙

包，如今周围长满了沙柳、榆树、樟子松，全县营造起百万亩樟子

松人工林。全国沙漠治理现场会，在这里举行。

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在实践中产生。更为可贵的是与业绩同

时，经过长期探索、实践与提炼，产生着适合我国国情、林情的方

式、方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业内提倡：“山、水、林、田、路”综

合治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综合经营、 “造林六项基本措

施”等，许多单位长期坚持，取得良好效果。天津市蓟州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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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天津市，宏观上统筹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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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次生林区

的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自１９６２年建局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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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了符合小陇山林区实际的天然林保护模式，

近２０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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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考察后，也感到意外，钦佩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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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始于林业，实践与成果走出林

门，引起各界关注。在得到中央、国务院肯定之后，作为国土治理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在全国推行。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肯定并扩

大为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是对林业事业和林人

们的肯定与鼓励。

微观森林经营，多方探索，同样取得很好的成果。北京林业大

学于政中、亢新刚教授坚持３０多年，两代人的付出，２次低强度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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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调整，既收获了一定数量木材成品，而且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正

向演替逐步恢复，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试验区样地内，每公顷平

均蓄积量从初期的７０～１３０多ｍ３，增加到现在的２６０～３３０多ｍ３，年增

６６ｍ３，超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进一步开展了天然林经营的研究，正

在总结自己的 “天然林系统优化经营的理论模型和技术”；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惠刚盈研究员和他的团队以及试验区的科技人员，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末开始，坚持、坚守１５年，创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

营模式———结构化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在东北、西北、华北不同类

型的试验研究与示范推广。试验示范林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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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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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松栎混交林分，每公顷年生长量增

加了１４ｍ３以上，年生长率提高了５８％。

新技术在林业中应用方兴未艾。森林资源管理、经营方法、技

术的探索，经历了引进应用、应用创新以后，开始进行着实用、自

主技术创新。经过单项到综合、系统应用，现正在向发展系列、整

体、自主、原创性的技术推进。

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学院信息化方向团队、北京林业大学精准农

林实验室、北京地林伟业公司３个团队，在林业领域中，在实用自

主技术创新道路上已有所作为。３个团队的主要共同点是：明确的目

标，从创业开始至今，始终定位于推动林业信息化、服务于林业事

业发展；在需要中创建，艰难中发展，１０年、２０年坚持、坚守、发

展中提升；实现多学科、多方向、多学历、多年龄等多元化的团队

组织建设，发扬共同的目标、勇于自我超越、团队学习、良好的心

理，以及不断系统分析的修炼精神；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究，及时

的应用试验，定型、孵化为产品，通过公司，推向市场，逐步成为

信息产业。实践着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得到社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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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紧跟形势的开拓，丰硕的成果。３个团队的主要特点在于根

据自身的业务与条件，确定具体内容，走自己的路，开创自己的事

业。浙林团队面向实际、面向基础、基层，开发、推广信息系统和

软件，广泛应用于浙江，并单项推广到全国；北京地林伟业公司，

不断推出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森林资源等林业管理与经营平台、众

多的实用系统，走向全国；北林精准团队新技术与林业融合，产生

新的方法与技术，不断研究取得成果，适时转化为产品、商品，发

展林业产业，所研究的地面和无人机摄影、测量、测树装备，形成

与发展着系列产品，为多方接受应用，推动着森林资源数据收集、

处理、使用的整体推进。现在进一步建设着全国森林资源模型库等，

深入进行数据处理，向人工智能领域进军。

３值得重视的信仰与决心，转化为责任与奉献，促进生产力提

升的轨迹

林业工作是环境艰苦、个人成效不显、低收入的行业，主战场

在林区、农牧区、山区、沙区，多数地处偏僻、远离城镇乡村，工

作、生活条件艰辛。所有林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凭借为社会

主义建设，绿化祖国的信仰与决心，坚持、坚守在各种岗位，把植

树造林、管护森林作为终身事业，浇灌着绿色事业，为林业发展尽

心尽力做贡献。塞罕坝精神，是个缩影。

塞罕坝林场成立时，东北林业大学４７位同届毕业生，集体来到

荒原，靠着 ‘钉钉子’精神，将荒原变成林海，沙地变成绿洲 （见

老教协 “通讯”２０１７年第４期，详细介绍）。回顾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

代毕业学生，哪个不是 “学得深、进得去、用得着、留得住”。１９５８

年北京林学院同系毕业的１７０多位同学，极大部分分配到基层生产

第一线，。本人所在专业，毕业的７２人，有６０人去了三北地区，其

中４６人到了生产第一线，从此以林为业，长期坚持坚守。３人戴

“右派”帽、一些人半戴各种帽、许多人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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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复杂的包袱、所谓现实表现不如人意，有的甚至没有毕业证书等，

但除７位同学长期没有联系外，其他所有同学，不同岗位、不同经

历，但都为林业事业耕耘与贡献，除个别同学外，全部评有高级职

称。上面介绍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１９６６年以前，内蒙古林区内

外的林业高、中等学校、培训班学生共１３０多人，分布在１０多个行

政管理、３０多个生产、事业单位，从事技术工作。亲眼所见，在锡

林浩特这个边陲小城，林人们，春天在暴风沙中植树，夏日在热浪

中浇灌，秋天在落叶前管护，零下３０多度低温的冬季，连女技术员

也和工人一起，在大街小巷厕所粪坑中刨粪积肥。６０多年前城内、

外无一片林，仅在古庙中有零星树。几代人的付出，如今城市内外

郁郁葱葱，开门见树，出城见林。蓝天白云、绿地清水，草原有了

林、树，变得更美丽。

信仰与决心、责任与奉献，支持着林业人所作所为。庆幸的是

这种精神在承传。遇见几位第三代年轻林人，告诉说：原两个林场

几次改制，林场职工多数各奔东西，留下少数，主要在６个护林站，

仅仅是护林，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城市工厂的改制转业有差距，也

不如农牧民有土地资源可以经营，年工资只有一万多元，依靠轮班

休息时间，个人创收补贴生活，但是坚守着先辈开创的事业，希望

还扩大造林、抚育活动，适度开发森林资源功能，既有绿色，又有

发展，还能提升民生。昔日精神在延续，期盼今后更美好。

三、以林业新姿态，整体推动林业进步，服务全社会

新时代，林业系统必以新的姿态，推动发展，发挥多种功能，

满足国家、社会、民众的需求。

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对待林业发展。

（一）树立林业新概念

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给林业赋予了不同的概念，它是一个不断

认识、提升的动态概念。不同部门、不同出发点、不同角度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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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众多的林业，例如社会或乡村或城市林业、生态或民生或碳汇林

业、数字或智慧林业等等，这些都可以研究与实践，但不能以一代

全、以局部代整体，否则可能误解甚至误导。推进林业现代化，应

该统一到现代林业层面，它是一个存在于社会、自然环境之中，不

断以新思想、理念、方法、技术武装，管理与经营以物质与非物质

森林资源为主体的事业。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多元、高阶、随

机、变化，综合、整体。而今，学习、执行十九大方略，应该从认

识论、价值观、方法论高度，从发展目标、任务，需求与发展不平

衡的主要矛盾，以及共同体、一体化、可持续、和谐、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协调、协同等等，进

一步认识现代林业的本质与内涵，把握林业发展。

（二）探索、实施林业管理与经营的新方法、新模式

概念、理念，引导方法、技术发展，方法与技术保障理论、理

念的实现，探索、实施林业管理与经营的新方法、新模式势在必行。

作为林业永恒的主题———森林经营，及其相关的森林资源管理、

方法、技术探索已久，但是始终没有形成自主的体系。模式是解决

一类问题，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方式方法，模式体系是众多模式的

集合。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国外模式跟班式应用，缺少结合

实际的改进、提升、实现引进创新；往往欲以一个模式覆盖各个类

型；对自主研究、实践的方式方法，缺少支持力度，没有深入仔细

的总结、评价、提炼出新模式，因此，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任何模式，在一定环境、条件中产生，任何相同的时空环境、

条件下都可以使用，取得相应效果。我国地域辽阔，社会、经济、

自然条件差异极大，森林类型丰富，发生、发展状态与过程各异，

差异、多样、变化、复杂是森林资源及其管理的特性。现在业界可

以采取的对策是：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多种模式的实施，实施中

的协同、协调管理。采取分类施策，分类择法，分类控制与实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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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策略，通过各种模式的实施，深入细致的提炼、评价、总结、

汇总，分层分级，建立完整的模式体系，指导森林资源经营与

管理。

（三）研究与应用林业新技术，推进整体自主创新

今后林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必将是从过去的劳力、资本为主，

逐步转变为现在的资本、知识综合，将来进一步转变为以知识为主。

首先应该认识到，出现 “新”不一定是创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

不仅有新思想、新理念，或者新方法、新技术，而且应该是有效、

有用，被实践接受而且证明有效，知识可以转化为技术，技术可以

转化为生产力。其次，林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一个

环节的进步，不足以推进一个系统、一个领域的进步，所以当前各

行各业一个趋势是系统或者整体创新；第三经历了引进应用、引进

消化模仿创新，今后必走向原始性自主创新；单项创新走向系列、

综合、整体创新。创建创新环境，构建创新平台，建设创新机制，

是各层各级值得重视的工作。可选择的道路之一是：强强联合，继

承与发展，融合与创新，推进林业发展进程。

根据信息化理论与技术发展形势，审视林业信息化现状，不仅

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良好的基础与条件。适时引导与组织实

施是关键，实现局部部门、领域、环节的信息化，向各层各级各领

域各环节推进，管理信息化向管理、经营、生产信息化推进，单项

向综合、系统、整体信息化推进，不失时机地引进、消化、应用新

技术，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改

造林业管理、生产模式，以更新、更快、更高、更有效的技术武装

林业，实实在在地推进林业信息化。

四、警惕误解甚至误区，防止偏差，科学发展林业

当前的热点问题讨论、实践中，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在思维

与采取的方式、方法上可能产生误解，甚至进入误区，克服与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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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是重要课题。

（一）植树造林、绿色、生态不等同于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关键在于牢牢把握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发展

植树造林可以变绿与美，但是如果不改变生产方式，不实现低

碳、低耗、低能，就不是绿色，不是美丽；绿色、美丽了，如果不

改变生活方式，不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质量，不满足提高环境与

资源质量，不推进民生与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就不会达到美丽

中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目标。所有新概念都有整体特性，绿色

发展必须和发展共存、互助、互动、互进。

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

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分工不是分家、分割，关键在于走出半封闭状态，力求协

调、协同发展

长期以来，有时、有地，对林业及其发展的认识与把握，是分

解，容易形成各自为政的领域、部门、环节，造成自我封闭。就林

业而林业、就森林资源而森林资源、就森林经营而森林经营、就管

护而管护。世界对事物的认识与把握早就进入 “高度分解基础上的

高度综合”。因此林业与森林资源不仅有自己组成，而且存在于环境

之中，它们的发生、发展是多种内外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从共

同体、在时空上不与自然、社会、经济等环境因子协调，不实现内

部因子的协同，必适得其反。

（三）我国林业不是没有森林经营，关键是没有科学的森林经营

在一些文章中，往往看到，认为造成森林资源落后状态的主因

是没有森林经营，因此，有了它，就可以推动林业发展。森林经营

是普遍一种存在的生产活动。建国以来，宏观上有各种管理举措，

微观上有各种经营活动，只是有的决策、举措遵守着森林资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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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律，符合实际，取得良好效果。有的则相反，脱离社会、经

