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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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日益凸

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走向生

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落下帷幕。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

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在２０１８年１月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国家林业局局长

张建龙指出，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安排部署。

林业现代化既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许多挑战，但也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林业现代化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林业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强

大动力，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林业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更大红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林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效抓手，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林业现代化建设夯实了发展基础，为全球生态安全作

贡献为林业现代化建设搭建了广阔舞台。推进新时代林业现代化建

设，必须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总目标，以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为总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

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

深化林业改革，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

不断增强基础保障能力，全面提升新时代林业现代化建设水平，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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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 “建言献策与学术讨

论”、“科技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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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扎实工作，全面提升新

时代林业现代化建设水平，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奋斗！



完整、精准认知 “两山论”，高质量推进

我国干旱地区两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

马常耕

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地方主持工作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好

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们惯称的 “两山

论”，也即各种文件和文章中完整概括的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一论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只顾一味

追求经济效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行为的提醒和忠告。应当说，

这是我国最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高度又用最形象易懂的语言，

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对建国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只重视经济快速发展，不考虑资源和环

境承载力引发不少严重环境问题的深入总结后提出的唯一正确对策。

因为 “两山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物质与意识、因果关系等所作的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简明表达。即

生态环境是第一性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支

点。因此，不念好山水经就不可能有金山银山让你去消费。但是，

习主席的这一论述，并未被一些政府的人员所理解。在一些地方国

民经济发展中仍只把ＧＤＰ放到优先追求的目标，目光短浅近视，而

忽视了对资源环境造成伤害的后果。把以绿水青山为载体的金山银

山不完整地理解为只要金山银山，不知没有了绿水青山也就谈不到

什么金山银山的存在，缺乏从广域视觉来看待生态建设。为此，习

总书记在２０１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再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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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山水林田湖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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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系统治理，”并把这一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必

须坚持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关于其意义的重要性，习总书记说

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就是关乎中华民族存亡和命

运的根本问题之一，而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可随便应付的口号。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了贯彻这一方略的具体要求，

即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

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一段话也清楚地

指明了如何才能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上不走和少走弯路的办法。总

书记还告诫说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

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以上引述都极清楚地表明在习主席为政以来，

就一脉相承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共同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人类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上的真知灼见。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明确

指出，人类发展必须和自然和谐相处。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

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

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本人对此种观点也表示赞同，如他曾引用比特

雷莫的话说：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

难”。回想我国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等，改革开放

四十年以来，我国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超速发展和成就，同时

也带来了今天要花费大量投入治理的不少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使我

们深思，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 “两山论”完整和精准把握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

我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以及对

《科技日报》近几个月来有关 “科学精神”的讨论，对相关文章的

阅读，特别是那篇 “我错了是更可贵的科学精神”，深感作为一个林

业科学工作者，必须完整精准地去把握习主席 “两山论”精髓的基

本哲学思维，并对我个人过去几十年的工作进行一次照镜子的检查。

也建议国家林业行政主管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率领全国林业工作

者，以 “两山论”的思维为尺子，认真总结林业工作者在实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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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我国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交给我们的两大林业生态建设

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体系和退耕还林 （草）工程体系）中的经验

与教训，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实践与科研成果，以求更完整

地践行 “两山论”，达到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目标。总结成功和失败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看不到自己不足的人，永

远不会超越自我，更不会超越别人。

一、启人深醒而又有教益的教训

由于未能深刻完整践行 “两山论”，在践行我国两大林业生态建

设工程中，我个人认为我们曾经走了不少弯路，办了不少傻事，主

要是不科学地强调快速，重乔轻草，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特别

是本地区的短期经济效益，视野短浅，看不到生态效益的长期性和

广域性。也就是只知金山银山的重要，不知绿水青山的保障功能，

把生态优先不正确地理解为种树 （乔木）优先，而且速生树种优先。

由于树种选择不当，林分结构不合理，造林密度过大，在本来缺水

的地区因种树而过量耗水，打破了干旱地区的自然水分平衡，其结

果不但种树的经济效益预定目的没有达到，而且还进一步破坏了地

区原生植被的正常生长条件，恶化了干旱区水资源供应能力和平衡。

本来国家实施 “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根本目的在于防风固沙。我国

先人造 “沙”字时就知道是因为少水才成沙漠，并有了地理上植被

分布的地带特异性的认识。沙地里只有一些耐旱、根深的草本和灌

木，而且是集聚状分布，即只在沿河湖畔，小地形造成降水集流区

才生长着由本地气候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特有植物种群。这些现状

本来是国家提出这两大林业生态工程时已经讲清楚的事，并在目的、

措施等方面都有明文规范。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中的急功近利，

结果出现了一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当然，林业主管部门监管不力、

无作为，也助长了一些地方的违背自然规律，形成被自然报复的负

功能。如１９７９年国家在实施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时，就明确其

目标是锁住风沙，减轻自然灾害，并提出要 “建设一个结构合理，

３



功能完备，系统稳定的大型防护林体系”，具体措施是 “乔、灌、草

结合，带、片、网结合，多树种、多林种结合”，最后达到 “沙化土

地得到治理，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的效果”。２００２年公布的 “实

施退耕还林措施的若干意见”一文中，考虑到干旱地区水分资源承

载力的问题，并针对一些地方在试点实施中重乔轻草、重经济效益

轻生态效益的现象，特意增加了退耕还草的要求。明确退耕还林

（草）的目标是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再造秀美山川”，最后 “达

到植被恢复，达到治理水土流失、改善西部地区恶劣生态环境”，同

时指明在实施中，要 “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乔则乔、宜灌

则灌、宜草则草”的基本原则。由于一些地方林业部门的人员，未

坚持国家确定的上述原则，盲目地把在多水的气候区形成的造林模

式，主观地搬用到干旱地区，把治理生态环境的主要目的，改成了

培育速生木材资源、工业加工原料等资源，单纯追求眼前经济效益，

广泛种植杨树、油松、刺槐、沙棘、果树和苜蓿等等，而且为求高

产量，采用过密种植和纯林结构。这就是一不考虑自然资源承载力，

二不按照国家制定的植被恢复原则，必然遭到自然惩罚的教训。这

些教训大致归纳如下：

１形成大面积 “小老树”、退化林和枯死林。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地区三北防护林工程基本以种杨树为主，结果从２００５年起，林木

大面积枯梢和枯死，２００６年以后，这种情况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增

加，现已枯死面积２１０１万ｈｍ２，其中杨树占８８９％。河北省张家口

地区坝上各县有杨树防护林 １５２９万亩，近几年来衰败面积达到

１２１５万亩。山西省雁北地区有杨树１１５２万ｈｍ２，其中９３８万ｈｍ２

是低效小老树林，或自然演化成疏林草地。辽宁省西部种植油松

５３３万ｈｍ２，形成小老树，２０年生时树高仅为３～４ｍ，胸径３ｃｍ，

近年来开始枯死，仅朝阳地区就有５３３ｈｍ２、近９９１万株枯死。陕西

省黄土高原地区大种刺槐，阴坡尚可，阳坡则多为 “小老树”。辽宁

省西部和陕北曾是沙棘造林典型，近年也开始衰败和枯死，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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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县的死亡率高达５８５％。陕北吴起县种８万 ｈｍ２沙棘，占退耕

面积的２１１％，２０１０年起大面积衰退、部分死亡。

２地下水位下降致使林木枯死和衰败。通辽市奈曼旗地下水深

原为６～７ｍ，现在降至１８ｍ，致使杨树枯死面积达２１０４ｈｍ２。同属

科尔沁沙地的辽宁省章古台，原无林时地下水位深０８ｍ，１９５３年

开始营造樟子松，到２０１２年水位下降到６１ｍ，樟子松开始大面积

枯梢或死亡。张家口地区坝上原地下水位４３～４７ｍ，２０１２年降至

１０７～１１１ｍ，是杨树大量衰败的原因。陕西省榆林市沙区１９５８年

前，丘间地地表常有积水，开始人工植被恢复后，地表积水消失，

地下水位降至２～３ｍ，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降至５～７ｍ。当地治沙试

验区植被覆盖率增至５０％～９０％时，地下水位降至１０ｍ左右，植被

下土壤含水率降到０７％，致使人工林植被又衰败，使覆盖率返回到

初始状态。

３陕北和山西西部黄土区由于发展乔林和果树，以及种植苜蓿，

因过度消耗土壤深层水分，在２～４ｍ土深处因树龄不同形成土壤干

层。所谓土壤干层指因植被耗散量大大超过自然降水，致使林木过

耗土壤原有储水，使含水率达到植物萎蔫系数以下，从而阻断了土

壤水分的上下正常循环，特别是降水对干层以下深层土壤水的补充。

即使除去地面植被，短期内也很难由自然降水而恢复深层水的现象。

一般是植物根系入土越深，干层土也越深，危害也越严重。这种现

象在陕西省黄土区的果园、刺槐林和苜蓿地下普遍发生，在山西省

西部黄土区乔林地下也时有发生。

４地表径流减少，使各河流年流量减少，影响下游水分平衡。

在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测算显示，由于在黄土地区种植乔林，使年蒸

散量增多。如在降水＞４５０ｍｍ地区，林地年多耗水１９ｍｍ，在＜４５０

ｍｍ降水地区，林地多耗水６３ｍｍ。即降水越少的地区，林地的年耗

散量越高，大大减少了径流量的产生，最终致当地河流成季节性河

流或年流量明显减少。如在陕西临潼水文站测量，渭河年流量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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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６０年代为 ９２２亿 ｍ３，到本世纪初减为 ４６３亿 ｍ３，减少了

５１８％。分析发现，流量减少的原因是，其上游自然降水减少的贡

献率为３７１％，因蒸散量增加的贡献率为１１９％，因人工工程的贡

献率为５１％。分析还看到，黄土高原区林地面积每增加１０％，年径

流量降低１６７ｍｍ。渭河年流量大幅减少与其最大支流泾河流域年

径流量减少密切相关。

二、可喜的科学研究成果，实践的宝贵经验

１低于５００ｍｍ降水和非集流区不可发展乔林。大自然中现存

的一切都是自然选择的幸存者，它们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这就是

要尊重自然的根本原因。所以，要在干旱区建设好 “两大林业生态

工程”，首先要向自然学习，先研究自然。同时总结劳动人民千百年

来积累的开发利用自然的群体性可验证性经验———只种一年生作物，

不种植林果。

在黄土高原区域内，宁夏、陕西两省 （区）有四片天然次生林

区，即六盘山、子午岭、黄龙山和崂山，都是以耐旱落叶阔叶树为

优势种的林区，而且都为土石山。其余黄土区只在河川、沟谷内零

星长一些乔木，如河北杨、小叶杨、旱柳等。黄土塬、梁峁、坡上

都是以草本植物为主，偶有一些灌木。其原因在于四个林区的年降

水量均超过５００ｍｍ，如六盘山区为６４０ｍｍ左右 （周边黄土区只有

４７５ｍｍ），子午岭５００～６３０ｍｍ，黄龙山６００ｍｍ，崂山为５００～６００

ｍｍ。凡是降水量低于６００ｍｍ的林区多缺针叶树，黄龙山则有少量

油松。六盘山降水量超过６００ｍｍ，则自然分布着华山松。而在降水

量低于５００ｍｍ的黄土区，人工刺槐和油松多成为 “小老树”，甚至

连过密的人工灌木沙棘林也大量衰败或枯死。

乔林不仅耗水多，还由于林冠截持降水，特别是每次 ＜２０ｍｍ

的降水。研究看到，在山西西部阴坡的刺槐，年总耗水为６８５ｍｍ，

阳坡为７５０ｍｍ。在同一地区，刺槐林年水分亏缺７２～７５ｍｍ，油松

亏缺６９６～７１１ｍｍ，侧柏亏缺６２７～６５８ｍｍ。在榆林地区观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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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年降水量５３０～６２０ｍｍ的地方，油松生长正常，降水量５１０

ｍｍ时生长已开始受抑制，降水量３４４～４５９ｍｍ时生长明显受抑制，

形成 “小老树”。

２要低密度营造人工乔、灌木林。这可以从下面两个表的数值

里清楚地看到。

表１　辽宁章古台不同初值密度下２０年生樟子松的生长和土壤水分差异

株数 （株／ｈｍ２） 树高 （ｍ） 胸径 （ｃｍ） 蓄积 （ｍ３／ｈｍ２） 林下土壤含水率 （％）

６２５ ７２ １６０ ５６３ ６０

８３３ ５９ １５４ ６８３ ４０

１１１１ ７０ １３４ ６４０ ３３

１６００ ６８ １２７ ８４２ ２５

２５００ ６６ １０９ ９２８ ２２

３３３３ ６４ ８８ ７５２ １５

表２　宁夏盐池县不同密度的２５年生柠条林４至１０月土壤含水率 （％）

密度丛

／ｈｍ２

土层深度

０～２０

（ｃｍ）

土层深度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层深度

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深度

６０～８０

（ｃｍ）

土层深度

８０～１００

（ｃｍ）

平均

３３３０ ８０ ７０ ８４ １２５ １３７ ９９

２４００ １０３ １６０ １６２ １８５ ２０８ １６５

１６６５ １７７ ２２７ ２３９ ２３４ ２０２ ２１５

封育地 １２５ １５５ １６６ １６５ １６８ １５６

　　注：封育地所以土壤含水量较低，与植被生长繁茂有关。

由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及沙地，地貌地形复杂，而且不同植物耗

水能力不同，虽有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灌木人工造林时应采用的

合理密度，但我认为，要坚持因地、因植物种类而灵活做出决策，

不可统一规定。但大原则是，干旱黄土丘陵和沙地人工恢复植被时，

总盖度不能像现行的高密度、均匀配置。水分好的阴坡和切沟内可

以适当密一些，但总植被盖度也不宜超过５０％，特别是对可克隆扩

增的灌木。降水少于３００ｍｍ的陡坡上，植被盖度最多为３０％，否则

也会造成一些地区沙棘、柠条林过早衰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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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苜蓿为根系入土深的高耗水多年生草类，虽然营养品质高，