济、自然环境与森林资源自身的规律，主观、随意、跟风决策、指

挥和控制，各种矛盾加深，影响林业发展。因此。不宜笼统地提森

林经营，应该突出科学的森林经营，深入研究其理论，实施相应的

方法与技术，是所有林人特别是科学技术、管理工作者，必须具备

的素养。

（四）森林抚育不是森林经营的全部，关键在于各个环节的整体

推进

为了提高森林资源质量，推动森林资源发展，当前重点在解决

加强抚育环节。但是，森林经营有许多环节，现在质量不高问题，

不仅仅是抚育问题，如果不能适地适树，不用良种壮苗，不加强抚

育，就没有效益，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些林分，本身先天性不

足，仅仅加强抚育不能改变现状，更有的可能需要毁林重造。许多

地方意识到外来树种的安全、健康、稳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改造，是一个实证。推进中的近自然林经营方式，不是如一些人概

括为就是任其自然生长或者仅仅考虑目标树的选择、经营，它有珍

惜立地潜力和尊重自然力、适地适树、珍阔混交、复层异林、单株

抚育与择伐利用等一套原则，离开哪个原则，就达不到目的。

（五）一种模式不能解决全国所有的森林资源管理与经营，关键

在于适地适时的模式的实施

差异性是森林资源及其管理、经营的基本特性，由它形成多样

性、复杂性、随机多变，所以形成了差别化管理、适应性管理、协

调管理等理念，产生、实施着各种经营、管理方式、方法。我国事

实存在的各种差异，决定了应该有多种模式相适应。一个合格的森

林资源管理、经营工作者，应该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选择。对于

一种模式的提出，应该从理论、方法、技术、适应范围与条件，全

面论证，并可操作。推行中的近自然林方式方法，对于我国许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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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并没有一整套方式、方法，有许多方法、技术问题需要研究与

解决。从宏观看地域森林类型，有天然林、人工林，有自然林、近

自然林、非自然林等，有同龄异龄，有单层复层等等，应该提出全

面、系统、科学、可操作的方式方法，不是一个会议、一个文件、

一个部署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六）理论、方法、技术是一个整体，不能偏废一方，关键在正

确处理它们的关系

林人们分工不同，处在不同职业、职位、岗位。有的主要在学

术研究，关注知识创新；有的重在方法、技术开拓，关注技术创新；

有的主要参与实践，重点关注应用技术。业界既要防止概念来概念

去脱离实际，也要纠正为技术而技术，离开林业发展基本规律。教

授、专家是人不是神，林界没有万能的 “全科学者、专家”，关键在

于激发、汇集所有林人的智慧，共建林业。这就需要给予各层各级

林人的 “参与权”和 “话语权”，在业务会特别是学术会、论证会，

防止领导定调，专家论证，其他人附和的会风，在区域、单位规划、

设计，应该有当地人的全方位参与。

（七）林业系统不缺少人才，关键在于从管理体制、机制上保障

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林业系统现有科技队伍数以万计，在校学生达十万以上；主要

林业高等院校，年毕业学生，均数以千计；一些单位，中老年多有

高级职称，年轻人多为博士、硕士，林业系统不缺少人才。但正如

刘于鹤、林进等人２０１２年发表的 “森林经营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制

约现代林业建设的瓶颈”。他们调查的６个省林业厅长有５个不具备

林业背景，不懂林，７４１个国营林场具有林学专业知识的仅有１６％，

１４２９个乡镇林业站仅有２８％。调查期间，各个高等林业院校和其他

林科教育院校共设专业 １１５个，但林科专业仅 １１个，学生仅占

４７％。一些基层实用人才进不来、留不住、能力差、流失严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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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反，一些地区优越、条件良好的单位，虽有较多择才的余地，

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与基层相反，存在进不来，预热长，用不上，

难适应的现象。

欲使林业人才学得深、进得去、用得上、留得住，不是一校一

地一单位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全面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机制的有

效改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林”、“人才是第一资源”，

将成为一句空话。

（八）林业系统不缺少创新，关键在于有效的融合，整体推进

表面看来林业系统时时、处处、人人在 “创新”，数以万计的本

科以上学生论文在 “创新”，数以千计的升级升职在 “创新”，数以

百计的课题在 “创新”， “行业领先、世界同类水平”。但它们多存

在于一个领域的一个课题、一个课题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一个

点，改变的是局部，更多的是 “新”，有结果但不能成为产品，有产

品不能成为商品。与世界林业发展比较，我国林业局部不差整体差、

数量不差质量差、投入不差效益差。现在的管理体系、机制，促使

科技人员为了论文、为了成果、为了职称、职务，不得不以 “短平

快”、“项目为导向”，争项目出结果。主管部门为了业绩，忽视森林

资源长期性的规律，忽视应用基础研究，是另类 “短平快”。推行中

的近自然林模式，从１８５９年萌生开始，经过数十年实践，到１９２４年

推出 “近自然用材林”，１９５０形成基本框架，已经历了百多年里程。

与它比较，本文所及于政中的 “检查法应用”、亢新刚的 “天然林系

统优化经营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惠刚盈的 “结构化森林经营理论与

技术”仅仅是有了良好开始，后续工作如何进行？于先生已故，亢

教授刚退休，重点在总结，还没有承传人。林业系统需要建立有利

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实施时空的真正的融合，才能实现整体

推进。

林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职林人正以新思想为指导，实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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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已经离业的退休林人，通过学习，进行思考，有所感悟，也

是一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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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广欧洲云杉，

助力我国林业建设进入新时代

马常耕

一、云杉属的生物学、生态及经济地位

云杉属全球有４５种之多，较多分布在环北极国家及我国西部山

区，极具生态和经济价值。根据文献，我国西北和西南川藏高原及

东北约有１４个省 （区）有云杉自然分布，不少地区还成为森林的主

要建群种。在华北和西北又是重要的常绿园林树种之一，美学价值

还超过油松等。云杉在我国其最大的生态功能是雅鲁藏布江、澜沧

江和长江上游的极重要的水源涵养者，同时还滋养着新疆、甘肃河

西走廊、青海等农田和牧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川藏高原地区的众

多森林，长江会否也是另一条黄河，稀有的熊猫等不少野生动物也

已经灭绝。青海湖和青海农牧区是否已不复存在，新疆和甘肃河西

走廊早已荒漠化了。可以认为对我国云杉林的生态效益怎么估价都

不过分。此外，云杉林由于高蓄积量、寿命又长是重要的碳汇库。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是人所共知，即除大、小兴安岭外，西

南林区曾是我国经济建设重要木材供应区之一。

根据我国第八次森林资源调查，云杉林被列为前十大森林资源

树类之一，其面积虽仅为４２１万ｈｍ２，占全国森林面积２５％，处第

九位，而其蓄积量却高达９９９亿 ｍ３，占总蓄积量的比率居第三位，

且与第二位的落叶松相当，相应为６７７％和６６７％。其高生产力从

如下数字可以证明，即按森林面积处全国前五位的省 （区）依次为

内蒙古、黑龙江、云南、四川和西藏，但按单位蓄积排序则西藏成

为首位，每公顷蓄积为２６６５９ｍ３，其次是新疆为１８７８ｍ３，四川第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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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１４１９ｍ３。吉林是东北地区单位蓄积最高的省份，也只为

１２２４ｍ３。福建是亚热带地区最高蓄积省份，也不过１００２ｍ３。之所

以如此，与西南地区森林面积中云杉林较多有关。云杉的高蓄积量

也可从西藏调查得知，如林芝云杉成熟林中最粗单株胸径达２５ｍ，

树高７７ｍ，单株活立木量高达５０ｍ３。每公顷蓄积３８３１ｍ３。在波密

县扎木林场，５片１７７年生林芝云杉每公顷蓄积变动在６８５～１５６３

ｍ３间，而全国总平均单位面积森林蓄积仅为８９７９ｍ３／ｈｍ２。

云杉树种的高生产力，更可从我们引入的欧洲云杉在多地的生

长数字证明，如在宜昌市大老岭林场，３２年生法国种源最大单株高

为１６３ｍ，胸径４４ｃｍ，当年新梢长达１１ｍ。在建始县长岭岗林场

引入的德国种源２０年生时最大树高１０５ｍ，胸径２２ｃｍ，当年新梢

长达１２５ｍ。２０００年后引入的捷克种源１２年时最大树高为４４ｍ，

胸径５４ｃｍ，当年新梢长６８ｃｍ。长期以来人们都只看到云杉在苗期

和幼林期生长慢，不知其中、后期的高生长力而把它列入慢生树种，

因而得不到重视。

除中、后期有高生产力外，云杉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适应低热

量和弱光性能。即分布区气温低，耐阴性强，针叶寿命长，形成所

谓的暗针叶林，由此其群体结构密度大和寿命长而达单位面积的高

蓄积量，所以到轮伐期时又有高的年均生长量 （较所谓的阳性速

生树种）。自然分布在西藏高达４５００ｍ海拔，分布区高限与年均

温０℃，７月份均温１０℃相当，成为接近树线森林的优势建群种。

其自然分布最北限为西伯利亚北纬７２°处。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极低

温 －４６℃山区也有其生长。而我国最受重视的杉木分布区年均温

为１２～１４℃，松类也不低于６℃。

云杉更是优质长纤维纸浆材和结构材树种，如西南山区少数民

族居民多以它为建筑材，进口的加拿大和北欧纸浆也以云杉浆为多。

在２０１６年我国进口的针叶材中，辐射松居首位，第二位即为云杉

材，多达５５５万ｍ３，高于欧洲赤松的４６３７万 ｍ３，落叶松进口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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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４１４万ｍ３。由于我国云杉自然分布区气候因子综合复杂多样，

因而成为世界云杉物种最多的国家，约２５种之多，特别是川藏高原

高山区已成世界云杉种最富集区，有云杉属物种多样性和种内遗传

多样性中心之美称。除气候因素综合复杂外，还由于地形复杂阻断

基因交流，造成了一些我国特有的极狭域种和云杉种分布明显的地

理替代现象。如从西藏喜马拉雅山南麓起向北依次为长叶云杉，西

藏云杉，林芝云杉，丽江云杉，川西云杉，黄果云杉，紫果云杉和

四川北部与甘肃南部邻界的粗枝云杉。四川盆地西沿南段为油麦吊

云杉，向北到大巴山为麦吊云杉等。至于四川康定一带的特有种更

为令人惊叹。

我国云杉种虽多，分布区也广，但由于自然分布区各地气候因

素严酷和水分不很充足，大气湿度低，土壤质量差等综合作用，自

然选择促使云杉生物学特性向以增强适应性为主的方向进化，故而

生长通常较慢，难以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温润气候、肥沃土壤自然

选择的云杉种那样的适应性和速生性兼备相比。根据王军辉团队近

几年的研究，我国只有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尼泊尔邻近山区温湿气候

形成的长叶云杉有较高生长力，但其抗寒、耐旱性却较差。据２０世

纪５０—６０年代国际林联组织的全球规模欧洲云杉种源试验，在北半

球云杉自然分布区各国生长都表现甚为优异，尽管原产加拿大温哥

华一域的西加云杉在英国表现突出，但也具适生范围狭小的局限性。

这一大规模国际性云杉种源研究结果证明了我们认为欧洲湿润气候

和肥厚土壤自然选择形成了速生和适应性兼备的欧洲云杉生物学特

异性的见解。可以这样认为与那些强阳性早期速生、衰老快的所谓

速生树种对应，云杉是后发型长寿高生产力树种，到轮伐期时其总

蓄积和年均生长量都还是较高的，一般会超过那些速生树种。故我

曾戏称杨、杉和落叶松为穷人树，红松、云杉为富人树，因为穷人

要在短期内获得效益，故喜爱种早期速生树种，富人却祈求的是可

在长期投资后获得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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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引种欧洲云杉的历史和现状概述

早在２０世纪初期我国一些植物园曾以少量单株形式引进了欧洲

云杉，如江西庐山植物园、辽宁熊岳植物园、山东青岛的中山植物

园等。但由于都以树木学研究为目的，使人们从植物形态学方面来

认识欧洲云杉。本文作者从前述国际林联组织的欧洲云杉种源研究

中，以及辽宁林业工作者从熊岳树木园早期引入欧洲云杉上采种育

苗造林的研究启示下，结合寻找能代替落叶松培育优质材又高产树

种的目的出发，在１９８０年开始了世界上温带气候中几个高生产力针

叶树的引入，并与生产性林场结合开创了从林业生产角度探讨欧洲

云杉在我国广泛引种造林的生物学和经济学可行性研究。

根据当时掌握的文献论述，确定了温带高生产力树种有欧洲云

杉、花旗松、日本冷杉、欧洲赤松及西加云杉，并开始积极从国外

引进种子，在宜昌市大老岭林场、甘肃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湖南安化县芙蓉山林场、四川洪雅县林场建立了我国首批以林业生

产为目的欧洲云杉引种试验林。以后又在湖北省建始县长岭岗林场

高海拔山区建立试点，探讨这些树种适宜生产性引种范围。此后，

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也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多批次由瑞典引入欧洲云

杉，在凤城县和清源县营造试验林。１９９０年根据欧洲云杉早期优越

表现，我建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立项引种，２０００年国家林业局开始

立项，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王军辉博士牵头组成全国

云杉遗传改良协作组，开始了在作者参与下总结当时国际云杉遗传

改良的经验，提出了以全球云杉种质资源为材料快速实现我国云杉

良种化的总方针，为此采用了引、选、育、繁和利用并举的基本策

略，在实施总路线时又坚持了早、紧、多、广和新的措施。同时决

定要以种水平的选择和种质收集为优先，以求尽快低成本实现我国

云杉良种化。从２００１年起开始以种子和无性穗条为材料收集和大砧

木嫁接培育加速生长，以求尽早能以无性系家系和种间杂种优势开

发为重点，积极研发云杉现代选育技术体系，来促进我国云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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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林业和无性系林业的发展，以代替早先已实施近３０年却未能生产

出遗传改良种子的种子园技术体系。同时为加快育种进程积极实施

了大棚容器育苗，通过补光、加温、增肥和早播种等措施加快了由

种子到苗子，由苗子到林子 （试验林）的目的。种间杂种开发的目

的是希望能够最终实现欧洲云杉速生性和乡土云杉适应性结合的杂

种育种，全面提升我国各地云杉良种化水平。

１湖北省鄂西山区上世纪８０年代引种表现

表１　宜昌市大老岭林场相近土壤下的生长比较

海拔 （ｍ） 树种 树龄 （年） 树高 （ｍ） 胸径 （ｃｍ） 单株材积 （ｍ３）

１７７０ 大果青
"

３７ １０９ ２３１ ０２９２８

１２６６ 欧洲云杉 ３２ １５２ ２９２ ０５６４８

１６５０ 欧洲云杉 ３０ １５２ ２８５ ０４４１７

１６５０ 日本冷杉 ３０ １２９ ２４４ ０２４５０

１６５０ 花旗松 ３０ １２１ ２２３ ０２３３１

１８００ 油松 ３０ １２０ ２０１ ０１８９９

１７１０ 华山松 ３０ １２３ ２０１ ０１８９９

１８００ 巴山松 ３０ １２６ ２０４ ０１９２８

１２２５ 杉木 ３０ １４４ １８９ ０２１２３

从表１看到欧洲云杉生长具明显优势，特别是胸径生长，因而

单株材积成倍地高过本场生产规模造林的各个乡土树种；另外，各

引入种间也差异明显，奠定了我们以后重点引种欧洲云杉为主的加

速我国云杉良种化的思路。

表２　建始县长岭岗林场的生长表现 （２０年生）

海拔 （ｍ） 树种 树高 （ｍ） 胸径 （ｃｍ）

１７４３ 欧洲云杉 ９９ １５６

１７４３ 白云杉 ９４ １５０

１７４３ 欧洲赤松 ８７ １５０

１７００ 花旗松 ６７ ９３

１９００ 白
"

７７ １５１

　　注：白
"

为种植在场部前的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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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五个树种的生长数值也看到了欧洲云杉的生长优势，虽

然不如大老岭林场明显。

２辽宁省清源县大边沟林场各树种２９年生时表现

表３　大边沟林场同一立地下五个树种比较

树种 平均胸径 （ｃｍ） 为欧洲云杉的％ 最大株胸径 （ｃｍ）

欧洲云杉 １８９ １００ ３２３
白云杉 １３８ ７３０ ２９３
黑云杉 １１６ ６１４ ２１３
红皮云杉 １４３ ７５７ ２４４
红松 １４８ ７８３ ３４１

从表３看到在同一立地上欧洲云杉胸径生长量比乡土红皮云杉

大２４３％，比红松大２１７％。尽管与湖北大老岭林场的比较，欧洲

云杉生长要慢很多，但与韩国２７年生欧洲云杉种源试验结果相比，

还要生长好些。

３甘肃天水市不同海拔多种云杉９年生时表现

表４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林业科学研究所苗圃云杉９年生时表现 （海拔１１６０ｍ）

树种 树高 （ｃｍ） 为欧洲云杉的％ 当年生新梢长 （ｃｍ） 为欧洲云杉的％

欧洲云杉 ２４８０ １００ ４３９ １００
兰云杉 １９２０ ７７４ ２４５ ５５８
白云杉 １５６１ ６２９ ２１５ ４９０
黑云杉 １３３１ ５３７ １７６ ４００

塞尔维亚云杉 １５１６ ６１１ ３７５ ８５４
林芝云杉 １７２９ ６９７ ２７９ ６３５
丽江云杉 １７４３ ７０３ ３４１ ７７７
川西云杉 １１８６ ４７８ １６９ ３８５
青海云杉 １１５３ ４６５ １６４ ３７３
紫果云杉 １２８５ ５１７ １７４ ４００
黄果云杉 ７５６ ３０５ ９２ ２１０
西藏云杉 ９３７ ３７８ ９４ ２１５
红皮云杉 １３３２ ５３７ ２３１ ５２６
白

"

８５８ ３５０ １３４ ３１２
青

"

９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４ ２３６
天山云杉 ５１７ ２０６ ３５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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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４看到欧洲云杉比国内多种云杉具极明显生长优势。其次

兰云杉也较好。国产乡土种以分布在低纬度云南和西藏的种为优，

但西藏云杉却表现不良。总体看欧洲云杉高生长超过乡土云杉种

２５％以上，甚至２～３倍之多。

表５　天水市沙坝国家云杉良种基地各种云杉９年生时的表现 （海拔１５６０ｍ）

树种 树高 （ｃｍ） 为欧洲云杉的％ 当年生新梢长 （ｃｍ） 为欧洲云杉的％

欧洲云杉 ２４２９ １０００ ５４６ １００

兰云杉 １８６９ ６３２ １９７ ３５５

白云杉 １５８６ ７６９ ４１６ ３５１

黑云杉 １２１５ ６５３ ２６４ ４８３

塞尔维亚云杉 １２１５ ５００ ３０６ ５６０

西加云杉 １２５０ ５１５ ２２７ ４１５

东方云杉 ５０６ ２０５ ８３ １５０

川西云杉 １４８９ ６１３ ３０４ ５５７

林芝云杉 １８８０ ７７４ ３７７ ６９０

黄果云杉 ９８６ ４０６ ８０ １４７

紫果云杉 ５４５ ２２４ ８１ １４８

鳞皮云杉 １２０１ ４９４ ３１９ ５８４

青海云杉 ８３０ ３４１ １９７ ３６１

粗枝云杉 １１９６ ４９１ ２２７ ４１６

白
"

１４３８ ５９２ ３５１ ６４３

青
"

８９４ ３６８ ５６ １０３

红皮云杉 １９９１ ８２０ ５３４ ９７８

沙地云杉 １６５０ ６７９ ３７０ ６７５

西藏云杉 １４１１ ５８１ ３７０ ６７８

天山云杉 ５５４ ２２８ １２９ ２３６

从表５看到欧洲云杉在此海拔高度仍有明显生长优势，国产种

林芝云杉仍居国内云杉前位，但稍次于红皮云杉。天山和西藏云杉

生长仍居末位，同时也显示了欧洲云杉的高度适应性，因其保存达

１００％，未见任何冻害和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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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宜昌市樟村坪林场各云杉７年生表现 （海拔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ｍ）

表６　各种云杉分家系采种造林的幼林生长比较

树种
参试家系数

（个）

树高

（ｃｍ）

为欧洲云杉的

（％）

最优家系的树高

（ｃｍ）

欧洲云杉 ５ １４３５ １００ ２个最优家系平均１６２６

川西云杉 （西藏种源） ７５ ５２０ ３６２ ８个最优家系平均６３２

川西云杉香格里拉种源 ３２ ８１９ ５７２ ５个最优种原平均９３６

丽江云杉 １５ １０８４ ７５５ ３个最优家系平均１２２３

红皮云杉 ３７ ７３１ ５０９ ４个最优家系平均８０２

青海云杉 １５ ５３６ ３７３ ３个最优家系平均６１９

黄果云杉 ７ ４２６ ２９７ １个最优家系５６６

紫果云杉 ５ ８５８ ５９８ １个最优家系９３１

青
"

９ ６０４ ４２１ １个最优家系６５３

　　注：树龄是从播种育苗当年算起。

从表６仍看到欧洲云杉生长居首位，同时也看到同一树种内不

同家系间也有明显差异，表明在种内进行家系选择和利用是各云杉

树种改良的必要一步。同时这类林分也起到各种云杉子代测验作用，

随着树龄增长，将为在种内开展新种质选择提供材料。

５欧洲云杉适应性探索

由于主要引种点在秦岭和大巴山区，即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山

区。试验结果只能作为该气候区生长评价依据。为探索欧洲云杉是

否有更广阔气候带的适应能力，王军辉团队已把捷克种源欧洲云杉

苗木分送云南省香格里拉，四川省洪雅林场，黑龙江省林口县极低

气温曾达 －３９℃的青山林场做生产性造林比较，同时也在宜昌大

老岭林场不同海拔做适应性研究。根据各地早期结果，看到欧洲云

杉有广泛适应能力，如在黑龙江林口县不仅可以越冬，造林４年后

生长比当地红皮云杉高大１５％以上，地径大８％以上。在辽宁极低

气温达 －２８５℃地区比同地１１年生红皮云杉树高大２６８％，地径

大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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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三峡大老岭林场不同海拔生产性造林表现 （１２年生）

海拔 （ｍ） 树高 （ｍ） 胸径 （ｃｍ）

１１５８ ２９ ４２

１２２７ ２２ ２８

１２３１ ２９ ２９

１３６１ ２７ ２９

１７５８ ２８ ３５

１９１６ ３２ ４６

调查看到欧洲云杉在各海拔保存率差异不大，从表７所列数值

看也无明显海拔高度生长变化可寻，如１９１６ｍ处生长却更好些，这

种现象可能是各海拔造林地的土壤或小环境差别引起，但该试验已

可证明在三峡北亚热带的海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山地欧洲云杉均能正

常生长。在樟村坪不同海拔造林７年生保存率都在８０％左右，在大

老岭林场１３３５ｍ海拔进行的造林整地方式研究中７年生时为６３％；

７年生造林密度试验林为７６％，甘肃临洮县１８２０ｍ处造林年保存也

达７６％，而临夏县海拔２０２６ｍ造林已降至３３％，特别是在河西走

廊民勤县干旱荒漠区造林不能存活，而同地同时种植的白
"