但也不宜广泛种植。下面以表格形式介绍甘肃省陇中黄土区不同草

龄苜蓿地的生产力和耗水特性。

表３　甘肃陇中黄土区不同种植年限下产草量和土壤水比较

草龄

（年）

年产草量

（ｋｇ／ｈｍ２）

总耗水量

（ｍｍ／年）

土壤储水量

（ｍｍ／ｈｍ２）

过耗水量

（ｍｍ）

土壤干燥

化度

３ ７１９９ ３３７７ ３４１５ ２３０１ 轻度

６ ７２２３ ４４０５ ３４２９ ２２８８ 严重

８ １２１２８ ３５４１ ３４５７ ２２５９ 强烈

１０ ９７４６ ３６３２ ３４４３ ２２７３ 强烈

１２ ６４２４ ２９５４ ２４１５ ３３１２ 极度

１４ ４０００ ３１０１ １９９７ ３７２８ 极度

当地年降水量４００ｍｍ左右，苜蓿需水量因产草量变动在５００～

９００ｍｍ／ｈｍ２之间，随着种植年限延长，土壤开始缺水，８年生以后

土壤储水量开始明显下降，致使土壤中干层形成，苜蓿也开始衰败。

从表中看到，１４年生时土壤储水量比幼龄期减少了三分之一。在陕

北黄土区的研究也看到，３年生时苜蓿的年耗水已达６００～８００ｍｍ，

为当地年降水的１３～１８倍。在内蒙古通辽地区的研究看到，苜蓿

生长季需水量为７５５ｍｍ，非生长季为７０ｍｍ，全年需要８２５ｍｍ。

在陕西渭北旱塬上研究了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２年苜蓿和其它几种耕作

下０～１５ｍ土深土壤储水的变化。该地属半湿润区，年降水５８０ｍｍ。

表４　长武县四种耕作方式下土壤储水量的差异和变化

耕作方式
土壤储水 （ｍｍ）

２００５年

土壤储水 （ｍｍ）

２０１２年
水分亏盈量 （ｍｍ）

休闲地 ４０６４ ４５９９ ＋５３５

高产农田 ４０６５ ３９７２ －９３

未施肥低产田 ４０７１ ４２０７ ＋１３６

苜蓿田 ４１７２ ３１２１ －１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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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苜蓿田０～１５ｍ土深间土壤含水率明显少于未施肥传统耕

作农田。同一立地不同植被的生产力也有明显差异。

在内蒙古库布齐沙地年降水量为１８０ｍｍ、蒸发量为２７００ｍｍ地

区，对三种灌木林和杨树的生产力做了比较，结果如下表：

表５　内蒙古库布齐沙地杨树和几种灌木生产力比较

树种
平均密度

（丛／ｈｍ２）

单丛生物量

（ｋｇ）

地上部总生物量

（ｋｇ／ｈｍ２）

年净生产力

（ｋｇ／ｈｍ２）

沙柳 １４７０ １６７ ２４５８９ ４７４１

柠条 １２９０ ２０３ ２６２２５ ２１０５

小叶锦鸡 １５７５ ９８ １５５１３ ２４９１

小叶杨２８年生 ８２５ ３９６ ４９２３８ １７５８

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到，从生产力角度看，在低降水区种沙生灌

木，年均地上部净生产力要比种杨树高得多，特别是种沙柳的生产

力比小叶杨高出２７倍。所以种杨树不如种沙柳且２～３年收割一次

更有经济效益。

４不同退耕还林方式对陕北黄土高原深层土壤水分的影响有巨

大差异。表６是在吴起县对１９９７年退耕还林后，农田、苹果园、油

松林和侧柏林下近期０～２０ｍ土壤水的比较。
表６　吴起县四种退耕还林植被下土壤水比较

退耕树种 土壤含水率 （％） 根系入土深 （ｍ） 土壤储水量 （ｍｍ）

农田 １１３ － ３２６６０

苹果园 ６６６ １９ １９０５８

油松 ６４８ １６ １８５８４

侧柏 ５９ １９ １６７００

同时还测定了同龄四种退耕方式下０～２ｍ土深的含水率差异，

结果为，农田 （１１５％） ＞苹果园 （６７％） ＞油松林 （６３％） ＞

侧柏林 （６０８％）。

５草本和灌木林的防止土壤冲刷能力比乔林要高。在陕北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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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对不同植被恢复方式下土壤抗侵蚀能力做了比较研究，看到抗

侵蚀能力大小依次为：自然恢复的灌木林 （狼牙刺群落） ＞自然恢

复的草地群落 （猪毛蒿、长芒草、羊草、茭蒿等） ＞人工恢复的灌

木群落 （沙棘、柠条） ＞人工乔林 （杨和刺槐）。观察看到，草本

群落根系密集在土壤表层，有较强的吸附力和黏着力，故防止水土

流失的功能要比灌木林强。７～８年生乔林拦截地表径流能力为

３４％，自然生长的２年生草地已达５４％。种草的坡地比不种草的坡

地地表径流量减少４７％，土壤冲刷量小于７７％。草地还可减少径流

中的泥沙量７０３％，而乔林仅减少３７３％。学者们还以人工模拟方

式研究了裸地、草地和灌木林因降水强度地表径流量 （Ｌ）的比较功

能 （见表７）。

表７　陕北延河流域三种降水强度下三种地被型的径流量 （Ｌ）

降水量 （ｍｍ／小时） 裸地 草地 灌木林

４５ ２３８４ ２１５ ４６５

８７ ６６４６ １５９７ １２９５

１２７ ７５６１ ３６３６ ２８９９

　　 备注：模拟草地为１５ｃｍ×１５ｃｍ行株距，草高４０ｃｍ，灌木林为３０ｃｍ×３０ｃｍ行株

距，高１１０ｃｍ，盖度６５％。

由表７可看到，降水强度小时，草地的滞水力优于灌木，随着

降水强度增大，草地滞流能力下降。同时还看到，降雨强度越大，

草地和灌木林的阻滞径流能力都有所下降。

６果园经营不可人工生草而应清耕和用枯草、枯枝条覆盖。在

陇东庆阳地区，对比研究了果园地面管理的水文和经济效益，结果

如下：他们对果园分别进行了清耕 （除草）、人工种三叶草和鸭茅，

以及人工覆盖枯草和树枝等几种处理。在生长季测０～１２０ｃｍ土层中

土壤水分差异。看到种三叶草比清耕处理多蒸散３０２ｍｍ水分，种

鸭茅则增多了４８６ｍｍ，苹果单果重也下降了７１７％和１３７％。单

株苹果产量也受到种草的不利影响。种三叶草的单株产果为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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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种鸭茅时为２７８ｋｇ，清耕下为３４８ｋｇ，覆草下的单株产量高达

３８２ｋｇ，几乎比种草时增产２８２％ ～３７４％。水分利用效率，种三

叶草降低 ２０６％，种鸭茅降低 ２９％，比覆草分别低 ２７４％和

３５１％。在观测年 （２０１５）降水３８６１ｍｍ的条件下，种三叶草时０

～１２０ｃｍ土层蒸散量为４１５３ｍｍ，种鸭茅为４３５７ｍｍ，清耕处理和

覆草处理下相近，分别为３８６１ｍｍ和３８５７ｍｍ。

在陕北米脂县，研究了枣树矮化经营技术，也取得减少植被耗

水的效果。矮化枣树是修整控制树高１ｍ左右，未矮化的为５ｍ树

高，两者栽种密度均为３４６０株／ｈｍ２。研究看到，矮化经营时根系在

０～５ｍ深土层里，未矮化处理的根系在５～７ｍ土层间，含水量是矮

化林４７～５１ｍ土层中高达６７％，未矮化林下５～８ｍ土层含水仅

４７９％，已形成严重干层。

７不同地貌自然恢复时群落树种组成演替不同。在山西省吉县

对封山育林３５年的树种组成做了历年更替的调查，见表８。

表８　山西吉县不同年份不同生境中群落树种组分的演化

地貌地形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６年

半阳坡 虎榛、黄刺玫 大果榆、杜梨

阳坡 侧柏、刺槐 北京丁香、大果榆

半阴坡 虎榛、黄刺玫 北京丁香、侧柏

阴坡 山杨、虎榛 辽宁栎、子

茆顶 沙棘、黄刺玫 刺槐、杜梨

沟底 旱柳、子 蒿柳、连翘

　　注：观测地区的上游有辽东栎、山杨、黑桦和北京丁香次生天然林 （到１９９６年为封育

１５年）。

另一在陕北黄土高原区的研究看到，退耕自然恢复后７年，不

同坡向和坡位群落物种也有不同，如阴坡有２０种＞半阴坡１７种＞半

阳坡１６种＞阳坡１４种。阴坡植被覆盖度已高达９０％，阳坡为７０％。

２００９年调查时各坡向生物量为９８６ｇ／ｍ２，到２０１６年已增至１４１３

ｇ／ｍ２，凡各坡向的下坡位上生物量增加都明显。物种属性以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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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和豆科为多，半灌木的优势度也有所增多。

８不同植被型的水量平衡分量有明显不同。泾河流域是黄土高

原最大的流域，也是渭河的最大支流。研究看到，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各

种植被型下的年均水量平衡模拟计算值如下表。

表９　泾河上游五种主要植被型的水量平衡 （ｍｍ）

年水分平衡 农田 天然草地 人工草地 灌丛 乔林

降水量 ５２８８ ５５２５ ５６２０ ５４３６ ５７６６

年实际蒸散量 ４５２９ ３９９０ ５０３９ ４６４８ ５００５

土面蒸发量 ２３３７ ３０７１ ２５５８ ２２２３ １７４８

植被蒸腾量 １８７２ ７６９ ２０９７ １７９６ ２２０１

冠层截留量 ３１９ １５０ ３８４ ６２９ １０５６

径流量 ２３２ ２０１ ００ ５６０ ８２９

年储水量 ７５９ １５３５ ５８１ ７８８ ７６１

从表９中可以看到，年实际蒸散量以人工草地最多，为年降水

量的８９７％，植被蒸腾以乔林最高，为年降水的３８％，其次为人工

草地，占年降水的 ３７％。冠层截留也以乔林最多，占年降水量的

１８３％，其次为灌丛，占年降水量的１１６％。由此可以看出，发展

乔林、灌丛和人工草地 （苜蓿）都高耗水分。而自然草地储水量则

为自然降水的２７８％，有利于土壤水分和河流水量的补充。

９工程建设中对外引物种利用的可行性需要较长期的观察。在

两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不少地区都引进了一些非本地原生植物。

其中乔林包括杨树、刺槐、油松、樟子松，灌木有柠条、梭梭、沙

棘、紫穗槐等。我已多次强调，乡土树种是本地自然条件长期选择

的结果。一个地域，一个气候区内，不同立地都有各自生态因子综

合的特异性，并各有特异植被群落，所以才有乡土树种适生性最好

之说。４５～５０年过去了，原先作为治沙典型的章古台沙地造林，现

在开始大面积枯梢衰退；三北不少地区发展的杨树防护林和治沙林，

黄土高原的刺槐和油松也多为 “小老树”，不仅不能起到原定种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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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破坏了当地的土壤水分平衡，并形成土壤干层，致原生植被

也难以正常存活下去。但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现象，不同学者由于个

人原因，得出各自的结论，特别对樟子松和杨树的衰败，有归因于

引种后林木早熟和病虫害等引发的自然衰败，建议一伐了事。这种

论点掩盖了皆是因过耗造林地地下水和土壤含水的真正原因，从而

不能避免再次犯同类错误的可能。我们在应用外地物种特别是耗水

过多和年生物量增长过大的树种时，绝不能只看早期的表现就做出

可广泛推广的结论。在章古台沙地适合种植樟子松治沙的认识下，

陕西和山西北部黄土和沙区都大面积推行樟子松治沙治山，并且还

高密度种植。我个人认为，这些新引种区应尽早把已造樟子松林进

行高强度疏伐，使林下自然生草，恢复自然植被。樟子松不适合大

面积用来治沙的原因之一，可以从迄今各引种地都未见其自己天然

更新现象得知。关于目前出现的樟子松、杨树、油松、沙棘、沙打

旺等大范围枯败，不是自然老熟和病虫危害所致，可以从下两表对

张北坝上杨树衰败和樟子松枯梢枯死皆因与土壤水分不足有关得到

正确回答。

表１０　张家口坝上杨树不同衰亡程度林下的土壤含水率比较

衰败程度 树高 （ｍ） 胸径 （ｃｍ） 郁闭度
枯死＋濒死

（％）

０～２５０ｃｍ

土层含水率 （％）

生长正常 １３８ ２２１ ７６９ ０ ８０

轻度 １１２ １７６ ５６２ ≤１０ ６５

中度 １０７ １６８ ４０７ １０～４０ ５０

重度 ８９ １３７ １９０ ＞４０ ２０

从文献中还看到，章古台沙地未种樟子松时，沙地土壤含水率

３７％，当林分长到２０年生时，土壤水分已降到１１６％。此时樟子

松光合作用已完全停止，地下水位也由造林初期的０６～３ｍ降至现

在的３２～８１ｍ。这可以从表１１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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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章古台沙地不同小地形地下水位的年份变化 （ｍ）