北延残

遗群体———沙地云杉保存率却高达８６％。

６欧洲云杉适宜我国大规模生产性引种的验证

本文概述早期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引种的林分面积仍较有限，且缺少

与乡土云杉树种的同地比较，而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的国内外种和种源林

树龄还较小，其可靠性如何，借此做出广泛推广的建议必然会引起

一些读者的质疑，为此引证气候与我国辽宁省相近的韩国、以罗马

尼亚和德国的２４个欧洲云杉种源在韩国４个地点２７年生试验结果，

平均树高４个试点为８７～１１５ｍ，胸径变动在１１７～１４４ｃｍ。种

源间的差异则是树高变动在８７～１０１７ｍ，胸径变动在１１～１３７ｃｍ

间，这与我国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在沙坝海拔１６００ｍ左右处造林的多

种源混合林２７年生树高为１４６ｍ，胸径１８４ｃｍ比要低些，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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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地的立地因子差异有关。但该文提供的树高、胸径生长的年 －

年相关数值却能证明从早期表现预测中期生长是相当可信的。他们

的计算结果是；４年生树高与２７年生树高的相关系数 ｒ＝０６２５９，

胸径的为 ｒ＝０４３９６；１２生的树高与２７年时树高 ｒ＝０５４９１，

胸径的为ｒ＝０５３９９。故本文提供的７年生、９年生和１２年生欧洲

云杉的表现并不影响我们建议在我国大规模引种欧洲云杉，加速我

国各地低成本、高效率，快速实行良种化的意见的可行性。

韩国的试验也与我国的引种有着共性，即欧洲云杉不仅高生产

力，且由于自然分布区广，种源间生长也有着明显差异，表明在今

后应结合生产性引种造林时可扩大引入种源的数量和范围，以为各

地找到更适宜推广的种源。尽管我们结合引种欧洲云杉对其低温适

应力已有所考虑，如在甘肃小陇山沙坝林木良种基地极端最低温为

－２７℃，湖北大老岭林场为－１５℃，兴山县为－２０℃。这些地区引

种的欧洲云杉都生长正常，未发生过冻害。为稳妥起见，我国今后

可首先在秦岭以南各山区引种德国、波兰和捷克等国种源，西北和

东北地区可先以北欧的种源为主，对已造的中欧种源林做更长期适

应性观察后，结合新种源引进不断完善优化各地区适生种源。

三、有关积极在我国推广欧洲云杉的建议

１要充分认识到推广欧洲云杉的生态和经济意义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我国树木发展近代史中曾有几次生产性引

种国外树种的突破性历史事件，它们不仅改变了我国林业建设的树

种格局，还带来了不可估量生态和经济效益。首先是温带地区刺槐

的引入，现成为我国北方生态、经济支持树种；南亚热带桉树的引

种成为支持当地纸浆和木材加工业的主体树种；整个亚热带地域的

美国南方松 （湿地松，火炬松及湿加松）的引种，温带和北亚热带

高山区日本落叶松的引种，都改变了工业林培育树种结构格局；北

方广大地区加拿大杨、欧洲黑杨和美洲黑杨的引进不仅基本替代了

各地乡土杨树，支持了大批中、小木材加工企业发展和防护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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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农村经济水平，还成为过去不种植杨树的江淮地区的主栽树

种之一，并彻底改变了我国杨树良种选育的总方向。应当说每一次

外域树种的生产性引种，在我国林业发展史上都有里程碑的意义。

根据我们近４０年在多地山区引种欧洲云杉，特别是１５年来与我国各

乡土云杉的广泛比较研究，如今后能尽快广泛引种欧洲云杉，其涉

及地域之广，生态、经济之较高，必将又是一个新里程碑事件。

２树立强烈的生产规模引进迫切感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过去数十年来我国一些省区的云杉遗传

改良都以当地乡土云杉为目标，缺乏把全球种质为我所用的观念，

而且选择了国外不少国家已不在云杉上使用的支持混系林业生产的

种子园生产良种的路线。但由于云杉童期极长，即由优树选择开始，

经建立种子园以生产规模提供良种至少需要１５～２０年时间，且结实

的大小年又十分明显，３～５年难得一次丰产年，至今不仅未见在我

国利用云杉种子园种子生产造林的报道，甚至连能提供优树遗传评

价以指导种子园可靠去劣的论文也十分罕见，假如能接受我们在种

的水平上立即广泛引种欧洲云杉的建议，在５～１０年内就可以极低

成本使我国不少地区云杉实现良种化，生产力至少能提高 １５％ ～

２０％以上，使我国云杉林产业进入新时代。

３有计划多水平地引进欧洲云杉新种质，不断优化各地区良种

遗传水平

优中选优，持续良种优化。由于我国地形地貌和水平及垂直气

候因子综合型多样要求有地域性极强的良种与其匹配。而欧洲云杉

已知有广泛的种源、林分、家系和无性系水平上的遗传变异，为我

国复杂多样的生态区选用良种提供了极大的选择机遇。建议在当前

以种水平优先引用的同时，继续有计划地引入各种遗传水平上的种

质，首先是种源和家系水平上，其次是引入已经遗传评价过的基因

型 （无性系穗条）和各种抗逆性种质，在各地区营建试验林，为各

地良种化提供新种源。为此要加强与相关国家国际合作，提高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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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优良种质完善我国云杉良种生产潜能，并对我们过去已营造的

国外的云杉种、种源及家系 （杂交组合）试验林做深入的总结以求

有新的发现。

４全面推行云杉强化育苗技术体系，加快良种推广进程

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容器育苗在我国不少树种上已广泛采用，

大大节约了种子，提高了良种种苗质量及造林成活率，从而加快了

良种造林速度。北欧和加拿大等云杉种植大国，在前３０～４０年已

普遍利用云杉补光、加温和增肥的设施容器育苗技术，甚至体胚苗

生产技术体系也成常规。王军辉团队为缩短云杉育苗年限，加速育

种进程，已在２～３年内用了强化育苗体系生产出大批营造各种试

验林的优质苗木，取得的这些经验可供今后各地云杉育苗应用。对

于无性系苗的培育技术研究也已初步达到可用水平，为今后推行无

性系林业或优良杂种优势组合混系大批量生产无性苗开辟了道路。

５大力推行优良种质的矮杆高接换冠技术，促进云杉开花结实

新需求要求新举措。云杉童期长一直是制约云杉遗传改良进度

的瓶颈，国外早已应用大棚培育母树，树干注射 ＧＡ４／７，高接换头

等技术来促进云杉开花，加快育种进程。杂种优势开发利用已成世

界云杉良种化的方向，故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尽快加速优良种质的

开花结实。而一种较可行的技术是用已建成的高龄种子园母树做矮

化砧木，嫁接已经遗传初步评价过的种质接穗，在这方面我们也积

累了一些经验，建议对各地已建云杉种子园中劣质系去劣时，采用

矮杆换头嫁接优质种质，为开展选育杂种优势组合和提高原有种子

园良种品质创造条件。具体做法还须在实施中多方探索，以尽早达

到优良种质最快开花结实为总目标。

６加速种质扩增和创新，使云杉遗传改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任重道远，与时俱进。优良种质不断升级是我国云杉遗传改良

的最根本保证，１０多年来王军辉团队已收集了多种云杉的实生和

无性系材料营建了大面积收集区和以家系为主体的遗传试验林。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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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重点除继续加强对云杉无性系收集区各种质的全面评价，以利

育种中精准利用其特异性外，更要在营造的各种云杉子代林中，动

态地进行遗传评价基础上的配合选择和高接促花研究，以加速育种

材料的升级更新，实现不断加强种质库的遗传丰富度和质量的基础

上向新一代育种迈进。在可能情况下也要开展种内育种群体构建和

经营研究，探索多世代轮回选择育种在云杉遗传改良中实施的具体

方案。

库布其治沙对人类发展有重大意义

库布其治沙是沙漠治理的一个奇迹，库布其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可复制、可推广。

库布其人创造这个奇迹，不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发展也有

重大意义。

库布其模式实现了三次大转变，也是三次大飞跃：一是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二是

从政府动员型到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三是从单纯生态保护到多方位的经营治理。从中我们

可以得出，治理沙漠既要讲究生态效益，又要讲究经济效益，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体系

转变，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库布其模式要好好总结，将治理经验上升到一个新层次，建议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治理理念的飞跃。把沙漠治理不仅要看成一种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行为，而且要看

成一种解决全球荒漠化、解决整个人类命运问题的行为。第二，政府与市场、社会相结合。

政府和市场两手都要硬，政府引导出政策、给支持，企业利用政府的好政策，更好地防沙

治沙。第三，现代化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实现生态治理的产业化、科学化，形

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第四，多元效益。通过科技创新、科技引领，把沙漠治理变成一个

系统工程，不仅生态要好，而且还要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最后提几点建议：一是坚持生态产业化治沙，一辈子把这一件事做好，就是对人民最

大的贡献；二是建议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上要给政策；三是要延长企业沙漠土地承包时

间，要给企业自主权，这样才能保证长久治理，才能保证治沙可持续发展。

摘自 《中国林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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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地土壤污染、退化、流失的

问题及对策 （上）

黎云昆　肖忠武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世界土壤宪章》 （２０１５年修订版）

中指出，土壤为地球生命之本，然而，人类对土壤资源的压力正在

接近临界极限。认真实施土壤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农业的一个基本要

素，并提供宝贵的气候调节手段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

的途径。……妥善的土壤治理需要在各级，包括国家政府、其他公

共主管部门、国际组织、个人、团体和公司等，在了解可持续土壤

管理原则后采取行动，帮助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实现零土地退化。

土壤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壤，植物就没有立足之地。

没有土壤就没有森林、没有粮食，也就没有我们。

目前，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就是农业污染，而农业污染中最严

重、最直接的就是对土壤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又进一步导致了地下

水、河水及空气的污染。地下水、河水及空气的污染反过来又加重

土壤的污染。现在，这种污染正在悄悄向我们的林地土壤蔓延。我

们的林地土壤正在受到各种化学物质的污染和毒害，有的或者干脆

流失。

一、我国林地土壤面临的危机

（一）林地土壤的污染

全国第八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林地面积

作者简介：黎云昆，国家林业局老干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肖忠武，贵州黔南州林

业局老干部科。该文由三部分组成，已经在 《林业经济》杂志上全文发表。经作者同意，

本刊对文章进行了适当缩减，将分两次刊登，本期刊登该文的第一部分 “我国林地土壤面

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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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亿ｈｍ２ （占国土面积的３２２９％），森林面积２０８亿 ｈｍ２，森林