年份 植被 平缓沙地 丘间沙地 沙丘顶部

１９５４ 裸沙 － ０６ －

１９６２ 灌木 １５ １１４ ３０

１９７５ 樟子松 ２６６ １６４ ４４６

１９８５ 樟子松 ３８ ２２２ ６０７

１９９５ 樟子松 ４６ ２６８ ６８

２０１０ 樟子松 ５４ ３２ ８１

从上面两表都清楚看到，乔林特别是均衡密植造林时引发的土

壤水分亏缺，是各地 “小老树”和人工植被衰败、枯死的真正原因。

沙棘主要是原本自然原生沙棘林覆盖度都很低，营造的人工林覆盖

度高达９０％左右所致。

１０对 “金山银山”的理解应全面、完整，特别要算生态服务

功能的效益。国家提出实施两大生态工程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前面

已讲清楚，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植被

的生态服务功能效益就是无形的金钱，是产生具体金钱效益的保障。

习主席所说的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含义其根本就是讲生态效益。从辽宁省的防护林带效

益计算可清楚表明，的确如此。他们计算的全省防护林带总效益为

３３亿元，其中生态服务功能带来的间接效益为３１４亿元，木材的价

值只１６亿元。在生态服务效益中，增加农田湿度的价值占总生态

效益的 ３２９％，固碳释氧效益为 １１２％，保育土壤的效益占

１２９％，减灾增产效益占２７３％，而木材的功能仅占４８％。因此，

我们对 “两山论”一定要扩大视野来计算，绝不能只算经济账。在

这种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把习主席的发展经济和生态保护关系的辩

证论述概括为 “山水经”似乎比 “两山论”更符合习主席的生态思

想。“两山论”很容易让人们从直接金钱收入去理解，而 “山水经”

则直接指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功能效益。现在，习主席提出

的建设美丽中国，更突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曾明确地讲

过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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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就是保护和拯救人类自身”的至理名言，并要求我们 “建设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又讲 “生态环

境保护任重道远”，多么语重心长呀！实现习总书记发出的 “建设美

丽中国”的号召，是每一个林业工作者的光荣责任。

三、十点供参考的个人建议

１从思想上扭转过去表述的乔、灌、草以乔林为主导的思维模

式，应顺应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

行以饲料为首的草、灌、果结合，以贯彻追求退耕治沙治水生态服

务功能优先的政策。

２农业结构布局中，实行米粮占川 （可灌溉地和河岸平原），

果园入沟进梯田，草、灌木上坡下滩的原则。以强度集约经营的旱

涝保收农田确保地区人口口粮要求，以种植饲用价值高的草、灌，

支持牛羊圈养以换肉，并改养猪为主为以养牛羊为主，果木和中药

材经营换钱的三元农业结构，以草换钱。

３果木经营要稀植、矮化，地面覆盖，在保水、增水、节水下

求高经济效益，使农民有经济收入。

４坡地有条件时，可改成带条状水平梯田，或水平带状灌木篱

防护带其间间种优质牧草的篱带交合经营。原非农耕地陡坡、沟坡

则围封自然恢复，或人工团状种植引入母株群，使其结实后人工促

进自然恢复模式。

５极少雨的沙区，推行可耐腐蚀的非生物材料沙障，以防风减

风固沙。在降水量２５０ｍｍ以下的地区，试行灌木生物篱网格 （梭

梭、柠条、沙拐枣等）封育，减风固沙，令网格内自然植被恢复，

即自然形成适应当地生态因子综合的稀团状稳定生态系统。一旦生

物篱灌木死亡后，其枯木仍可较大地发挥防风固沙功能。

６在降水量３００～４００ｍｍ的半干旱区，改造原乔状经营的刺槐

林为一年一割的灌丛状经营，所收获的枝条可以粉碎做饲料。沙区

则更换枯死杨树林为饲料用工业加工原料或中草药的灌木，并适时

刈割地上部分用于生产饲料和工业用原料，如紫穗槐、柠条、沙棘

和沙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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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降水量４００ｍｍ左右的地区，重点实施优质草种为主的或

适当混少量苜蓿的多草种混作饲草经营，在节水基础上探索牧草合

理收割方式，保障黄土高原和沙区农业结构向养殖业转移。

８平川和可灌溉地农用防护林可逐步改造成低耗水、长寿的树

种，并以小网格疏透性结构为主，达到延长防护林寿命，减少胁地，

并能生产部分珍贵阔叶材和形成美丽景观的目的。

９加速各地杨树小老树林的伐除改造，即乔改灌、草，促进地

区土壤含水的逐渐复原和收支平衡，同时提高经济效益。

１０尽快开展各地已有樟子松、油松密林纯林的强度疏伐和近自

然经营改造，形成稀树、灌、草复合群落系统，以减少地下水的进

一步过耗，保持当地生态群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以上１０条源于个人短浅之建议，是否可行，特别欢迎业界同志

们热议和完善，以不辜负新时代赋予我们林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

期望！

关于参考文献说明如下：

本文是作者参考吸收国内大量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后写成，表格

中数据及其单位均引自参考文献。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出篇

名，特致歉意及谢意！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助力第七届装饰纸与饰面板

定制家居产业链发展峰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１日，第七届装饰纸与饰面板定制家居产业链发展峰会在山东临沂成功召

开。该届峰会主题为设计、智造、品质、绿色，共有来自２６个省份约６００家企业的１１００余

名嘉宾参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邓侃出席会议并宣读 《碳中和报告

书》，向会议主办方授牌。本次峰会产生的１４６吨ＣＯ２当量，使用本次会议有关捐款５４５００

元，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冬奥碳汇林地块营造１２亩碳汇林，在未来３０年可将本次会议的碳

排放全部吸收，实现碳中和及 “零碳会议”目标。峰会首次 “零碳会议”的实现是一项创

新，我们期待在峰会的引领和示范下，有更多企业、科研院所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

改善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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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林发展中的植被管理问题

盛炜彤

一、造林基地天然林的经营保护未受重视，人工林植被

占据优势

为解决森林覆盖率低和林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中国人工林的

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得到重视。１９６０年，林业部提出造林要实行

“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的建设方针，并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制定

了全国用材林基地规划，规划基地２４０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农林

部又提出在南方发展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基地，制定了建立大片用

材林基地规划，建设范围扩大到１２个省区的２１２个县。加上已建立

的基地共约５００个县，截止１９８２年，约营造基地林３２０万 ｈｍ２，其

中重点县约２００万 ｈｍ２。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营造６６７万 ｈｍ２ （１亿亩）

速生丰产工业用材林，被列为国家１０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重要

内容，从而使人工林快速增长，从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间的 ２３５８００万

ｈｍ２到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的６１６８８４万ｈｍ２，每５年增长了６３５１４万

ｈｍ２，年均增长１２７０３万 ｈｍ２，１９９４年后增长速度更快。这种发展

速度使中国人工林达到了世界人工林发展面积第一的地位，也提高

了中国人工林的覆盖率。但在人工林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盲目性，未

能处理好环境与发展、人工林与天然植被、针叶林与阔叶树、纯林

与混交林、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的关系，未能制定出相应的植被管

理的法规，人工林片面发展严重，上述五方面关系失调，人工造林

过分集中连片，尤其在中国的东部与中部省 （自治区）人工林发展

的主要区域。

根据 “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东部地区人工林面积是

天然林面积的１４倍，中部地区人工林面积是天然林面积的０７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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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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人工林的营建大部分是在毁坏天然植被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人

工林基地的建立过程中当地的天然植被面积迅速下降。以我国南方

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为主的省区为例，如福建省人工林面积占

全省森林面积的４６％；广东省人工林面积占全省森林面积的５８％；

又如中部地区的湖南省，人工林占全省森林面积的４９％；安徽省人

工林占全省森林面积的５８％。这是从一个省来看人工林占的比重很

大，从一个县来看，有的人工林面积比例更大，如江西分宜县有林

地面积为５６１万ｈｍ２，人工林却占了６８％；贵州黎平县人工林面积

比重为５８９％。一些杉木基地县，人工林中主要是杉木一个树种，

如湖南会同县人工林面积的４３％，而杉木人工林却占了森林面积的

３３％，即杉木人工林占人工林面积的７６７％；湖南绥宁县人工林占

森林面积的４５７％，而杉木面积却占了人工林面积的７８１％；贵州

黎平县，杉木人工林面积占森林面积的 ４７８％，是人工林面积的

８１１％。人工林中针叶树为绝对优势，尤以杉木为主，这在我国南

方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现有人工林区，新中国成立前天然植被遭受过严重破坏，在

低海拔地区，特别是在海拔５００ｍ以下地区，原始性的天然林已经

很少，多半是人工植被或为处在不同演替阶段 （不同退化阶段）的

天然植被，但经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人工林造林，原来剩下的天

然植被又多被人工林所替代，生长较好的天然林，现在多分布于山

体较高的地方或边远地区，在人工林区内只有零星分布，整个常绿

阔叶林为主的天然林区被人工林植被所占据，森林类型、植物与生

物多样性已有很大改变，区域生态环境明显退化。

二、造林树种单一化、针叶化

我国有北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气候和复杂的自然地理

条件，森林植被类型和树木多样性很高。据 《中国树木志》记载，

在已发现的３万种种子植物中木本植物约８０００余种，其中乔木树种

８１



２０００余种，灌木树种６０００余种，而乔木树种中优良用材和特用经

济树种则达１０００余种，还有引种成功的国外优良树种约１００余种。

已有造林记载的乔木树种有１４５种，竹子１０种，经济树种４６种，水

土保持树种１０种。近些年来有了新发展，具有造林技术的树种已经

超过上述数据。但是我国用于较大规模造林的树种则很少，从南向

北主要是桉树、杉木、马尾松、湿地松、柏木、云南松、侧柏、杨

树 （树种组）、落叶松 （树种组）。在这些树种中，尤以针叶树造林

面积为大，而阔叶树造林面积很少，许多珍贵的阔叶树种没有得到

应有的发展，以树种丰富而人工林种植规模大的亚热带省 （自治区）

为例，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７省区的阔叶

树、针叶树人工林的比例 （杨树、桉树未作阔叶树比例计算），分别

为１７％、６８％、１０２％、３７％、２１９％、１４３％和２３９％，这７

省区人工阔叶林的比例大体为１２％。作为亚热带以阔叶树为主的林

区，阔叶树人工林的比重太低了，相反的针叶树比重太大了。我国

大量研究证明，针叶林生态效果以及其维护地力的能力远不如阔叶

林强。

此外，还应特别提出的是，在发展人工林中，外来树种的比例

也很高，以亚热带而言，外来树如桉树、湿地松、火炬松比例很高；

从全国来看，桉树、湿地松、杨树 （大多属黑杨派的外来基因资源）

占我国人工林比重的２８３４％，实际上落叶松人工林中，相当一部分

为日本落叶松，也是外来树种。就南方一些省区而言，外来树种人

工林比重更高，如广东外来树种占人工林比重达到５８８％，广西为

３１８％，海南为５１８％。此外，如福建、湖南、江西等省的外来树

种人工林面积很大，福建达到了２５９７万ｈｍ２，湖南的湿地松、火炬

松达到了５７８万ｈｍ２，江西２种国外松达到了４６７万ｈｍ２，还有长

江中下游与华北平原的大面积杨树人工林，也多属外来树种。我国

外来树种发展也存在盲目性，有不少常常集中连片，有的树种，如

桉树在有些地方还在盲目扩展，已成为当地的优势树种，使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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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被、乡土树种人工林面积大为缩小，严重影响了区域的生态、

环境。外来树种人工林与乡土树种人工林相比，不仅其稳定性不如

乡土树种，对当地森林植被的负面影响更多。外来树种人工林与当

地森林植被没有生态上的紧密联系，与当地生物区系亲和性差，有

些还存在排挤当地树种的现象。尤其是进行短周期栽培的外来树种，

林内、林下与当地植被区系没有交流，成为侵占性、排他性的植被。

但是乡土树种人工林，特别是那些经营比较粗放的乡土树种人工林，

与当地的地带性植被有紧密联系。如南方的杉木、马尾松人工林，

北方的落叶松人工林，在密度适当的情况下，有良好的与当地植物

区系一致的林下植被发育，一些管理上较粗放的人工林，常在自然

状态下与当地自然生长的乔木树种混交，形成针阔混交林。南方杉

木、马尾松人工林常与樟树、栲树混交，北方落叶松人工林常与山

杨、桦木、水曲柳、黄菠萝等混交。

三、在人工林栽培中忽视当地自然植被的保护

杉木是我国南方栽培历史悠久、栽培规模最大的人工林，历史

上形成的一套栽培技术对造林地天然植被有毁灭性的损害。杉木造

林多半选择阔叶林的皆伐迹地、生产力不高的次生林、灌木林或生

长较好的高草地、竹薮地等。在整地前首先要 “劈山”，所谓 “劈

山”就是铲除造林地上的现有植被，等晒到一定程度后进行 “炼

山”，也就是用火来清理造林地，而后再进行全垦或带垦或大穴垦。

这套整地工序足以使造林地上的植被毁灭。造林地上还残存的一些

能萌芽更新的植物，还要经过杉木幼林３年全面垦抚的进一步清除，

当杉木人工林郁闭成林后，原先生长在造林地上的植被几乎被彻底

铲除。毛竹等造林垦复也是如此。另外此种造林还常常在低中海拔

区域集中连片，从山麓 （海拔８００ｍ或５００ｍ以下）到山顶，所以

在一个人工林集中发展的低中海拔区域很难找到天然植被，因为这

一海拔带，是杉木、毛竹、马尾松等人工林的适生区域。因此，我国

以往的人工造林对当地天然植被破坏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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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林区景观结构简单

在人工林的栽培区，常常是一个树种甚至是一个无性系集中连

片，南方用材林基地的杉木、马尾松、桉树、毛竹，北方的落叶松、

杨树均如此。在山区海拔高度不同，可分中山、低山、丘陵等，坡

向有阳坡、阴坡，地形部位有上、中、下部，再加上岩性和土壤的

差别，立地条件异质性很高；即使是平原地区土壤的 ｐＨ值、质地、

土壤构型和地下水位高低，土壤的异质性也很高，本来是适合于多

树种、多品种栽培的，由于造林时未能按立地条件进行设计，因此

做不到适地适树。许多山区连山接谷多是一个树种，过去南方的杉

木和现在发展的桉树均是如此，规模很大，但立地条件与树种、无

性系不相匹配，常常一个树种或一个无性系占定了立地差别很大的

土地，不仅生产力不能发挥，景观的结构也十分简单。有时虽然在

大片的杉木、桉树人工林中，也分布一些其他森林类型。如次生林、

马尾松林、毛竹林和其他经济林，但面积很小，在生态上失去控制。

在北方平原区杨树也是大面积连绵分布，其他树种很少见到，甚至

行道树、村庄里的树，也是以杨树为主。因此我国人工林区树种少，

森林类型少，不能形成与不同立地条件相适应的多景观结构，这也

是造成人工林病虫害容易蔓延并严重危害的重要原因。

五、人工林群落结构单一

我国人工林栽培，除了杨树、泡桐人工林以外，一般人工林为

取得大的生长量，密度均较大，如南方的杉木人工林、桉树人工林，

北方落叶松人工林。由于密度偏大，尤其在中龄林以前，林下植被

发育很差。我们对杉木人工林不同发育阶段的林下植被曾有过专门

的观测研究，大体在１５年以前林下植被发育很差，林下植被覆盖度

只有５％～１０％，１５年以后由于林木的自然稀疏和自然整枝，林内

透光度增长，林下植被发展加快，到２０～２５年时，已有较好发育，

覆盖度可达５０％～８０％，并自然形成乔灌草的群落结构。再往后林

下植被发展良好，群落结构进一步改善，其生物量可达５～１０ｔ／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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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实施间伐，林下植被发展进程要提前并加速。人工林林下植被

发育和群落结构的形成是与林分年龄和林分密度密切相关的。不间

伐且密度大的杉木人工林，甚至到２０年以后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林

下植被发育。

南、北方人工林一旦自然形成群落结构，其植物多样性还是很

高的，从而也会改善人工林生物多样性和结构。但是以往人工林的

培育中常常不重视人工林结构的形成，有的甚至在抚育中砍去那些

天然更新的树木，一般谓之杂木而只重视目的树种的培育。

人工混交林发展滞缓，也是我国人工林结构简单的重要原因。

关于混交林发展，我国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便开始加以提倡，已

经有不少试验研究，但由于混交林涉及培育目标、种间关系、混交

方式、经营制度和复杂的培育技术，相对于人工纯林的培育，技术

难度大，而且要形成一个成功的生产上可选用的混交林模式，需要

较长的试验时间，在短期内尚难大面积推广。我国已经在科研上提

出的不同树种混交林模式不少，如杨树与刺槐、水曲柳与落叶松、

桉树与相思、马尾松与红锥、马尾松与木荷、杉木与火力楠等混交

林，但在生产上应用的并不多。从总的看，我国人工混交林尚处在

试验阶段，在技木上尚不成熟。

杜永胜理事长参加２０１８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交流会

１１月６－７日，在美丽的佛山市南海区召开了以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为主题的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交流会。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国内外科研院所、知

名智库专家以及行业代表等超过６００余人与会。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杜永胜理事长在演讲中以详实的数据具体展示了中国林业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果，在增汇减排方面的巨大贡献。着重介绍碳汇基金会成立以来，以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指导，围绕全国林业中心工作，不断在工作中强化

公众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意识，不断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工作成

果。最后希望相关部门加快研究部署，尽早将林业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市场，以发挥市场

机制支持林区精准扶贫、国家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摘自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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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森林经营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张会儒

当前，我国森林经营工作已经进入快车道，森林经营成为提高

森林质量的根本途经，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基础性的概念

和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注意，如森林经营的一般原理问题，

森林多功能经营和分类经营问题，森林经营、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

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森林经营就会偏离正确方向，背离森林

质量提升的总体目标。本人基于长期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和技术

研究积累，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希望有助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一、森林经营的一般原理

森林经营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联合国粮农组织于１９９７年

给出了一个广义的森林经营的定义：森林经营是一种包括行政、经

济、法律、社会、技术以及科技等手段的行为，涉及天然林和人工

林，它是有计划的各种人为干预措施，目的是保护和维持森林生态

系统各种功能，同时通过发展具有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的物种，

来长期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环境的需要。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森林经营不只是技术问题，还与行政、经济、法律、社会密切

相关，是人类综合行为的体现；二是森林经营的对象不只是人工林，

还包括天然林；三是森林经营是有计划的各种人为干预措施；四是

森林经营的目的是保护和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各种功能。关于狭义的

森林经营的概念，我国早在１９８５年 《森林法》颁布实施时，当时的

林业部编写的 《森林法讲座》中就给森林经营以科学的界定：“围绕

培育与管护这一基本点所采取的一系列科学经营森林的措施，称之

为森林经营。从林学观点来看，森林经营是森林培育以及管护现有

森林所进行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称。”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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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森林经营，都要遵循森林经营的一般

原理。关于森林经营的一般原理，唐守正院士有深刻的论述［３，７］：

（１）森林经营的目的是培育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稳定健

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有一个合理的结构，一个现实林分可能没有达到

这样的结构，就需要辅助一些人为措施，促进森林尽快达到理想状

态，这就是森林经营。

（２）近代森林经营的准则是模拟林分的自然过程。森林生长发

育的基本规律是连续覆盖 （永远保持森林环境）、优胜劣汰、自然更

新。森林经营应该模拟这个过程。但是，模拟不是照搬，要根据林

分现实情况，以地带性顶级群落的发展过程为参照，以比较小的干

扰，或者补充目的树、或者清除干扰木，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目标树

的培育上。

（３）森林经营贯穿于整个森林生命周期。关于森林的全生命周

期的划分，传统做法是划分为５个龄组：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

成熟林和过熟林，这种划分对于同龄林是适用的，但对于异龄林，

由于林分年龄很难确定，就不太适用。因此，就有了按林分演替发

育的阶段进行的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近自然经营的划分，将

森林的全生命周期划分为建群阶段、竞争生长阶段、质量选择阶段、

近自然森林阶段、天然恒续林阶段５个阶段。针对５个阶段采取不

同的经营措施，就构成了森林经营周期。

（４）按照森林经营计划 （规划或方案）实施。森林生命周期的

长期性和森林类型的多样性，决定了森林经营活动的系统性和复杂

性，必须进行统筹规划和预先决策部署，因此，要编制森林经营规

划 （方案），按照可持续经营的原理与要求，对区域、经营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经营活动的对象、地点、时间、原因、完成者等要素做出

统筹优化安排。

以上４点阐明了森林经营的目的、基本方法、经营周期和计划

编制等要点，是开展森林经营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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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多功能经营与分类经营

１、森林多功能经营

根据联合国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森林的功能可以分为供

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四大类［１］。其中供给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

统通过初级和次级生产提供给人类直接利用的各种产品，如木材、

食物、薪材、生物能源、纤维、饮用水、药材、生物化学产品、药

用资源和生物遗传资源等。调节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通过生物化

学循环和其它生物圈过程调节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的能力。除

森林生态系统本身的健康外，还提供许多人类可直接或间接利用的

服务，如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净化水质、减缓自然灾

害、控制病虫害、控制植被分布和传粉等。服务功能是指通过丰富

人们的精神生活、发展认知、大脑思考、生态教育、休闲游憩、消

遣娱乐、美学欣赏、宗教文化等，使人类从森林生态系统中获得精

神财富。支持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生境，保护

其生物多样性和进化过程的功能，这些物种可以维持其它的生态系

统功能。

理论上，每一片森林都是多功能的，但从人类利用的角度，森

林的多个功能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即存在一个或多个主导功能［９］。

但这些功能之间关系非常复杂，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由于森林具有多功能，因此，在经营时要尽量使森林的这些功

能得到全面的发挥，就要开展多功能经营。森林多功能经营就是在

充分发挥森林主导功能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经营，同时

发挥森林的其它功能，使森林的整体效益得到优化，其对象主要是

“多功能森林”。它既不同于现在的分类经营，也不同于以往的多种

经营，而是追求森林整体效益持续最佳的多种功能的管理。森林多

功能经营的原则包括实行长周期经营 （让森林长大），抚育经营与择

伐作业，目标树利用与补植更新 （多次收获利用，连续覆盖），人工

林天然化经营 （近自然）。多功能经营的目标是培育异龄、混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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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多功能森林。

２、分类经营

我国森林法中，为了便于利用和经营管理，将森林按主导功能

分为五大林种：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能源林。

１９９９年，我国开始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即在原来的五大林种的基础

上归类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其中公益林是指以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等

生态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商品林是

指以生产木材及其他林产品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包括用材林、经济

林和能源林。这种分类方式表面看起来是根据森林的主导功能分类

的，而背后实际是根据林业资金的管理方式分类的，所以实际上为

林业分类管理而非分类经营。

由于林业分类管理不能满足森林经营的需要，此政策实施以来，

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基层林业工作者一直在呼吁进行改进。实际上早

在１９９２年，有专家学者就已经提出了三类划分的森林分类经营思

路［４］，但并未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２００８年以来，随着森林经营成

为林业永恒的主题的提出，一些专家提出了坚持三类划分的分类经

营建议［５，６］。２０１６年，这一思路终于被采用，体现在 《全国森林经

营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５０）》中。此规划将森林划分成严格保育的公益

林、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和集约经营的商品林三类［２］。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主要是指国家Ｉ级公益林，是分布于国家重要

生态功能区内，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保障作用，发挥森林的生态保护调节、生态

文化服务或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等主导功能的森林。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又可分为两个子类：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

的兼用林和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其中生态服务为主导

功能的兼用林包括国家Ⅱ、Ⅲ级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分布于生态

区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发挥生态保护调节、生态文化服务

或生态系统支持等主导功能，兼顾林产品生产。林产品生产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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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兼用林包括一般用材林和部分经济林，以及国家和地方规划

发展的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分布于水热条件较好的区域，以保护和

培育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和特色经济林资源，兼顾生态保护调

节、生态文化服务或生态系统支持功能。

集约经营的商品林包括速生丰产用材林、短轮伐期用材林、生

物质能源林和部分优势特色经济林等，分布于自然条件优越、立地

质量好、地势平缓、交通便利的区域，以培育短周期纸浆材、人造

板材以及生物质能源和优势特色经济林果等，保障木 （竹）材、木

本粮油、木本药材、干鲜果品等林产品供给为主要经营目的。

一般国际上三种类型所占面积比例分别为５％ ～１５％、６５％ ～

７５％和２０％，可以看出，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是重心所在。

三种类型森林采取有区别的经营策略。严格保育的公益林应予

以特殊保护，突出自然修复和抚育经营，严格控制生产性经营活

动。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应以修复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屏

障为主要经营目的，严控林地流失，强化森林管护，加强抚育经

营，围绕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开展经营活动。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

的兼用林应以挖掘林地生产潜力，培育高品质、高价值木材，提供

优质林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同时要维护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围绕

森林提质增效开展经营活动。集约经营的商品林，应充分发挥林地

生产潜力，提高林地产出率，同时考虑生态环境约束，开展集约经

营活动。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类经营。基于这个分类经营体系，我们

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一是森林经营的主体对象明确了，

是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按照森林经营规程和经营方案开展经营。

二是按照分类经营要求开展天然林的保护和经营，不需要单独制定

分类体系外的天然林保护政策。三是采伐管理 （经营性和商业性）

也相应地实行分类管理。四是科学地进行功能分区，编制森林经营

规划，科学组织森林经营类型和措施，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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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加快此分类体系的落地，不能只停留在森林经营规划中，要

在森林经营的行政管理和基层实践中加以落实，首要的任务就是结

合森林经营规划编制开展 “三类划分”的区划界定工作。

三、森林经营、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１、经营是积极的保护，是利用的基础

森林经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调整森林结构、促进生长、促进更

新、增加林分的稳定性和缩短林木培育周期等方面，这是已被科学

研究证明的结论。但是在社会上却得到了质疑，认为森林经营就是

采伐，采伐就是破坏，因此提出了 “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的生态恢复策略，但这个策略一不符合科学的森林经营原理，