覆盖率２１６３％，天然林面积１２１８４万 ｈｍ２，占５８５７％。土壤受污

染的林地主要为人工林中用于培育用材林与经济林的林地，此两项

林地占人工林面积的６８０％。其他人工林中也有一些林地存在使用

化学合成物质的污染的问题。此外，在一些林地中，也包括天然林

林地，进行了人工种植与养殖活动，也对林地土壤造成了污染。

１用材林

（１）速生丰产林

一些林地被用来种植杨树、桉树、杉木等速生丰产林。

杨树 （７００多万ｈｍ２）的速生是以大肥、大水、大坑为前提的，

没有这个条件，杨树只能长成小老树。

桉树、杉木的种植，化肥的施用是必须的，我们提倡科学、合

理的施肥。但不合理施肥还很普遍。比如这两种树大多种在坡地上，

很多化肥就施在地表，一阵雨下来，施加的化肥便顺坡而下，流进

河里。以广西桉树种植施加化肥为例， “造林后连续追肥２～３年，

每年１～２次。第１～２年追肥，每次每株５００～７００ｇ；第３年追肥每

次每株５００～１０００ｇ。肥料养分为 （氮、磷、钾）含量２５％ ～３０％

的桉树专用追肥。”每棵树每年追肥使用量下限为５００ｇ，上限为１

６００ｇ。此计算未将基肥列入。若按种植密度每公顷１５００株计，每

公顷年施化肥量为下限为７５０ｋｇ，上限为２４００ｋｇ，远远超过我国农

田平均每公顷每年化肥施用量。

（２）珍贵树种林

珍贵树种主要指其木材珍贵，这种木材可以制作高档家具、工

艺品、装修材料等木制品。珍贵树种的种植涉及到国家的长远发展

和战略物资的储备，珍贵树种也是良好的经济树种、观赏树种及生

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稳定的树种。因此，珍贵树种的种植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以降香黄檀为例，南方各省凡可能种植的地方，

都在大力引种推广。拥有６６７ｈｍ２降香黄檀种植规模的企业不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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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但很多种植降香黄檀的企业往往急功近利，大规模地使用农药、

化肥、除草剂及各种生长素。

２经济林

经济林是指利用树木的果实、种子、树皮、树叶、树汁、树枝、

花蕾、嫩芽等等，以生产油料、干鲜果品、工业原料、药材及其它

副特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乔木林和灌木林。我国经济林面积１９８０

万ｈｍ２，占人工林面积２８６％。

（１）果林

一些林地被种上了苹果、梨、桃、葡萄、柑橘、荔枝、枣、核

桃、板栗、龙眼等果树，一些林地被用来种植香蕉、火龙果等非木

本植物。这些果林无一例外地要使用农药等各种化学合成物质。以

柑橘为例，仅为防止柑橘炭疽病的侵害，“春夏秋嫩梢叶期要各喷一

次杀菌剂，幼果期 （５～６月）、果实膨大期 （８～１０月）要注意加喷

２～３次，以保护果实，药剂可选择波尔多液、代森锰锌、丙森锌、

甲基硫菌灵、咪酰胺、苯醚甲环唑和溴菌腈等，……喷药时树冠枝

干、叶面正面及背面、花果都要喷布均匀，以提高防效。

南方毁坏林地比较严重的是香蕉的种植，一块林地种植香蕉３～

５年以后，土壤基本毒化，不仅不适宜再种香蕉，也很难再种其他植

物。火龙果对林地土壤的破坏更为严重，且多种植在坡度较大的山

地上，又实行全面垦复，农药、化肥、除草剂，富集养分的林下土

壤顺坡流走，贻害无穷。

（２）木本油料林

木本油料林主要指油茶、核桃、八角等，目前这些树种也是采

取大规模集约化种植，不施农药、化肥、除草剂几乎是不可能的。

油茶林中可以使用的生长调节剂有：“生长素类、赤霉素类、细

胞分裂素类、乙烯发生剂、生长抵制剂和生长延缓剂、青鲜素、矮

壮素、多效唑。”

八角的追肥 “每年１～３月和６～８月各施肥一次。造林当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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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每次施复合肥３０～５０ｇ；第２～３年每株每次施复合肥１００～１５０ｇ，

第４～５年每株每次施复合肥３００～５００ｇ，第６～１５年每株每次施复

合肥０５～１ｋｇ，１５年后每株每次施复混肥１～２ｋｇ”。这里的复混肥

当指按一定配比混合的化肥。八角的植株密度以果用林每公顷５０株

计，每株每次按５００ｇ计，则每公顷施化肥量为５０００ｋｇ。

（３）其他工业原料林

除速生丰产林以外的工业原料林中规模较大的有橡胶林、紫胶

林、杜仲林等。我国现有橡胶林１００多万ｈｍ２，大面积的橡胶纯林的

种植不仅改变了热带雨林的性质，而且使林下土壤严重地受到了伤

害。景洪市景哈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的 《橡胶树合理施肥》：“施

肥数量：苗期 （１～２龄）每年每株胶苗施有机肥１０～１５ｋｇ，橡胶专

用肥０２～０４ｋｇ，要采用少量多施的方式，橡胶树每抽一蓬叶施一

次，年施５～６次，每次００５ｋｇ。幼树期 （３～７龄）每年每株施有

机肥１５～２０ｋｇ，橡胶专用肥０３～０５ｋｇ，年施３～５次，每次０１

ｋｇ。开割胶树每年每株施有机肥２０～３０ｋｇ，橡胶专用肥０５～１０

ｋｇ，年施２～３次，每次０３～０５ｋｇ。”海南省２００７年橡胶林 “施肥

量共１１８２１８２ｔ，平均每公顷使用肥料６８２５ｔ。其中以有机肥为主

占７２８４％，……。”也就是说，每公顷橡胶林施加了１８５４ｋｇ化肥。

（４）茶、桑等叶用林

茶、桑等叶用林在我国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都是

在林地上种植。现在这些林木也大都实行集约化经营，农药、化肥、

除草剂的使用在所难免。以茶树为例，我国茶树种植约为１８０多万

ｈｍ２。茶树的病虫害防治主要为化学防治，其对林地土壤的污染不容

忽视。茶树主要病害有：茶云纹叶枯病、茶炭疽病、茶轮斑病、茶

饼病、茶白星病、茶圆赤星病、茶芽枯病、茶红绣藻病等。以茶云

纹叶枯病为例，“江南、西南茶区，在５月下旬至６月上旬、８月下

旬至９月上旬的病害流行时期，选用１０％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５００～

１０００倍液喷雾，安全间隔期５～７ｄ；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８０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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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喷雾，安全间隔

期１０ｄ；非采摘期用０６～０７石灰半量式波尔多液防治；秋季结束

后喷施４５％石硫合剂结晶 １００倍液，可有效地抑制病害的蔓延和

侵染。”

３林下种植

林下种植是林农、林工致富的主要手段。林下种植的种类很多，

有蔬菜、粮食、果品、药材、花卉及其它经济作物。林下种植的污染

也很惊人，如一些地方在林下规模种植蘑菇、木耳、人参等，化肥农

药及各种添加剂的污染，甚至比农业严重。广西林下种植广豆根 （中

药材），追肥 “每年施２次复合肥，在３—４月与１１月中耕除草后一

起进行。幼苗生长期平均每株１０ｇ，第二年后平均每株２０ｇ。”广豆

根每公顷种植６２０００株，则第二年后每公顷施化肥量为１２４０ｋｇ。林

下种植的另一种污染是地膜覆盖的塑料。以花生种植为例，“一般采

用无色透明的微膜，厚０００７ｍｍ，用量６５～７０ｋｇ／ｈｍ２，和超微膜，

厚０００４ｍｍ，用量４２～４５ｋｇ／ｈｍ２。”农膜为一次性使用，残留在土

壤中造成对土壤的污染。

４林下养殖

林下养殖对林地土壤的污染主要是抗生素的污染。林下养殖的

种类有鸡、猪、羊等。有的地方将林中小溪截流，形成水面养鱼、

鳖等。鸡、猪、羊等若不施加抗生素可能会生病，生病就不会长肉，

不长肉就会影响经济效益。于是，不管这些畜禽有病没病，每隔一

段时间，必须打一针抗生素。鱼、鳖等不便打针，就在饲料里拌上

抗生素直接撒入水体。

（二）林地土壤的污染物质及其危害

１农药

“农药的使用不仅对土壤、地下水及地表水造成污染，而且也对

环境生物 （包括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和土壤生物等）产生危害影响，

从而严重为害生物多样性。２００７年我国农业农药使用量为１６２万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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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界第一位。单位耕地农药用量是美国的５倍以上。”

（１）农药对林地土壤污染的途径

农药对林地土壤造成污染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

ａ）农药直接喷洒在林地土壤中；

ｂ）农药喷洒 （或附近的农田、林地用药飘散）在植物的枝叶

上，枝叶随之落入林地土壤中；

ｃ）喷洒或挥发至空中的农药，随雨水而下，又落入林地土

壤中；

ｄ）附近的农田或林地用药，飘散至林地；

ｅ）农药随着被污染了的水体作为灌溉水又回到土壤中；

ｆ）农药随食物链进入人体或畜禽体内，又随着有机肥回到土

壤中。

（２）影响人体健康

农药在森林食品中的残留会危及人们的健康，还会影响森林食

品顺畅地进入国内外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流行的农药，多数均有对人体无害的说明，

但是否有害，需要时间来证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当时人们认为

六六六、ＤＤＴ对人体无害，夏日的夜晚，到处可见用六六六来驱赶

蚊虫，很多家庭都备有驱赶蚊虫的 ＤＤＴ喷雾器。这是历史，后来的

实践证明，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六六六、ＤＤＴ不仅对人体有害，

而且有大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日我们认为对人体无害的农药，

很有可能会在将来被证实是有害的。

农药在土壤和水体中的残留有的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一些植物

及动物可以将环境中分散的农药残留富集起来，如水中的绿藻能将

环境中ＤＤＴ的残留聚集起来，其聚集的浓度可以是环境中浓度的几

百倍，这种绿藻随后被食草性鱼吃掉，食草性鱼又被食肉性鱼吃掉，

最后在食肉性鱼体中ＤＤＴ的含量竟可高达环境含量的数万倍。再往

后，这种肉食性鱼被人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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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不仅污染了整个环境，而且积蓄在动植物体内，有的

甚至进入了生殖细胞，以至于改变和破坏了遗传物质。

（３）土壤残留

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是十分顽固的。“我国已于１９８３年全面禁

止了ＤＤＴ、六六六的生产和使用。禁用２４年来，土壤中的总体残留

量仍然很高。广州菜地中六六六检出率为９９％，ＤＤＴ为１００％。太

湖流域农田土壤中六六六、ＤＤＴ检出率仍达１００％，一些地区最高残

留量仍在１ｍｇ／ｋｇ以上。”

这些土壤中的农药残留有的直接进入动物体内，有的通过植物

进入动物和人类体内。现在几乎所有的鱼类、鸟类、爬行类动物体

内甚至人体内都可以检出农药残留。

（４）破坏了土壤的自我更新机制

农药进入土壤，会杀死土壤中的细菌、真菌、藻类。这些微小

的生物不仅创造了土壤，而且使土壤充满了生机。没有固氮微生物

体内固氮酶的作用，大气中游离态氮分子，无法还原为结合态氨分

子；没有它们，动植物遗体就不会腐烂，岩石和细小石粒就不会转

变成土壤成分。土壤的矿化作用受影响，植物就无法正常吸收利用

氮、铁、锰、硫等元素。

一些低等的动物也随着农药的使用消失了。一些螨虫类的节肢

动物及一些低等昆虫，可以分解植物的枯枝落叶，使之成为肥料，

并在林地表面的碎屑转化为土壤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施加农药的结果，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生物就灭绝了。又如，蚯蚓可

以将森林里的各种有机物变成肥料 （除了橡胶、塑料），蚯蚓的运动

对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使土壤保持健康状态有重要意义。施加农药

的结果，蚯蚓也死掉了。

农药的使用还会阻止植物根系制造氮肥的作用。“由于受六

六六、艾氏剂 （一种有机氯杀虫剂）、高丙体六六六、七氯和滴

滴涕的影响，固氮细菌形成豆科植物必需的根部结瘤全都被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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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即严重破坏了在菌类和更高级植物根系之间那种奇妙而又有