二不符合我国生态恢复的实际情况。关于不符合森林经营原理，本

文前面已经论述很多了，相信大家已经领会。关于不符合我国生态

恢复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张新时院士有过深刻的论述：东北的阔

叶红松林在不采取人为干预措施的情况下恢复到顶级群落大约需要

１０００年；北京香山的侧柏林、油松林完全自然恢复需要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年；新疆天山４０多年的人工更新的云杉林，还需要２００多年才

能完全恢复；我们要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

我们能不能等待这个自然恢复呢？看来等不及。在这种情况下，既

然人破坏了它，利用了它，您就应该补偿它，赔偿它，投入物质、

能量、资金、劳力、智力等来加速它的恢复，而不是坐等大自然自

己去慢慢恢复［８］。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

林质量，加速森林资源的恢复和增长，这是中心任务，而不是坐等

森林自己去慢慢恢复，把森林经营视为辅助任务。天然林保护、退

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成效显著，但 “绿起来、长起来”并不等

于长成高质量的森林，急需通过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增强森林

的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因此，目前要尽快从高层、专家到基层林

业工作者中纠正这一不合适的提法，以适应我国林业发展以及生态

恢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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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保护是经营的保障，是利用的前提

森林资源保护包括林地保护和地上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对于这

两个方面资源的保护策略是不同的。林地保护主要是保护不被破坏

和不退化，在英文中应是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而对于地上资源的保护除保护

不被破坏和不退化外，更重要的是经营培育，即通过科学的培育措

施，促进资源的增长，缩短培育周期，在英文中应是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即保育。所以，保育是一种积极的保护，禁止一切人为干预的 “保

护”只是一种被动手段，当然这个干预必须是科学的、适度的。要

变被动的保护为主动的经营保育，提高森林质量、培育森林资源，

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保护森林。

３、利用是经营和保护的目的，适度利用符合再生资源的特性

森林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功能，所有森林都有利用价

值，利用包括各种形式的利用，包括物质 （木质和非木质林产品）、

精神、文化等方面。保护和经营森林，是为了人类更好地利用这些

功能。因此，本质上讲森林利用与保护和经营并不矛盾，正是由于

我们没有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匮乏，

使得三者之间失去了平衡，产生了所谓的矛盾。同时，在森林经营

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中间林产品，是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的重要来

源和补充，适度利用符合森林资源是再生资源的本质特征。

四、结语

对本文进行归纳总结，主要论点有如下几点：

１、科学、合理的森林经营措施，能够加速森林的恢复和正向演

替，从而缩短森林的培育周期。

２、完全依靠自然力恢复并不是最优的策略。

３、森林采伐不仅是森林利用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调节森林结

构、促进森林生长和正向演替的重要经营措施。

４、多功能经营是森林经营的重心，其主体对象是多用途兼

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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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分类经营是实现人类发展对森林多目标需求的重要途径。

６、协调经营、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保护林地，保育和利用

资源。

７、建议在森林法中增加有关森林可持续经营章节，从立法上推

进森林经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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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贺庆棠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

然基金委员会等组织联合发布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一种新

的理念在全世界各地大力推行，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保护、可持续管

理和修复生态系统的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这种方法颠覆了

以往片面依赖技术手段实施生态治理的认知，提倡依靠自然力量，

进行恢复和治理生态系统，解决了工业社会用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不

良后果。“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协

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新思想。

下面就此作些简要介绍。

一、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１］［２］

人与自然有极其重要的辨证关系。人类来源于自然，在自然哺

育下成长，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所以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人

是自然的组成成分，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不是

自然的上帝，而是自然的伙伴。人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己的生存条

件，人离不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必须坚持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自

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按自然规律办事，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惩罚。马克思主义

生态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

的无机与有机身体，人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相互制约，是不可分割

的统一体。人和自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正

确对待自然是人类的应有责任。

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简介［１］

１《方案》的由来

作者简介：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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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把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作为

一种新理念在全球推行，开始时仅作单项，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等推行。２０１５年欧盟认识到这一理念在改善人与自然关系、塑造

可持续竞争力中的巨大潜力，将 《方案》纳入更广泛更大规模试点，

作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多重领域。它颠覆了人类在工业社会中以技

术手段而破坏自然并获取自然资源的单向思维方式，指向可持续发

展，靠自然力量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２《方案》的内涵

《方案》是一种受自然启发支撑并利用自然的解决方案，以有效

和适宜性手段应对社会挑战，提高社会的韧性，带来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这个 《方案》将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因地制宜和系统性

干预手段，使自然特征和自然过程融入城市、陆地和海洋景观。至

此，将 《方案》逐步扩展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领域，把从自然中来

的自然能力因素扩充到各地的生态治理之中。《方案》是一种绿色符

合自然规律的方案，是促进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方案，而不是以工业

手段和技术处理与自然发展完全对立、掠夺性破坏性的方案，带来

生态灾难的方案。《方案》也称为自然 《方案》。

《方案》根据对生态系统的不同利用方式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

利用未经干预或最小化干预的生态系统，如自然通风净化空气、以

城市绿地管理雨洪；二是修复生态系统，如土壤治理、恢复土壤生

态系统功能；三是模仿自然规律创造生态系统，如新建绿色屋顶和

绿墙外立面等设施，调节微气候。

３《方案》具有的特点

１）包罗万象：服务于经济、生态和环境多重目标。

２）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为基础任务，制定长期稳定方案。

３）作为创新型和综合性治理手段：可单独实施或与其他生态化

工程技术手段协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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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因地制宜：以跨学科专业和知识为支撑，便于交流复制和

推广。

５）可应用于多维空间尺度：与陆地和海洋景观有机结合。

《方案》主动寻求对自然的前瞻性保护，无疑是指向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应成为今后生态治理的方向。对于某些工业技术方案，

要首先将其生态化，才可考虑与生态自然 《方案》联合使用，克服

其不利生态环境保护的因素。

４案例

１）德国斯图加特市，根据本市气候特点，提出建设通风廊道。

即依靠自然风模式和密集的植被解决热岛效应和污染等问题。他们

将通风廊道与河流、公园、草地和轨道交通相连形成绿色网络，保

持城市通达性。

２）德国柏林市，其城市搞绿道工程，共修２０条绿道形成绿色网

络，改善城市小气候，并把废旧机场、空地转型作为社区移动性

“游动园艺场”，有效利用城市土地。

３）荷兰阿姆斯特丹水城，在水城中用小块地建邮票大小公园，

称 “邮票公园”，同时建绿色屋顶和绿墙，发挥截留雨水、荫蔽的净

化空气功能，改善居民健康。

４）白俄罗斯泥炭资源覆盖全国１５％区域。泥炭提取后，泥炭地

被废弃，排水系统照常运转将泥炭沼抽干，缺水导致泥炭干燥上层

脱水极易着火。在联合国支持，白俄罗斯开始规划和可持续管理，

普遍的做法是让废弃泥炭矿床再湿润，水位上升后变为养鱼和采摘

场所，发展生态旅游，为人们带来了切实效益。环境也变好了，密

集的泥沼也成为ＣＯ２吸收源。

５）中国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

络，建立国家公园为一体的自然地体系，与 《方案》不谋而合。而

且我国各地也先后贯彻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依靠自然力量解决现实问题，以替代原有的技术手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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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不少地方和城市搞海绵城市试点，倡导建设自然沉积、自然渗

透和自然净化的城市水生态系统；珠江三角洲搞绿道网，香港通风

廊道建设等都是回归自然，利用自然生态的成果。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和借鉴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手段，结

合我国实际，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尽早实现美丽中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１］庞贵阳等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生态文明建设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 〔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８－９－１２

［２］张慕
!

，贺庆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Ｎ〕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习近平对三北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中国绿色时报１２月３日报道，三北工程建设４０周年总结表彰大会３０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三北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三北工程建设是同我国改革开放一起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

标志性工程。经过４０年不懈努力，工程建设取得巨大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成为全球生

态治理的成功典范。当前，三北地区生态依然脆弱。继续推进三北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区

域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要坚持久久为功，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

措施，持续不懈推进三北工程建设，不断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持续改善三北地区生

态环境，巩固和发展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

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赵龙、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在主席台就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导张永利、刘东生、谭光明、

张鸿文、杜永胜出席会议。三北地区１３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区重点

市县负责同志，以及受表彰代表参加会议。 摘自 《中国林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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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地土壤污染、退化、流失

的问题及对策 （下）

黎云昆　肖忠武

（该文由３个部分组成，本期接上期第１部分 “我国林地土壤面

临的危机”刊登第２部分 “我国林地土壤保护的对策”和第３部分

“结论”。）

二、我国林地土壤保护的对策

林木及林间种植的其它植物发生病虫害，根本原因在于生态失

衡。因此建立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增加林地的生物多样性，增强

植株的健康活力与抵御病虫害的能力是防治森林病虫害的根本途径。

（一）保持林地的原生态

１保护原生态

对原有的泉、溪、湿洼地、池塘周边，以及山崖、沟边，陡坡，

石缝中的原生植物，包括灌木和草，要予以保护。这些植物对保护

和涵养水土，增加生物多样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多树种需要原生态的环境，有的树种还需要伴生树种和寄主

树种。原生态下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对目的树种的

生长都有可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保留有鸟巢、蜂巢的林木；保留野生动物隐蔽地的林木；保

留不易引起病虫害、火灾的枯立木、倒卧木；保留不影响林木生长

的下木、灌草；保留部分可供野生动物栖息的灌木、草丛；保留部

分长有地衣、苔藓、菌类等低等生物的林木。

原生态的保护还包括尽量保持原有的地形、地貌，避免挖山填谷，

作者简介：黎云昆，国家林业局老干部局教授级高工；２肖忠武，贵州黔南州林业局

老干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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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生的乡土树种，要避免大面积整地，避免采用机械进行大面

积翻耕，避免炼山、全垦。

２保留一定数量的高大林木

保留一定数量的高大林木。千万不能因为原生地的高大林木对

目的树种有遮闭阳光的作用而将其砍掉。多数鸟类和蜂类为了安全

起见，会把巢建在高树上。

３保护鸟类

鸟类是林木虫害的天敌。鸟类的保护对目的树种的培育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啄木鸟，可以有效防止蛀干害虫对林木的危害。

珍贵用材树种一旦遭受蛀干害虫的侵袭，危害极大，轻者木材的等

级会下降，重者会死树。蛀干害虫采取打药的方式是无法消灭的。

能够有效对付蛀干害虫的就是啄木鸟。但一些地方到处张网捕鸟，

啄木鸟也深受其害。

４保护昆虫

昆虫对于防治病虫害是有很大作用的，如瓢虫可以吃掉为害树

木的蚜虫，一些蜂类也会把卵产在害虫体内，从而抑制了虫害的发

生。很多昆虫都有传花授粉的功能。昆虫产物及昆虫体还可以作为

工业原料和生物材料，如：紫胶、白蜡、五倍子、胭脂红等，这些

产物在军工、化工、医药、食品工业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很多

昆虫富含蛋白质，是很好的食物资源与饲料资源。

５保护野花野草

野花野草不仅是林中的一道景观，也是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的重

要的一环。很多野花野草是重要的食物资源与药物资源，也是很好

的观赏植物资源。一些野花野草还是名贵树种的寄主植物，如假蒿

便是檀香的寄主植物。野花野草是构成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

要环节。野花野草对林地土壤的保护与营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实行混交

要避免大面积的纯林。无论种植何等林木，大面积的纯林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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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生态问题。要提倡采用不同树种的混交。混交以块状混交为最

佳。株间混交和行间混交，会因树种的生长速度不一，造成长得快

的压住了长得慢的。一些地方将降香黄檀与柚木进行株间混交，这

在幼龄期是没有问题的，但柚木的生长远远快过降香黄檀，很快降

香黄檀便会被淘汰出局，最终为了保住降香黄檀，只能忍痛将柚木

砍掉。显然，这种混交是不可取的。块状混交也容易形成稳定的森

林生态系统。

混交是防止病虫害发生的重要措施。不同的植物种植在一起，

可以对病虫害产生抑制作用。荷兰一个城市花园的玫瑰受一种线虫

的侵害。他们把金盏花草种种在玫瑰中间，后者能够分泌杀死土壤

中线虫的物质。金盏花对玫瑰而言就是野草，这种野草如果被除掉，

玫瑰就会受到线虫的侵害。

（三）保护林下枯枝落叶层

林间的枯枝落叶层对保护水土，提高土壤的肥力及疏松度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应当禁止在林下收集枯枝落叶。

枯枝落叶层的主要作用如下：

ａ）减轻雨水对表土的溅蚀，减少风对表土的风蚀；

ｂ）阻挡地表径流，使之渗入土壤储存起来，再慢慢释放；

ｃ）保持土壤中的湿润，防止水分蒸发、养肥流失；

ｄ）使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温度，有利于土壤中各种生物的生

息繁衍；

ｅ）枯枝落叶层腐烂以后最终成为土壤中的养分；

ｆ）枯枝落叶层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从而增加了林间

的生物多样性。

（四）正确对待害虫

森林里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没有绝对的害虫、害兽。毛毛虫吃树叶是

害虫，没有了毛毛虫，鸟也就不来了，而没有鸟的林子是没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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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活力的死林子。鸟到林子里来，是找虫子吃的，不是为了给人