益的关系”。

（５）破坏了生态平衡

森林里的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在正常的情况下，其生态系

统是平衡的。如果我们的森林生态是稳定的，一般情况下，鸟和虫

会保持一种生态平衡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一有虫，鸟就来了；

虫子多了，来的鸟也就多了；鸟来的多了，虫子就少了。一有虫便

打药的危害最大。一打药，鸟就不来了，虫子没有了天敌，自然就

会泛滥开来。打药的结果还会增加虫子的抗药性，再打药就需要加

大用药的剂量。这种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竞赛，最终受害的

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人类本身。

打药的结果不仅会使害虫、害兽很快获得抗药性，而且它们会

以更高的自我繁殖率来向人类报复。例如老鼠，当一部分老鼠被毒

饵药死后，其他剩下的老鼠会加快繁殖的速度，以延续种群的繁衍。

在这场根本不能取胜的战争中，受伤的是一切生命，包括我们

人类自己。

（６）林业使用农药的后果更为严重

ａ药物更容易飘散

林木远比农作物高大，其喷药设备需具有更大的动力及更高的

射程，所喷射的药物难以落到靶标体，更容易飘散在空中，若在城

镇中施用，或可直接喷洒在建筑物上，甚至落在行人头上，由此对

环境和施药者及人畜的危害更大。背负式机动 （电动）喷雾机，农

药利用率大约为５０％；而用于林木的高射程喷雾器，农药利用率不

会超过１５％。

ｂ污染的连片面积更大

在林地上使用农药往往采用飞机喷洒的形式，一次性喷洒农药

的连片面积远远超过农业，因此对生态、对环境，甚至对人畜造成

的危害比农业更为严重。据中国森防信息网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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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防治作业已经成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主要方式之一。２０１０年以

来，年均航空防治作业面积近 ３００万 ｈｍ２，占防治作业总面积的

１５％，且逐年递增。”将航空防治作业作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主要方

式之一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ｃ农药污染更容易扩散

林地多为山地或坡地，农药直接或间接落入林地后，很容易被

雨水带出喷洒区域，由此造成更大的面源污染。

ｄ森林食品将不复存在

林地不仅承担着生态建设、环境建设和培育木材的任务，而且

承担着为人民提供高质量、无污染的森林食品的任务。目前，森林

食品的社会需求越来越旺盛。森林中的各种生物，包括树木的根、

茎、叶、花、果实，林中的野花、野草、菌类在内的各种动物、植

物、微生物，以及林下的种植、养殖产品，均有可能成为我们人类

清洁食品、营养食品的重要资源。森林食品将成为我们人类的重要

食物资源，林地的土壤一旦被污染，森林食品将无以为继。

ｅ森林生物多样性将受到极大的破坏

森林拥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世界上最多、最重要的物种资

源库。这些物种资源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是国家的

战略资源。一旦一个物种消失了，所造成的损失是永远不可弥补的。

２化肥

（１）化肥在土壤中的残留

化肥在土壤中的残留是十分惊人的，可以达到总施加量的三分

之一。河南省农业厅土肥站一项调查表明，目前全省每年施用的３００

多万ｔ化肥中，只有三分之一被农作物吸收，三分之一进入大气，三

分之一残留在土壤中，残留化肥已成为巨大的污染暗流。

我国林地中速生丰产用材林使用化肥的情况比较普遍。现全国

共有２６０万 ｈｍ２的速生丰产林，如以桉树每年每公顷７５０～２４００ｋｇ

施加化肥量计，则每年化肥施加量为１９５万ｔ～６２４万ｔ。按河南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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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肥残留率折算，每年将有５５万ｔ～２０８万ｔ化肥被残留在速生丰

产用材林的林地中。

（２）造成土壤板结

化肥的长期使用导致土壤板结，孔隙度减少，土壤中的各种小

动物、植物及微生物在这种状况下很难成活。如果没有了土壤中的

生物世界，植物也不可能存活。例如根瘤菌在板结的土壤中很难生

存，没有根瘤菌，豆科植物就不能为植株制造氮肥。

土壤的板结使得植物的根系活动受阻。植物的根吸收营养物质，

是要消耗能量的，而能量的主要来源就是根细胞的有氧呼吸，此过

程需要一定的氧气。土壤板结，氧气不足，妨碍植物根的呼吸作用，

不利于植物生长。

板结的土壤，也不利于根系的自由伸展。植物的根系不发达，

植物就不能健康地生长。

（３）造成土壤酸化

长期过量而单纯施用化学肥料，会使土壤酸化。“从上个世纪８０

年代早期至今，中国境内耕作土壤类型的 ｐＨ值下降了０１３到０８０

个单位。……人为引起土壤酸化可能是酸雨造成的，然而过度使用

某种类型的氮肥则是另一个原因，后者被研究人员确认为造成中国

土壤酸化的罪魁祸首。”

（４）导致土壤营养失调

化肥的使用改变了土壤中原有的营养构成。目前我国施用的化

肥以氮肥为主，长期这样施用会加剧土壤中磷、钾的耗竭。

土壤中氮肥过多也会抑制植物对其他元素的吸收。“生产上过量

施氮、磷肥比较普遍，如作物施氮肥过多，抑制铜、钾、硼元素的

吸收，作物缺铜、钾、硼元素，缺硼常见如甜菜 “腐心病”，花椰菜

的 “褐心病”，……等。施磷过多抑制钾、铜、锌的吸收，缺锌比较

突出，叶发淡，暗灰色，不结实；缺铜表现为不发苗，叶色浓绿，

不展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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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增加土壤中重金属和有毒元素的含量

一些化肥的原料为矿物，如磷肥的原料为磷矿。磷矿中就含有

一些重金属和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在加工中无法去除。一些化肥是

石油化工产品，这些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也会混有部分重金属和有毒

物质。所有这些有毒的物质最终会被带到土壤中，并不断地积累起

来。一次施用化肥所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常年

累月的施加化肥，对土壤的污染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重

金属是化肥对土壤产生污染的主要污染物质，土壤环境一旦遭受重

金属污染就难以彻底消除。纯净的化肥对人体无害，但人们还生产

不出来这样的化肥。化肥中携带了难以避免的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

质，并在林地土壤中逐渐积累起来，这些物质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

体，最终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３除草剂

（１）林木多为除草剂的敏感植物

除草剂一般会把农业植物作为保护对象，而视林木为杂草。在

一些林地里喷洒除草剂的后果往往是杂草没杀死，倒把林木杀死了，

或者林木的生长受到了阻碍。

“近几年除草剂飘移药害日趋严重，必须引起重视。飘移危害

……柳树、杨树、桦树整株叶片变白枯萎，落叶松叶片变白，严重

影响观瞻，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影响。”一些降香黄檀种植企业发

现，部分喷洒除草剂的林地，降香黄檀的生长严重受阻。

（２）影响植物自制氮肥

除草剂的使用会妨碍豆科植物根瘤菌的活动，从而影响植物自

制氮肥的能力。除草剂的使用会使 “硝化作用会受到除莠剂 （即除

草剂———本文作者注）２，４－Ｄ的作用暂时中断。”根瘤菌的作用在

珍贵树种种植中尤其应当受到重视。很多珍贵树种是豆科植物，如，

在红木的３３个树种中，有２７种树种为豆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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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破坏生态平衡

森林环境中有多种病虫害的天敌，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它们是

可以相互制约，处于相对平衡状态。除草剂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生

态平衡。有的除草剂还可能毁灭了林中蜂类的蜜源植物以及抑制鸟

类的繁殖。

除草剂使得林间的野草灭绝了，但土壤与野草是相互依赖的。

野草的生长有利于土壤中动植物、微生物的生长，野草也持续不断

地促成了土壤中有机质的增加。

（４）除草剂的药害

除草剂不仅对植物有害，对动物及人体健康也有害。

“羊吃了喷过药的蓟草，猪吃了喷过药的瞿麦草而引起严重疾

病；开花时，蜜蜂在喷过药的芥菜上采蜜就会中毒；一些野樱桃的

叶被２，４－Ｄ（一种主要的除草剂———本文作者注）喷洒后，对牛

就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是野樱桃的叶子毒性很大。……２，４－Ｄ

另一个奇怪的药效，对牲畜、野生动物，甚至是人都有重大反应。

１０年前做过的一些试验表明，甜菜和谷物用这种化学药物处理后，

其硝酸盐 （硝酸盐在人体内也可被还原为亚硝酸盐，是致癌、致畸、

致突变的物质，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本文作者注）含量立刻急

剧增高。”

４抗生素

（１）抗生素对林地土壤的污染

抗生素对林地土壤的污染主要是伴随着有机肥的使用而造成的。

人粪尿是有机肥的主要来源，但这种有机肥不被抗生素污染的

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２１万 ｔ，其中有９７万 ｔ抗生素

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４６１％。”这些抗生素施加到饲养动

物体内，一部分变成人们的食物进入人体，最终有以人粪尿的形式

成为有机肥；另一部分被动物直接排出体外，成为畜禽粪便，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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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当作有机肥被输送到地里。

以鸡的饲料为例，饲料中常用的抗生素有：“青霉素、链霉素、

土霉素、金霉素、杆菌肽锌、泰诺霉素、林可霉素、螺旋霉素等”

“由细菌感染引发的疾病，是放养鸡群中最常发生、而又防不胜防的

疾病。这些主要依赖抗菌药物防治的疾病，是造成鸡肉、鸡蛋药物

残留、增加饲养成本的罪魁祸首。”

这些含有抗生素的有机肥被运送到林地，污染了林地土壤。

（２）抗生素对林地土壤的破坏

抗生素一般为抗微生物药物，可以抑制或直接杀死土壤中的微

生物，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群结构，影响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

致使土壤的肥力下降。此外，还影响到土壤中的微生物对进入土壤

中的各种有害物质有降解作用。

一些抗生素对植物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些抗生素

直接影响植物对钙、钾、镁的吸收。

抗生素进入土壤中会诱发土壤中的耐药菌的产生和传播。土壤

中的耐药菌还可以通过土壤中生长的植物直接进入人体，使人体的

耐药性提高。

（３）抗生素对水体的破坏

施加到林地土壤中的抗生素，因林地多为坡地，比较容易地流

入了河湖。这些抗生素及其他化学物质 （也包括农业使用的），又随

着灌溉水重新返回到林地土壤。部分抗生素随水进入地下，污染了

地下水。这些地下水会神秘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将抗生素及其他化

学物质带到没有污染的林地。

５重金属

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主要有生物毒性显著的汞、镉、铅和类金属

砷等的元素，以及有一定毒性的铜、锌等元素。重金属对土壤的污

染是不可逆的，而且短时间内很难被发现。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会

导致土壤中动物的患病甚至死亡，还会导致土壤中微生物生物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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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微生物生理活性下降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重金属随着

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合成物质进入土壤。“氯化乙基汞随拌种

进入土壤的汞量可达３～６ｇ／ｈｍ２；又如磷肥中含有各种重金属也会

进入土壤。据估计，我国磷肥进入土壤中的 Ｃｄ（镉———本文作者

注）总量约为３７ｔ／ａ。”由于这些化学物质是持续施加的，因此重金

属在土壤中会逐渐积累。

重金属一旦进入土壤是很难去除的。重金属在土壤的残留可以

由食物链导致动物和人体健康受到威胁。日本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因

采矿而导致重金属镉对土壤的污染，人们又吃了被污染的土地上生

长的 “镉米”，由此引发了日本的公害病 “痛痛病”。我国一些地

方，也有类似现象的报道。

我国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 （流失）量及固体废弃物残留

量中 “锌为０４９万ｔ，通过农药等进入环境。”“铜为０２５万ｔ，通过

饲料添加剂进入环境。”“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对粮食和蔬菜的种

植影响最为突出。珠江三角洲地区有４０％的农田菜地重金属污染超

出安全标准。”