们唱歌的。在林子里一条虫都见不到，绝对不是好现象。

林木与害虫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和谐的一面。我们对毛毛虫与

林木的矛盾的一面看得多了，其与林木共生与和谐的一面往往看得

很少或根本没有看到。例如，吃食沙漠中胡杨叶子的某种尺蠖，其

活动强度与环境温度的升高成正比关系，温度越高，虫子的活力就

越大，吃掉的叶子也就越多，这样就减少了林木枝叶的蒸腾，林木

便不会因过分失水而枯死。如果我们发现这种食叶害虫后立刻打药，

这种害虫死了，当持续的高温来临时，树叶的过分蒸腾就会使整株

林木死掉。

森林的经营者眼睛不能只盯着树，还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

上看看林子里有没有鸟，有没有蝴蝶、蜜蜂乃至树叶上有没有毛毛

虫。如果林中找不到一条毛毛虫，这片森林肯定没有形成一个稳定

的森林生态系统，肯定有问题。对于林间的鼠兔为害，也可以做等

量观。

保持物种多样性是解决病虫害的根本途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

形成病虫害的几率越小，生态越稳定。

使林间有虫而不为害，保持林间的生物多样性，应该作为我们

林木经营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慎对人工除草

人工除草的费用是林木经营管护成本中最高的。南方一些省区，

一年需除４～６次草。目前的除草，也叫 “
"

山”，就是把所有生长

的杂草全部除掉。其实，只有当杂草的生长影响了种植的目的树种

的生长时，除草作业才是必须的。距幼树较远的杂草不仅不会对幼

树的生长造成影响，而且还会有利于幼树的生长，没有必要除掉。

幼树的生长是需要其他树种和灌草遮蔽的，让这些幼树暴露在裸露

的土地和岩石上，难以躲避炎炎烈日，不利于其正常生长。

林下的灌草不仅不需要除掉，而且对提高森林生物多样性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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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作用。灌木丛和草丛还是一些鸟类和昆虫等动物的栖息地

或隐蔽地。

（六）控制浇水、施肥

林木在正常的情况下，不需浇水、不需施肥。林木的根系有趋

水、趋肥的自然属性，地表有水、有肥，根系就会浮在地表；地表

没水、没肥，根系自然就会向下找水、找肥。只有林木的根系深深

地扎到地下，林木的生长才会旺盛。因此，一般情况下，不能给林

木浇水施肥，要 “逼迫”林木自己下去找。

如果林木可以很容易地在表层土壤中得到人工浇的水和施的肥，

林木的根系便不会向下发展，从而失去深入到地层深处找水、找肥

的能力。这样人工 “喂养”的林木，抗病虫害、抗火灾、抗恶劣天

气的能力都会很差，寿命也要比自然生长的林木短。一旦由于各种

原因，人们不再浇水、不再施肥，林木便失去生存的能力。此外，

林木的根系都聚集在土壤的浅层，遇有大风，极易被刮倒。

林木栽植三年以后依然依靠浇水和施肥才能存活，说明这种树

种不适合在当地生长，应当予以更换。

（七）利用自然力防止病虫害

森林发生病虫害与火灾，多半由于这样的森林处于生态不平衡、

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候，自然界就要通过特殊的手段———病虫害与

火灾———改变这种状态，最终使森林生态系统达到平衡。所以，有

时我们面对病虫害完全可以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让自然力去做

调整。

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和林业局上世纪做了一个有益的试验。该

州国家森林公园的原生树种是山毛榉、冷杉等，后来人们为达到经

济最大利润而伐掉了这里的原始林，种上了云杉纯林。云杉纯林长

起来后，发生小蠹虫为害，但保护区并没有大举采用人工防治措施，

而是任其发展。此后，在枯死的云杉林中长出了大量的山毛榉与冷

杉树，原来一些山毛榉、冷杉也迅速占据了上层，并大量自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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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了新的森林群落。这个森林群落是自然的群落，所以是稳

定的群落，而且山毛榉作为珍贵用材树种，其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云

杉。山毛榉与冷杉的混交林抗森林火灾的能力也远比云杉纯林为好。

我国连云港沿海防护林的主栽树种日本黑松，十几年前曾遭受

松材线虫为害，一部分黑松死掉以后，当地的乡土树种———橡树在

原地自然生长起来。形成了松橡混交林，而橡树不仅是生态稳定性

好的树种，更是价值高的珍贵树种。

（八）提倡使用畜力

大型工程机械在林区使用，对环境的影响较大。这些机械在林

区移动需要修路，林区修路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工程，应当慎重。

工程机械施工时不可避免地要碾压林地土壤，易形成水土流失，而

且也破坏了土壤的自然结构。施工中机械排除的废气、噪声对林中

的小动物、鸟类和昆虫的生境有相当大的影响。工程机械在林区施

工还可能出现漏油、故障修理等，这对于林地土壤的污染也不容忽

视。要尽量少用大型工程机械，提倡节约不可持续的化石能源，提

倡使用畜力。如德国对于使用畜力集材，补助实际费用的５０％。

（九）提倡直播造林

珍贵用材树种多是主根发达的树种。由于苗木的主根较长，在

起苗时往往需要断掉主根。因此，重新植苗后，主根受到破坏的根

系可能会永远失去向土壤深处及岩缝中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这

一能力的缺失，会严重影响植株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的能力，

也会影响林木的寿命。

容器苗则由于苗木的主根发育很快，最终只能盘绕在容器的底

部。当容器苗定植以后盘绕的主根向下发育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最自然的方法有时也是最好的方法。直接播种造林是最自然的

林木繁育方法，最有利于林木的主根生长。采用这种方式造林可以

大大提高珍贵用材树种的成活率、保存率，以及珍贵用材树种的抗

性和寿命，还可以大大节约造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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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杜绝化学合成物质的使用

林木的生长根本不需要化学合成物质。以降香黄檀为例，降香

黄檀本是生长在山崖石缝中的野生植物，其最佳生长地为海南西部

山区，那里一年有大半时间几乎无雨，土壤贫瘠，日照强烈。就是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才能生长出上品的香枝木 （俗称黄花梨）。现

在，一些降香黄檀种植企业嫌降香黄檀长得慢，于是，将农药、化

肥、除草剂及各种生长素施加在降香黄檀上。在这些化学物质的作

用下，有的降香黄檀生长速度竟达到年均径生长２ｃｍ，生长速度是

提上来了，但这样的降香黄檀是根本长不出香枝木来的。香枝木是

有国家标准的，香枝木是指降香黄檀的心材，其含水率１２％时气干

密度大于０８０ｇ／ｃｍ３，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１２０μｍ。达不到这个标

准，即使种出来，也不是香枝木！因此，对降香黄檀施加各种化学

物质根本是不必要的，不仅达不到企业预期的目的，而且还污染了

林地，浪费了资源。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植物对农药、化肥、除草剂是有依赖性的，

如果你施加了这些化学物质，你必须一直施下去，否则，植物的生

长就会停滞。

（十一）建立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现在的植树，不仅仅是简单地把符合条件的树种上就行了，而

是要建立一个近自然的森林生态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所有的

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稳定的。因此，我们关

注的不仅仅是林木，要考虑到与林木相关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还要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

林地土壤，我们才能够培育出高质量的林木。

三、结论

世界环保运动的开拓者之一，美国的蕾切尔·卡森在其不朽的

著作 《寂静的春天》中描绘了这样一副悲惨的画面：“这是一个安静

的春天。这里曾经飘荡着乌鸦、鸫鸟、鸽子、橙鸟、鹪鹩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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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鸟儿的鸣唱，……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消失了，田野、树

林、和沼泽被死一般的静默笼罩着。”

如果我们不能善待土壤，这一可怕的寂静就会悄然而至。

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世界土壤宪章》 （２０１５年修订

版），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我们的１２２亿公顷耕地已经不

同程度地被污染了，如果我们的３０４亿公顷林地也这么搞下去，中

华民族还会有希望吗？

农业上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粮食就会大幅减产，就会

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林业不是这样！林业完全没有必要跟在农

业的后面去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现代化。林业完全可以走得慢点！林

木应当按照自然的方式生长，不需要给它们施加农药、化肥、除草

剂！最重要的是，林木按照自然的方式生长才可以达到最佳的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林地土壤是各种生命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大千

世界。只要林地土壤还在、还干净，我们就可以从林地土壤中获取

足够的食物、衣料、木材及各种生活必需品。

林地土壤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林地土壤可能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终法宝。

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将我们的林地保护好。林地土壤不能污染、

不能退化、不能流失，我们一定要将其干干净净、完完整整地交给

我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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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总是不好压抑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情绪不佳，对身体一点益处也没有，而稳定的愉快的积极的情绪则有利于

身体的机能活动正常，心情总是不好压抑怎么办？首先要找出情绪不佳的原因，想办法对

付它，如果找不出原因，一直处于情绪的低潮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很多事情。除了找原

因，还可以试着常常做做深呼吸，放松心理紧张，不要想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多想一些开

心的事，找个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发泄一下情绪。碰到开心的事就开心，碰到郁

闷的事就伤心，这种情绪大起大落会引起身体生理紊乱，导致了身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障

碍。保持良好的情绪还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情，保持

愉快，生活虽然不易，但没有什么大不了，在时间的面前那都不是事。 摘自 《３９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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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我国木材及制品对外贸易综述

陈水合

２０１７年由于国际经济延续弱势格局，复苏乏力，以保护主义为

代表的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不稳定和不确

定性因素增多，国际林产品市场萎缩，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产品以低

成本优势低价乘机抢占市场，加上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壁垒，使我

国木材及制品在对外贸易中的密度板、胶合板尤其是实木复合地板、

木质家具等出口面临较大困难。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２０１７年是

我国ＧＤＰ迈上８０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房地产业的商品房大面积销售

和大量棚户区改造计划提前完成、我国大量人口脱贫及大量新增人

口就业等，使得整个市场对木材及制品需求量增加，加上我国停止

天然林商业采伐等措施，为木材及相关木材加工产品的进口提供了

广阔商机。

以下，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司统计的数据，对２０１７年我国木

材及制品的对外贸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一、进口方面

尽管我国已经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由于商品房销售的大

面积增长，全国提前完成六百万套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计划等，促进

了木材加工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并推动了木材及有关制品消费量

的增加，这为我国木材及有关制品进口市场大幅度增长提供了动力。

２０１７年无论是木材、刨花板木质家具等进口量均大幅度增长，尤其

是原木、锯材和刨花板进口数量增长非常明显。

（一）木材进口总体进一步扩大

１、原木进口增长显著

我国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产品对原木消费量的增长促

作者简介：广东省木材公司高级统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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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我国原木进口出现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数据，２０１７年我国

原木进口量累计完成５５３９８３万 ｍ３，比上年增长１３７％，比上年

进口量增加６６７３６万 ｍ３。在原木进口中，针叶材３８１２７２万 ｍ３，

占原木进口量的６８８２％，各类阔叶原木进口１７２７１２万 ｍ３，占

原木进口量的３１１８％。由于我国原木进口量的大幅上升带动我国

传统木材进口国的木材出口量的增长，如新西兰完成出口１４３６４

万 ｍ３，同比增长１９４％，比上年增加２３３３５万 ｍ３，占我国原木

进口量的２５９３％；俄罗斯完成出口１１２６５４万 ｍ３，比上年增长

０９８％，增加１０９２万ｍ３，占我国原木进口量的２０３４％；美国完

成出口６０９５６万 ｍ３，同比增长１５０５％，增加８０万 ｍ３，占我国

原木进口的 １１％；加拿大完成出口 ３３４１万 ｍ３，同比增长

１７５４％，增加５０万 ｍ３，占我国原木进口量的６０３％。

表１　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１２月原木各树种进口数量和金额

原木树种名称
进口数量

（ｍ３）

进口金额

（美元）

白松 （云杉和冷杉）原木 ７７５６ １０００９３２

辐射松原木 ５６７９３ ７０１２７８２

花旗松原木 ８９５６ １２０９５１４

未列名针叶木原木 ７３１３２ ９３１８１５２

红松和樟子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３６８４６６４ ４１６９１０１２８

辐射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１６１５６６１２ ２１０４１７２７３６

落叶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１９９２３０１ ２３０５３５３７１

花旗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１７７０１６２ ３０６００８６２０

其他松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２９１６３９０ ３９５１５４４２６

红松和樟子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４７２３２ ４３２０９９０

辐射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１１０２２０５ １２１９４６１２６

落叶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３９３４００ ３９６５３２３２

花旗松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７３８３９ １１２５４８９９

其他松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４２１３１ ５０９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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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木树种名称
进口数量

（ｍ３）

进口金额

（美元）

冷杉和云杉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４４７１４５１ ６４１８２５９０１

冷杉和云杉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７０４２９０ ８００１２００２

其他针叶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４２０２５１４ ６７８２７４４３８

其他针叶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４２３３１７ ５７５１９４９０

深红色红柳桉木、栲红柳桉木原木 １６０７２ ３２６４３８７

柚木原木 ２０９６６ １１７３１８１５

奥克曼木Ｏｋｏｕｍｅ（奥克榄）原木 ９９４５４０ ２５９７３２７５８

龙脑香木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ｓｐｐ（克隆木）原木 ３１２６ ９７７０７４

山樟木Ｋａｐｕｒ（香木Ｄｒｙ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ｓｐｐ）原木 １４０６９ ３７０９５１６