６油污

油污对林地土壤的污染主要来自在林地施工作业的各种机械，

还有一部分来自畜禽养殖加工厂。油污进入土壤后，会在土壤表面

形成一层薄膜，这层薄膜可以阻断土壤中氧气进出的通道，从而影

响土壤生态。伴随着油污进入土壤的还有重金属及其有害物质。

７各种生长调节剂

各种生长调节剂可分为：植物生长促进剂、植物生长延缓剂、

植物生长抑制剂、保鲜剂、杀雄剂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也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将林地变

成不毛之地。“芒果树为了控梢徒长，每棵芒果树用多效唑 １００ｇ灌

根，再用４００倍液喷２遍，造成大面积芒果树矮小，叶畸形，杆扭

曲，果实稀疏变小、近乎绝产，小树栽不活，已成癌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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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塑料薄膜

农膜覆盖为我国粮食及蔬菜的增产带来了暂时的利益，但也带

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每年有５０万ｔ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

率达４０％，这些农膜在１５～２０ｃｍ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

作层。”

农膜降解周期一般为２００～３００年，并且不易清除。近２０年来，

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我国目前农膜不仅用在

农田，林业上的应用近年来也在迅速扩大。

残留在土壤中的农膜，对土壤的侵害可以也以下几种方式：

ａ）影响播种的植物种子和自然落种的种子与土壤的紧密接触，

致使这些种子不能正常发芽；

ｂ）影响已种植的植物种子的发芽、破土；

ｃ）阻断土壤中各种生物的通道，降低其活性，甚至造成一些生

物的死亡；

ｄ）阻挡氧气、水分与养分在土壤中自由地流动；

ｅ）影响植物的根系自由地伸展。

现在一些企业和农民也认识到了农膜的危害，他们将残留在土

壤中的农膜收集起来烧掉。但是燃烧农膜产生的二英的污染，可

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将农膜回收，制作再生塑料、再生桶，

同样会产生二英。

（三）林地经营方式对林地土壤的破坏

现有的林地土壤是千百年、上万年一点点积累形成的。的确，

岩石可以在阳光的暴晒下，在风雨的侵蚀中，慢慢变成土壤颗粒。

地衣产生的酸性分泌物也可以促进岩石的风化。但这个过程是漫长

的，是以百年、千年、万年计的。林地土壤不仅富集营养，而且还

富集有益于植物生长的各种菌类等微生物，林地土壤也构成了有益

于植物生长的生态系统。欧洲的一些国家，非常重视林地土壤的价

值，他们认为林地土壤是国家财富。一个建筑商购买了一块林地，

０６



国家会派出专门人员将林地土壤用推土机铲起运走，剩下的生土地

才会交给开发商进行建设。

１灌溉

灌溉用水主要为河水与地下水。河水是有限资源，上游用了，

下游就没水。灌溉水的另一个来源是地下水，但打井抽取地下水的

方法，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生态灾难。

灌溉水渗入地下后会溶解地下的盐层，盐水会因毛细作用由地

下升至地表，引起土壤的盐渍化。“……在中国和印度，盐碱化耕地

面积分别达到４７０万ｈｍ２ （占全部灌溉面积的２３３％）和４７０万ｈｍ２

（占全部灌溉面积的１１％）。”

２炼山

炼山是林地整地常用的方法。但是炼山的结果是原生态受到了

破坏，土壤暴露于外，造成土壤流失、土壤中的水分、肥分流失，

不仅严重破坏生态，还容易形成火灾。此外，土壤表层的一些最富

集营养的腐殖土被林火烧成灰烬，另一些腐殖土也因地表覆盖的植

物被火烧掉，直接暴露在外，或因林火的影响减少了附着地面的能

力。因此一阵风就可以使这些富集营养的表土随风飘去，一场雨就

可以使这些富集营养的表土顺坡流走。炼山的另一个后果是，生物

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林中原有的其他植物、小动物、昆虫、

微生物全部被烧死了。这些生物的栖息地也被毁灭了。植物的生长

是离不开这些生物的。以油茶的种植为例，油茶炼山的结果，使得

蜂类昆虫失去了栖息地。没有蜂类的昆虫，油茶的开花授粉就没有

希望，油茶就不可能坐果。这样，我们选择的品种再好，管护再精

细，最终也产不出茶油来。

３全面垦复

很多采用集约经营的林地，其植物的种植，往往需要对林地进

行全面垦复。全垦的结果会造成：

ａ）富集营养的表土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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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造成土壤中养分、水分的流失；

ｃ）土壤中的各种动物、微生物失去活性；

ｄ）破坏了林地的生物多样性；

ｅ）种植的目的树种失去了其他植物的庇护。

４坡改梯

林地一些植物的种植还实行了坡地改梯田。坡改梯对拥有大规

模工程施工能力的企业来讲不是一件难事，但坡改梯的结果会使得

原来林下均布的富集营养的表土丧失，生土暴露，且原有的土壤中

有益于植物生长的生态系统全部打乱，在这样的土壤中种植植物，

即使上了很多的肥，也是长不好的。

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消费最大驱动力

根据 《（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８版统计显示，２０１７年是天然气强势增长之年，

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３％，即９６０亿ｍ３，创下２０１０年以来的最快增速。消费量增长由

中国 （增加３１０亿ｍ３）、中东 （增加２８０亿ｍ３）和欧洲 （增加２６０亿ｍ３）所带动。美国的

天然气消费量下滑了１２％，即１１０亿ｍ３。

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了３１％，连续第１７年居能源增量之首。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

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２３２％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３３６％。其中，由于中国

政府推行鼓励煤改气的政策，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１５％。中国成为全球天然气消费

的最大驱动力，占２０１７年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３２６％。中国天然气需求急剧增加是推动

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上涨的最主要因素。

而中国煤炭的消费量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的连续下滑后有所回升 （４００万吨油当量）。

目前，中国引领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全球增长的３６０％。在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

消费增长最快，达７６％。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２５００万吨油当量，创下中国

有史以来的新高；就单一燃料而言，这同时也是单个国家对全球一次能源增长的第二大贡

献，第一大贡献是中国对天然气增长的贡献。

ＢＰ中国区总裁杨筱萍指出，中国在全球低碳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ＢＰ进入中国４５

年，已经成为中国值得信赖的、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之一，并致力于继续积极参与并助力

中国构建清洁、低碳、高效的能源体系。

摘自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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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国森林调查战线上的

杰出技术专家李留瑜同志

周昌祥　刘于鹤　邱凤扬

李留瑜同志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林业专

业，同年５月分配到原林业部调查设计局森林航空摄影测量调查大

队工作。自参加当时苏联援华的１５６项工程之一 （利用航空摄影测

量调查技术对大兴安岭林区做资源调查）的工作以来，直到１９９０年

在林业部调查规划设计院退休，尽管机构多次变迁，名称也随之改

变 （从林业部调查设计局森林航空摄影测量调查大队、森林航空调

查队、到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再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森

林调查规划大队、而后是林业部调查规划设计院），李留瑜同志见证

了中国林业调查规划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经历

的三个发展高潮和两个低谷的全过程。他退休后还继续关心林业事

业和规划院的发展直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逝世，享年８８岁。在他逝

世周年之际，我们以文寄思，缅怀共同奋斗几十年的战友、学长，

一位杰出的森林调查技术专家。

我们缅怀李留瑜同志，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森林航空调查员，林

业遥感专家。１９５４年参加工作时任森林航空调查员，在苏联专家的

培训下，通过一年多时间刻苦的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很多在学校未

曾学过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如航空相片判读学、飞机目视领航学、

航空气象学、航空相片制图、飞机构造、飞机仪表以及有关的理论

知识和林学技术等。开展森林航空调查，首先要对调查地区的森林

状况，进行地面野外调查训练，了解各类森林的生长、分布规律和

蓄积因子，并通过目测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航空调查时，先在室

作者简介：周昌祥，国家林业局规划设计院原院长、教授级高工。刘于鹤，原中国林

科院院长、林业部副部长、教授级高工。邱凤扬，国家林业局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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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航空相片判读，勾画森林小班，判读树种组成、疏密度、龄

组、地位级等调查因子。再乘轻型飞机 “上天”按预设航线飞行，

在空中对室内所划分的结果，作直观的目视测定和目测验证，最后

通过内业计算，得出林区的森林蓄积量。应用航空摄影技术和森林

航空调查方法，他和队友们一起，先后飞遍了大、小兴安岭、长白

山、秦岭、大巴山、神农架和西南主要林区，首次完成了这些原始

林区的森林调查工作，为全国森林资源汇总和林区开发作出了贡献。

由于基本功过硬，１９７３年大兴安岭林区的加格达奇要做扩建规划，

急需相片平面图，他和同志们就利用航空护林的运五型飞机和手动

航空照相机，完成了航空摄影任务并编成相片图，应用部门十分满

意。１９７８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为中法两国科技合作开展联合航空

遥感试验做准备，中国科学院主持了有多部门共同参加的云南省腾

冲地区的航空遥感试验 （“７８０”工程）。他受国家林业总局的委派，

带领林业技术队伍参加了该项试验工作，并担任了 “７８０”工程的副

总指挥。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他参与主持了由４个部 （局）共同开展的应

用卫星图像进行全国土地资源调查与制图的科技攻关项目。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年他参与主持了应用遥感技术进行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国家科

研项目，并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８８年当选为国际林联ＩＵ

ＦＲＯ遥感工作组织的副主席。

我们缅怀李留瑜同志，他是推行森林经营方案与森工总体设计

融合的积极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实行林业和

森工分治体制，由森林经理大队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由设计院编制

总体设计。中国林业是林业与森工双合一体制，对一个林业局实行

两套文件不很协调，但在计划经济的基本建设框架内很难突破，只

能通过实践逐步融合。林业部综合队先后在江西省黄岗山垦殖场、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及青海省果洛林区进行森林综合调查设计来探索

融合进程。特别是１９６６年在吉林省汪清林业局进行森林调查与经营

利用方案的编制试点工作，李留瑜负责技术抓总，由于森林调查与

勘察设计同时进行，加大了协调性缩短工作周期，产生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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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缅怀李留瑜同志，他是引进抽样调查技术的先行者，是森

林调查新方法的探索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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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调查结果因人而异，

数据精度不稳定，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寻找新的突破。由于全

林每木检尺调查工作量太大也很难实行，欧美国家经常采用实测局

部样地推算总体的抽样调查技术。１９６３年北京林学院董乃钧等教师，

根据国外资料做了分层抽样调查方法试验，李留瑜带领５人小组向

他们学习，并于１９６４年在湖南省汝城县大坪林场进行分层抽样试验

取得满意结果，得到领导支持。１９６５年森林综合调查大队根据林业

部规划局的指示，进一步在大兴安岭新林林业局和云南省华坪县开

展分层抽样调查技术试生产，经大面积实测验证成功。李留瑜负责

大兴安岭试生产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为此，林业部决定大范围推

广，１９６６年就完成２００多万公顷森林抽样调查任务，森林抽样调查

方法在全国林业调查规划系统取得共识，逐步形成了分层抽样调查

以及小班调查与抽样控制相结合的森林调查技术方法体系。１９７３年

根据毛主席 “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

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指示。农林部决定，组织各

省、市、区开展全国森林资源 “四五”清查工作，并委托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调查规划大队负责组织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试点工