印加木Ｉｎｔｓｉａｓｐｐ（波罗格Ｍｅｎｇａｒｉｓ）原木 ２４５３７４ １０８６０４６０７

大干巴豆木 Ｋｏｏｍｐａｓｓｉａｓｐｐ（门格里斯或康派

斯）原木
１２０７２ ３３１６２５０

异翅香木原木 ４１９９８ ８４６９５２６

热带红木原木 ８２２３４２ ６４３６５１６５２

其他热带木原木 ５４１８６７０ １５１７８２９９０１

栎木 （橡木）原木 １２０３８１１ ３９８７１１６７９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７８６７０８ １３５４５７５１６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７０８３ １３７９３２７

桦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１８７６１５２ ２３９８０５０７０

桦木原木，截面尺寸＜１５ｃｍ ４０４５８ ４６１９４７８

杨木原木 ５７７４１２ ６１０４１０７３

桉木原木 ８８４８４９ １０９７２７３２６

红木原木 １５８７１９ ２６０８８９７５３

泡桐木原木 ２ ５０７

水曲柳原木 １２０５８２ ３９８６４３９４

北美樱桃木、黑胡桃木、槭木 （枫木） ８６１５１１ ３９０１５４０２４

其他温带阔叶木原木 ２００４９７ ４３４７１７３８

未列名阔叶木原木 ２７０５０９９ ５１６３５３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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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锯材进口增幅上升更大

据统计，２０１７年我国累计锯材进口完成３７３９３５万ｍ３，比上年

增长１８６６％，增加数量达到５８８１４万 ｍ３。在全部锯材进口中，针

叶锯材进口２５０４６８万 ｍ３，占锯材进口量的６６９８％，各类阔叶锯

材进口１２３４６６万 ｍ３，占锯材进口量的３３０２％。锯材进口量的大

幅度增长使我国传统锯材进口大国的出口量大多数都明显提升，如

俄罗斯完成 １５５８０３万 ｍ３，比上年增长 ２１９９％，增加数量达到

２８０８６万ｍ３，占我国锯材进口量的４１６７％；加拿大完成５１０２万

ｍ３，比上年下降３７２％，减少数量１９７万 ｍ３，占我国锯材进口量

的１３６４％；美国完成３２０３５万ｍ３，比上年增长９７３％，增加数量

达到２８４万 ｍ３，占我国锯材进口量的８５７％；泰国完成４８１９９万

ｍ３，比上年增长１９８６％，增加数量达到７９８５万 ｍ３，占我国锯材

进口量的１２８９％；新西兰完成４２６６万 ｍ３，比上年增长１８２９％，

增加数量６６万 ｍ３，占我国锯材进口量的１１４％；印尼完成４１４４

万ｍ３，比上年增长５２９２％，增加数量达到１４３４万 ｍ３，占我国锯

材进口量的１１１％。

表２　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１２月锯材树种进口数量和金额

树种名称
进口数量

（ｍ３）

进口金额

（美元）

红松和樟子松木材 ９５９３７７０ １７９４５３０６５６

辐射松木材 １２０９１１０ ２９６８３７１８５

花旗松木材 ２４０８０８ ４５４６９１９７

其他松木木材 ２８２２５１３ ５０１８４３３１３

冷杉及云杉木材 ９５５０４４７ １９０９７６１６３３

其他针叶木木材 １６３０１７０ ３２８５０７９５６

美洲桃花心木木材 １８４３５ ９８２８６７０

苏里南肉豆蔻木 １８５２１ １２０６３４３４

深红色红柳桉木 １３１５８ ５５０６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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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树种名称
进口数量

（ｍ３）

进口金额

（美元）

白黄柳安木等木材 １６０５２ ５４６１５１０

沙比利木材 ８０１２８ ５１１５９６７２

柚木木材 ２６５４９ １８８４９９９０

非洲桃花心木 ９４６６ ５３４９８８９

波罗格木 １４３６２５ １２２９１６６４１

热带红木木材 １０６０８５ １４４２４１１５５

未列名热带木木材 ６５５０４３８ ２１８５００６０６４

栎木 （橡木）木材 １６２６７４９ ９９２５９３７４３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木材 ７０１４６３ ２７４０２５３３５

槭木 （枫木）木材 ８６８９８ ４６８８７７１７

樱桃木木材 １９４３４３ １３６７０３３８０

白蜡木木材 ４８６９７５ ２７２５８３２２０

桦木木材 ６２８５９６ １２８２０７７８４

杨木木材 ６６９５９ １３１７３２５８

红木木材 ４２１２６ ６５３５１３５５

泡桐木木材 ３ １４０

北美硬阔叶材 ５８７８６８ ３５４７１６８８８

其他温带阔叶木材 ４５４３８７ １３８１７６１３６

其他阔叶木木材 ４８７８０３ ２０５７３１３０２

（二）密度板进口数量下降

前几年我国强化木地板出口美国时，由于部分没有达到美国甲

醛释放量的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引发所谓中国出口美国的 “有毒

地板”事件后，我国强化木地板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加上在供给

侧改革中，我国密度板生产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产品的质

量可以满足出口产品生产的要求，所以密度板进口量连续下降。

２０１７年，我国密度板进口累计完成 ２５１万 ｍ３，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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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６％。主要进口国家包括：从德国进口５６８万 ｍ３，占我国进口

量的 ２２６４％；从新西兰进口 ５７万 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

２２７１％；从澳大利亚进口２５５万 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１０１６％；

从瑞士进口２０１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８０１％等。我国的密度板生

产企业要抓住这次供给侧改革的有利形势，通过产业的升级，不断

生产供应优质的中、高密度纤维板，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木质家具和

强化地板生产的需要。

（三）优质刨花板进口数量增幅仍在加大

美国一直是我国木质家具的最主要出口国，我国许多家具企业

为了使出口美国的板式家具符合美国甲醛释放量的强制性标准仍需

进口质量较高的刨花板，加上２０１６年以来，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

大幅度增长促进了国内木质家具和厨柜市场对优质刨花板需求量的增

加。尽管国产优质刨花板的产量不断提高，但是仍无法满足板式家具

和厨柜生产的需求，所以我国仍需进口大量刨花板。２０１７年，我国刨

花板进口累计完成１０４５７万ｍ３，比上年增长２１１４％，增加数量达到

１８２５万ｍ３。主要进口国家有：马来西亚２１５８万ｍ３，占我国进口量

的２０６４％；泰国２７４８万 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２８２８％；罗马尼亚

１８８２万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１８％；德国５８万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

５５４％；巴西５０８万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４８６％等。

（四）胶合板进口量由升转降

由于实木复合地板出口量大幅度下降，我国对优质胶合板的需

求量也下降。我国是胶合板生产大国，通过供给侧改革，许多企业

提高了产品质量，国产优质胶合板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使得进口

量下降。２０１７年我国胶合板进口量完成 １８５５万 ｍ３，比上年下降

５４６％。胶合板主要进口国家是马来西亚５３６万ｍ３，占我国进口量

的２８８８％；俄罗斯４６１万 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２４８４％；印度尼

西来３４９万ｍ３，占我国进口量的１８８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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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具进口幅度依然可观

随着我国脱贫人口及就业人口的明显新增，商品房销售面积大

幅度增长，市场对木质家具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我国虽然是木质家

具的生产大国，但是西欧国家一些优质家具在我国市场仍有很大的

吸引力，加上欧元贬值，关税下调等因素的共同拉动，木质家具进

口仍继续大幅度增长。２０１７年累计，进口数量９００５６万件，比上年

增长６２４％，进口金额８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４９５％。

二、林产品出口

２０１７年，我国木材制品出口面临较大的种种下行压力，如国际

市场萎缩，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贸易持续低迷，劳动力等要素成

本不断上升，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使我国木质家具、密度板、强化

木地板和胶合板尤其是实木复合地板等出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木质家具出口虽有两位数的数量增长，但是出口金额却出现负增长，

普遍存在效益差的现象。

（一）胶合板和实木复合地板出口较低迷

近几年以来，国际胶合板市场一直萎缩，传统胶合板出口六大

国家，除了日本增长６７６％外，其他国家的出口量都在下降，如：

阿联酋下降０３５％、韩国下降２２％、英国下降１３３２％。尤其是美

国提高了进口门槛，一些不符合美国甲醛释放量的强制性标准的产

品受到限制，加上美国对实木复合地板的反倾销税率达到１３７４％，

比过去提高了 ９０３个百分点，对我国的实木复合地板出口影响很

大。２０１７年我国对美国的胶合板出口量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

降２０５２％，减少数量达到４１４２万ｍ３。传统出口省市绝大部分出口

量下降，尤其是像广东、上海这些实木复合地板出口大省市受到的

冲击更大。但是，在传统胶合板出口大国出口低迷的总体被动形势

下，不少企业通过全方位努力拓展新的出口市场，仍取得较好的业

绩，如出口到菲律宾完成８９２７万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８２４％；出

口到越南完成３９８２万ｍ３，占我国出口量３６７％；出口到以色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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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３０９２万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２８５％；出口到泰国完成３０４９万

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２８１％；出口到比利时完成２３３２万 ｍ３，占我

国出口量的２１５％；出口到埃及完成１４５７万 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

１３４％等。综合下来，我国２０１７年胶合板和实木复合地板的出口量

共完成１０８３５４万ｍ３，同比下降３０２％。

按出口数量排列顺序：山东完成 ５２３７５万 ｍ３，比上年下降

４８６％，占我国出口量的４８３４％；江苏完成３４３５２万 ｍ３，比上年

增长２０８％，占我国出口量的３１７％；广东完成４２９３万ｍ３，比上

年下降１７５１％；广西完成３９０３万 ｍ３，比上年下降２６５％；浙江

完成３８６７万 ｍ３，比上年下降６３％；上海完成６１万 ｍ３，比上年

下降１６６％。

（二）密度板和强化木地板出口出现轻微增长

自从美国 “有毒地板”事件后，我国的密度板和强化木地板在

整个国际市场上受到严重冲击，可谓城池失火，殃及池鱼。２０１７年

我国对传统出口大国的出口量绝大多数下降，只有对俄罗斯出口完

成１５９２万 ｍ３，比上年增加３５％；对沙特出口完成３２１４万 ｍ３，

比上年增长５６５％；而出口下降的国家有包括：对加拿大出口完成

１７８２万ｍ３，比上年下降１２５４％；对韩国出口完成４８１万ｍ３，比上

年下降２４１３％；对伊朗出口完成８１１万ｍ３，比上年下降５７２１％，

减少数量达到１０５万ｍ３；对美国出口完成４７４４万ｍ３，在去年下降

的基础上又下降６２％。出口量下降的主要是强化木地板。在密度板

出口总体低迷的局面中，业界出口依然不乏亮点，一些新兴市场显

示出较好的业绩，如出口到尼日利亚１８１６万 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

６０８％；出口到越南１５７３万 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５２７％；阿联酋

１４９６万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５０１％等。通过广大企业的努力，尽

管密度板和强化木地板的国际市场一直萎缩，２０１７年我国密度板和

强化木地板出口完成２９８５３万ｍ３，比上年增长仍有０４４％。

２０１７年，我国主要出口省区中的出口数量和上年相比有增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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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我国强化木地板出口最主要集中地，因受美国 “有毒地板”

事件的影响，完成１７１９３万ｍ３，同比下降３６２％，但仍占全国出口

量的５７５９％；山东完成６２１８万ｍ３，同比增长１０８１％；广东完成

１２６７万 ｍ３，增长３９６％；广西完成１１７９万 ｍ３，增长３５３８％；

浙江完成１２４３万 ｍ３，同比下降０９９％；上海完成２７２万 ｍ３，比

上年同期下降３７６４％；河北完成１９７万ｍ３，比上年下降２８９１％。

（三）刨花板出口实现上升

随着我国刨花板生产线不断增加，优质刨花板产量也不断增加，

因此促进了部分刨花板出口。２０１７年我国刨花板出口量完成２９８万

ｍ３，比上年增长６０７％。主要出口国家分别是：出口到蒙古６０５万

ｍ３，占我国出口量的２０３％；出口到印度１５２万 ｍ３，占我国出口

量的５１％。

（四）家具出口效益差

国际家具市场这几年持续萎缩，而越南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家

具以低成本优势乘机低价抢占市场。据相关部门统计，这些东南亚

国家一年仅出口到美国家具金额就达３０亿美元左右。２０１７年我国出

口到美国家具金额才４５２亿美元，他们出口到美国的家具已占我国

出口到美国６～７成，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到我国木质家具的出口效

益，特别是对我国优质家具的出口冲击更大。如在我国传统家具的

六大出口国家中，虽然出口数量都大幅度增长，但是，除了对日本

木质家具出口数量增长２８６５％，出口金额仅有０３９％的增长外，其

他国家的出口金额都是大幅度下降：如对美国出口数量增长２７６％，

但是出口金额是下降了５８％；对英国出口数量增长４８７３％，但是

出口金额是下降了２４％；对法国出口数量增长１６６％，但是出口金

额是下降了０９６％；对德国出口数量增长１２９％，但是出口金额下

降了０７４％；对澳大利亚出口数量增长１０７３８％，但是出口金额下

降了０６７％。

我国木质家具２０１７年的出口数量共完成２５６亿件，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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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７％；木质家具出口金额完成 １３７３３亿美元，比上年下