作，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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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探寻以县 （局）为调查单位的准确快速方法，

采用设置固定样地的多种抽样技术并获得成功。试点工作有１４个

省、区林业调查工作者和１０所林业院校教师参加。李留瑜参与主持

了试点技术方案的制订和组织实施，并编写了试点技术总结，为完

成 “四五”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缅怀李留瑜同志，他是中国森林调查技术体系的倡导者。

由他提出的将森林资源调查分为三类的建议，得到领导机关的认可。

１９７３年农林部在湖北省咸宁市召开了全国林业调查规划工作会议，

第一次确认将林业调查分为三类，即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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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作业设计调查，明确各类调查的目的和相互关系。全国森林

资源清查简称一类调查，是以全国 （或大区域）为对象的森林资源

调查，目的是从宏观上掌握森林资源的现状和变化，为全国性战略

规划服务。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是以国有林业局 （场）、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森林经营单位或县级行政区域为调查对象，

是为满足森林经营方案、总体设计、林业区划与规划设计需要而进

行的森林资源调查。作业设计调查简称三类调查，是为营造林或采

伐小班地段施工作业进行的调查。这三类调查上下贯穿、相互补充，

形成森林调查体系，是合理组织森林经营，实现森林多功能永续利

用、建立和健全各级森林资源管理和森林规划体制的基本技术手段。

我们缅怀李留瑜同志，他是中国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体

系的创建者之一，是技术体系研建团队的带头人。１９７２年李留瑜在

大兴安岭林区的绰纳河工作时，找到了１９５４年设置的标准地，并进

行了重测，通过两次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到１８年间隔期内，森林生

长量与枯损量等可比又可靠的数据。这为他思考设置固定样地，保

持森林调查的连续性提供了极大的启示。经过１９７３年在吉文林业局

对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的研讨和初步探索，及１９７６年在黑龙江省

的初步实践并撰写了 《建立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体系》的论文，

他建议在国家森林资源清查时，采用连续清查的技术，以省 （直辖

市、自治区）为总体，分别设置全部 （或部分）固定样地，每５年

复查一次。这篇论文的论点，得到农林部林业局有关领导的赞同。

１９７７年决定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试点。试点由黑龙

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调查规划大队和江西省林勘院共同主持，李

留瑜同志负责技术方案制定和业务指导，试点成功后，制定了 《全

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于１９７８年由农林部颁发全国执行。

以省为单位的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体系，从１９７７年试点开始建立，至

１９８１年全部建成，即通称的 “五五”清查。至此每５年一个调查周

期，目前正在进行第９次清查，使我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工作进入

世界先进行列。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体系的研建，为建立全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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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清查体系提供技术保障，该技术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们缅怀李留瑜同志，他终身奉献给中国林业调查规划事业，

也是众多不同时期在规划院工作过同志的良师益友和森林调查技术

的领路人。他在调查规划设计院度过漫长的６３年中，历任航空调查

员，业务组长，第一中队 （资源调查）队长，综合业务组工程师，

遥感室主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在不同时期主持承担了大量不同

类型的工程技术项目。在林业调查事业发展第一个高潮后，１９５８年

开始队伍解散、人员下放处于了第一个低潮时期。１９６１年底，在克

服了三年自然
#

害后，林业部成立了调查规划局，负责全国林业调

查规划和资源统计工作，并相继恢复林业调查规划队伍。以后大量

的林业院校毕业生分配到森林综合调查大队工作。他们也参与了李

留瑜同志主持的项目，潜移默化，受到锻炼，学到许多技术，将学

校所学的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为林业调查规划事业培养了许

多技术骨干，也为林业部机关各司局、直属单位输送了大批技术管

理干部，其中仅在林业部时期有２０～３０人成为司局级干部。李留瑜

退休后，仍然积极为林业调查规划事业出谋划策，非常关心规划院

的发展，捐款帮助青年人成长，参与院史的编纂。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

为纪念 “五四”青年节，规划院举办了传统教育专题讲座。他精神

矍铄地给大家做报告，介绍１９５４年前苏联援华森林航空测量项目，

以及当时成立的林业部调查设计局森林航空测量大队的工作情况。

这个队伍栉风沐雨、风餐露宿，靠着肩扛人背把设备运进森林深处，

身处逆境仍为国家建设拼搏奋斗，这种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森林

调查事业的发展，也为我国森林调查这一技术领域步入世界先进行

列奠定了基础。不幸的是这次报告竟是他的告别演说，他虽然驾鹤

西去，但在他身上体现的拼搏精神、奉献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精

神，就是 “综合队精神”一定会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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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橄榄

傅济熙

橄榄曾陪伴我的童年。老了，每当回忆童年，就会忆起那时仅

有的一种零食— “橄榄咸”（家乡对 “咸橄榄”的叫法），同时也就

想起了故乡的橄榄树。

馋是孩童的天性。如今的孩子馋了，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我

是生长在农村，那时的农村还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

商品，也没有商店。我们馋了，就只能把眼睛盯在自栽的果树或山

上的野果上。水果都有很强的季节性，季节过了，就只能 “望梅止

渴”。还好我们村里有橄榄树，到了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去采摘。有

小孩的人家，都做咸橄榄，以便长年保存。记得，我小的时候馋了，

就到楼上的小坛里抓一把，放在口袋里。因为咸，有一小把，就能

对付我半天。

如今说到橄榄，人们往往会把它和现在市场上热销的橄榄油联

系在一起。我的故乡是橄榄产地，但我小的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橄

榄还可以榨油。原来，它们虽然名字相同，其实是两个全然不同的

树种。

那种可以榨油的橄榄称油橄榄，盛产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如西

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果实呈扁圆形，果肉为紫黑色。而我故

乡种的则是青橄榄，也称青果、甘榄或白榄。果实呈梭形，颜色由

绿而淡黄，可以生吃，更多的是加工成果品。

闽清种植橄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

大面积种植，现在已达４万多亩，年产约５０００ｔ。１９９６年，被国务

院经济研究中心授予 “中国橄榄之乡”的称号。

橄榄的品种众多。其中，以檀香榄最富盛名，它不仅肉厚而且

作者简介：原中国核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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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脆，嚼后清香，回味无穷。近年通过品种改良，优良品种更多。

有报道称，一个广东客商到闽清梅埔收购，不是论斤而是按树的产

量计价，因品质优良，一棵树的果实，竟卖到了３万元。

橄榄营养丰富，含人体所需的１８种氨基酸，维生素Ｃ的含量超

过苹果，钙、钾的含量尤其丰富。

橄榄性平，味甘酸微涩，消肿利咽，生津解毒，其根、果、核

均可入药。

橄榄还有它的文化内涵。有人以其口味先涩后甘，喻指人生的

先苦后甜，越是在年轻时艰苦奋斗过，老了就越是回味无穷。古代

还有人将它称为 “谏果”，也是以其口味，喻指 “谏言”逆耳，实

乃苦口良言。著名作家三毛的歌曲 《橄榄树》把它和流浪联系在一

起，随着 “流浪远方”的优美旋律悠扬，那 “梦中的橄榄树”便充

满了浓浓的乡愁。

油橄榄树在我国难得见到。我曾于１９６５年访问阿尔巴尼亚，它

位于地中海东岸，油橄榄是其重要的经济作物。当时两国关系正处

蜜月期，周恩来总理赴访时，曾获赠油橄榄树苗，引进后试种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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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由于我家乡有橄榄树，所以我去后便特别留意这种 “友谊

之树”。到了那里发现，只要出了地拉那市区，在道路两旁便随处可

见。我注意到，这种树虽有树干，但长不多高，就开始分叉，只向

四周生长，而不向上，故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树丛。而我家乡的

橄榄树，则扶摇直上，直插云天，给人以伟岸、挺拔的美感。打个

比方，如果说我家乡的橄榄树是山东大汉，那在那里见到的就是武

大郎了。

橄榄收成后要推向市场。当年经营这种生意的多是福州人。最

著名的，要数有 “橄榄大王”之称的郑则铭，他以开发多种风味的

橄榄制品取胜。每年农历１１月橄榄收成，他便立即组织收购、加

工，赶在春节前运到上海。那时，福州的 “拷扁橄榄”在上海几乎

无人不知。有史料称，他还是一个很有气节的爱国商人。在福州第

二次沦陷期间，他因不肯为日本人服务，运往上海的整船橄榄便遭

洗劫，终致破产。他也因此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儿子，一定要让

儿孙学习科学技术，说没有强盛的国家，便没有个人的事业。

福州种植橄榄的区域不大，只限于闽清、闽侯两县的闽江沿岸

地区，大体为从甘蔗到水口的狭长地带。由于市场的力量，现在橄

榄已经广为人知，并成为许多人家茶几上待客的佳品，但知道它的

故土在 “二闽” （闽清、闽侯）的人，却聊聊无几。为此，我曾在

一次座谈会上，向闽清县领导建议，将水口电站库区命名为 “橄榄

湖”，在过往列车都能看到的显著位置，树立巨幅标牌。这样，随着

旅客的流动，“橄榄湖”的大名便会不胫而走。与此同时，在闽清车

站大力推销橄榄制品，慢慢地达到像京沪列车过山东符离集，车上

的人就想买烧鸡那样，使橄榄与闽清捆绑在一起。对于我的建议，

只是一听而过，没有人重视。１０年过去了，闽江的水奔流不息，而

水库却依然是水库。

我的这个想法，是受 “千岛湖”这一美丽名字的启发而来。没

有去过千岛湖的，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那里本是新安江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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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蓄水库，而非天然的湖区。但若没有冠以湖的名字，即使它的风

景再美，有几个人会去水库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交界的地区，

也有个千岛湖。我在美国游尼亚拉瓜大瀑布时，曾顺便去过。那里

虽说没有千岛，也有百岛，湖水清澈湛蓝，岛上的风光各异，乘着

游艇在湖区荡漾，真是一种享受。我们的千岛湖开发的历史尚短，

难与它媲美，但依然吸引了大批游客，恐怕有许多人是奔着 “千岛

湖”三个字而来的。由此足见，对于一个新开发的景区，一个能吸

引人的名字，有何等重要。我想，如能借鉴千岛湖的经验，也将水

口电站的库区更名，再进行适当开发，使之成为千岛湖那样的旅游

胜地，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不仅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能带

动 “橄榄经济和文化”。

但愿有朝一日，能去故乡的 “橄榄湖”一游。

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两个广东省

林业科技创新项目通过现场查定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广东省林业厅组织专家对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承担的２个林业科

技创新项目进行了现场查定。专家组到桉树中心南方种苗基地、遂溪县乐民镇等地现场查

验并听取项目负责人汇报后，同意两个项目通过查定。

尚秀华博士主持的 “风铃木属主要树种良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创

建了风铃木属主要树种的扦插、组培高效快繁技术体系，完善了国内风铃木高效栽培技术，

申请发明专利２项成果等。这些成果将为我国南方特色景观树种产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张婧主持的 “华南地区速丰人工林林下食用菌开发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筛选出适于

我国华南地区速生人工林林下种植的食用菌品种４个及培养料配方２个，同时研发出人工

林林下食用菌仿野生种植技术，发表论文４篇等成果。该项目研究成果为华南地区林下食

用菌栽培技术的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将促进速生人工林林下经济的发展。

广东省林业厅科技处、推广站，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科研处等负责同志及专家参加

了现场查定活动。 摘自 《中国林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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