降０７２％。

综上所述，希望国家能出台扶持木材加工业出口的优惠政策，

而我国的木材加工行业本身在这次供给侧改革中，如何转型升级，

面对林产品市场与贸易出现的新局面和新挑战，制定出企业的发展

策略，根据新的市场需要对产品不断创新，在寻找出口发展机遇的

同时，培育和抢占国内市场。同时如何利用 “一带一路”和 “中国

制造”等国家战略政策，开拓和扩大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

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长 中国提前兑现承诺

１１月１６日，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发布２０１８年度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年度报告”，结果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全球大气 ＣＯ２浓度呈上升趋势。但中国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增速基本为零，２０１７年单位 ＧＤＰ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了

４６％，已提前实现到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排放强度下降４０％～４５％的承诺。

国家遥感中心主任王琦安认为，自签订京都议定书以来，减缓全球大气

ＣＯ２浓度增长、抑制全球变暖目标并没有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

变化仍需全球共同努力。

中科院院士、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工作专家组组长郭华东介绍，

本年度报告充分发挥了我国首颗全球大气 ＣＯ２监测科学试验卫星 （ＴａｎＳａｔ）的

技术优势，生成了国际首套２０１７年ＴａｎＳａｔ全球叶绿素荧光产品。ＴａｎＳａｔ可高精

度地反演大气中ＣＯ２柱浓度，监测大气ＣＯ２浓度分布情况。

２０１８年度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表明，全球主要碳排放源高

值区域分布于美国东西部、西欧、东亚及南亚北部地区，低值区域分布于非洲、

大洋洲、南美洲中部、北美洲北部以及亚欧大陆北部；主要碳汇高值区域分布

于北半球中高纬度森林地区以及全球主要热带雨林地区。

摘自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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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轻基质网袋容器研究及其应用

许传森

一、生物质轻基质网袋容器的主要特点

生物质复合轻基质网袋容器 （以下简称网袋容器），圆筒状，里

面装填可再生的农林剩余物等生物质原料加工配制的复合轻基质，

外面包被很薄的一层透根的网孔大小可以控制网袋材料或不同孔径

的无纺布。国外育苗用的网袋材料或无纺布都是专门研制的。比如，

捷菲就用专门生产的网袋材料生产压缩育苗块，爱立亚德公司的无

纺纸容器就有多种孔径的高质量无纺纸。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基础

上，我们研究出国产的育苗专用的网袋材料和无纺布，成本低。网

袋容器优点是：无病虫害和杂草种子，移栽、运输时降低劳动强度，

网袋容器在育苗过程中，经过的空气修根处理提高了根冠比，空气

修根也称空气切根或空气断根，是一项传统的容器育苗技术。空气

修根措施就是用可透根的容器在育苗过程中控制好容器苗周边空气

的相对湿度，即控制好喷水和停止喷水的时间，喷水时空气湿度大

于９５％，根尖从网袋里长出来，停止喷雾时由于空气湿度低，长出

的纤细根尖很快失水干枯，容器里面水分充足可长出几条侧根。试

验表明，当空气湿度小于７０％时，３０分钟后根尖就会失水产生不可

恢复的生理萎蔫，１～２天后根尖干枯。经过几次修根处理，根系成

几何级数增长，根系与基质紧密交织为一体，再最终可形成一个由

多级根系组成的富有弹性的根团，提高抗逆性，长距离运输过程中

不散团，促进苗木商品化。移栽时不需要脱掉包被，根系可完全水

平自由生长，不缓苗，成活率有保障。如果用全光雾插网袋容器育

苗技术进行空气修根效果更好。网袋容器由于标准化可以进行机械

化播种、扦插及机械化芽苗移栽，尤其是便于机械化造林。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林科院林木工厂化育苗研

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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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复合轻基质其 Ｃ／Ｎ比、Ｃ／Ｐ比需要调配，还要添加经过

驯化的功能性微生物和菌根菌，有的促进合成生物有机肥，有的能

分解土壤中有害多环芳香烃有机物。在育苗过程中和移栽后，生物

质复合轻基质还要逐渐合成腐殖酸类物质，其中低分子量能促进造

林后的苗木生长，大分子量能固定土壤中重金属。

二、网袋容器与生产线的研制简介

在１９９９年４月，北京首届国际营林技术设备展会上，展出丹麦

爱丽亚德公司研制的泥炭等轻基质无纺纸容器生产设备，当场演示，

自动化程度高，尤其是气体输料，基质不被粉碎，容器疏松透气是

其核心专利技术。展出的经空气修根的无纺纸林木容器苗引起林业

人员重视，很多人拿到无纺纸容器苗爱不释手，都有购买意向。当

时我们参展的是１９９２获专利的全降解植物纤维育苗容器钵和不带包

被压缩育苗块，生产技术、设备相对落后。但是，也看到机会：其

一，设备价格昂贵，专用无纺纸、高位泥炭都需进口，仅一个容器

无纺纸价格在１～２角钱；其二，当时泥炭已开始受到保护，可再生

的生物质轻基质我们已研究多年 （包括压缩育苗块和全降解生物质

容器钵）并被列为 “９５”林业部１００项科研成果推广项目首个项目，

并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 《中国林业报》刊登。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可再生的生物质复合轻基质一定能取代不可再生的泥炭、蛭石、珍

珠岩等轻基质，这是基质领域里重大创新成果。

结合在英国学习林木工厂化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以及泥炭网

袋容器育苗技术，并带回一箱泥炭网袋容器样品在中国林科院孟平

课题经费支持下经２个月研制，在１９９９年６月将卧式食用菌灌装机

改装成立式垂直落料网袋容器灌装机，再将可降解网状材料或国产

廉价的无纺布先加工成筒状，通过快装接头套到灌装机出料管上，

轻基质自动灌装到网袋里即加工成网袋容器。立式网袋容器机优点

是：基质不被磨碎。有些人至今还不明白，螺杆不是用来推料而是

挡料，基质进到网袋里是靠重力，螺杆磨损很轻，生产速度快，尤

其是保证了配制好的、疏松透气的基质不被搅碎，基质的气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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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液相物理结构不被破坏，而水平螺杆推料将基质全被搅碎，螺

杆磨损严重，生产速度慢，耗能。

将制作好网袋容器盘卷起来也便于长途运输，育苗时浸湿消毒后

集中切段，能够保证容器不散，因此没有在容器机后面加装切段器。

为此，研究出几种多排网袋容器快速切段机。爱丽亚德无纺纸容器基

质主要是欧洲高位泥炭，纤维多，切段不易散。但是，也不能保证运

输不散。考虑到容器机要在基层林场用，不设计电子传感器，全为简

单机械结构工作稳定便于维修。仅一年时间就为全国提供近百台。第

二代自动热封轻基质网袋容器机是２００１年完成。特点是可将小于２０

ｇ／ｍ２的网袋和厚薄不均国产廉价的无纺布材料，通过一个构思新颖的

“快速连续多点振动热封方法”快速生产出轻基质网袋容器。该专利

技术至今还被国内各公司非法跟踪仿造。在此之后，由本人主持的

“十一五”、“十二五”国家攻关课题及国家农业成果转化，院、所等

课题经费不断资助下，经不断研究完善，研究出生物质复合轻基质处

理机、轻基质双层筛分机、气动多排网袋容器自动切段机和自动码盘

机等。至此，基本形成一条网袋容器生产线并获九项发明专利，该内

容刊登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 《中国绿色时报》。２０１２年以获９项发明

专利的 “林木工厂化育苗新技术———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技术及生产

线”为主要技术内容的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林木工厂

化育苗新技术———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技术及生产线”一书于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三、网袋容器在林业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１六大林业工程推广应用网袋容器成效显著

２０００年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在全面启动，种苗供需矛盾

突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防护

林工程、环京津地区防沙治沙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等广泛应用网

袋育苗容器，已经推广到全国３０个省 （区、市），建成５００多条生

产线，覆盖全国３００多个市 （县）级国有苗圃，累计生产包括２００

多个树种的近百亿株网袋容器苗，并参与制定落叶松，油茶等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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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苗国家标准。

２网袋容器在速生桉树等树种中应用

２００１年与厦门林业局合作，用锯末、树皮、椰糠、稻壳为原料，

生产网袋容器，培育速生桉树、马占相思、木麻黄等造林树种，同

时也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适宜速生桉树生长地区推广普

及。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每年生产数亿株速生桉树网袋容器苗。

２００４年由本人主持的中国林科院重大课题 “南方国家级种苗基

地速生桉生物质轻基质技术研究”，在基地领导支持下成功将网袋容

器用于当地速生桉树育苗，并制定轻基质配比及网袋容器规格：直

径３５ｍｍ，高度８０～１００ｍｍ，轻基质原料为稻壳、椰糠、甘蔗渣炭

灰及当地泥炭。速生桉网袋容器全面取代了装土的塑料袋容器。

３网袋容器在油茶良种造林中的应用

该技术与生产线在全国种植油茶的省份基本普及。２００９年由中

国林科院宋闯主持的文山州３００万亩油茶造林项目 “油茶轻基质网

袋容器育苗技术”，在２０１２年现场查定验收时，油茶网袋容器苗质

量达到特级，在当地繁育近２亿多株油茶良种网袋容器商品苗。国

务院、国家发改委、云南省委、中国侨联、国家林业局主要领导等

曾到文山现场视察。

四、生物质复合轻基质及网袋容器的应用前景

１改进后的生物质容器为困难立地条件下造林提供支撑

从１９９９年研制的我国第１台网袋容器机诞生以来，到２０１２年已

在生产上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基本上满足了生产需求。但是，自从

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各地对网袋容器需求量急

剧增长。当时设计的网袋容器机是为基层林场苗圃用的小型机，产

量低，现在已落后于时代的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植树造林持续推进，适宜造林的国土面积

越来越少，而荒漠化、石漠化、石质山地区、干热河谷地带、大面

积盐碱地以及占全国土地总面积４０％的草原，其中有些草原的退化、

沙化、盐碱化严重，上述情况是影响国土生态环境安全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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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植树造林，建设农田和草原林网。由于其立地条件困难，只有

容器育苗造林技术能当此任。

研究、开发，与时俱进。针对上述情况，２００８年后，对网袋容器

技术及生产线进行重大改进，同时研发一些新的容器和育苗技术，并

与有关企业合作研发容器机械化造林技术。主要技术内容：与有关企

业合作对生物质原料利用现代生物化工技术进行集约化生产；生物质

轻基质容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线；网袋容器大苗连续化培育与机械化

造林技术；林木组培育苗与组培微型容器技术；容器生物质轻基质植

生袋，用于治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护坡；改进后的研究多年的生

物质无土基质草毯和植生袋，有望用于草原退化和草原荒漠化治理；

可降解泡沫育苗容器及生产线；可降解泡沫容器，经１０多年研究的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在东北、华北和云南扦插育苗试验，云杉、长白落叶松、

红豆杉，侧柏、杉木、油茶、银杏、马褂木、巴西松、咖啡、辣木、

芒果、速生桉树生根效果好。经高温灭菌后可用于组培苗生根。中国

绿色时报曾报道。生产设备简单，生产过程环保零排放；全光雾插育

苗设备组培苗生根技术与扦插高大苗技术。

２采用生物质轻基质容器修复农田土壤污染，产出绿色农产品

长期以来，一方面，我国农田土壤长期缺少有机物供给，连续

粮食大丰收背后是靠倍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维持造成环境严重污

染，部分农田已失去生命活力。土壤微生物种群匮乏，团粒结构丧

失殆尽，土壤板结，地力下降，这样的土地生产的粮食和蔬菜品质

低下。另一方面，每年可再生的秸秆、城市园林绿化修剪剩余物堆

积成山，严重污染环境，已成为各级政府负担。如何化解矛盾？

将秸秆、园林绿化修剪等生物质原料，处理加工成富含生物有

机肥和腐殖质复合轻基质和完全降解的育苗容器，经农作物、蔬菜

等工厂化容器育苗，通过机械化移栽到农田里或温室里，增加了农

田土壤有机质和碳源，为土壤微生物群生长和农作物提供营养，促

进生根和根系生长，少用化肥。长期应用农田土壤变成富含腐殖质

和具有丰富团粒结构的黑土地，提高了地力，尤其是提升农作物品

质，实现生产出绿色、品质好食用农产品，增加复种指数，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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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粮食产量。农作物生物质容器育苗是实现秸秆还田的一种可实

施的创新技术 （将秸秆直接粉碎回田，短时间不腐烂，影响种子发

芽，病虫害严重）。

农作物生物质容器育苗主要新技术：生物质复合基质农作物容

器工厂化育苗及机械化移栽技术；组培、体培、圆球茎高密度生物

反应器育苗技术及设备；单体、联体全生物质压缩育块技术与工业

化规模化生产线；可降解生物质容器钵及生产线；楼房阳台家庭园

艺植物ＬＥＤ光配方生物质无土轻基栽培装置。

３生物质综合新技术为乡村振兴，新乡镇企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主要技术内容：生物质原料加工成育苗基质、容器和栽培基质，

需大量原料搜集和现代工业化生产；生物质轻基质及容器工厂化育苗

或无土基质栽培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机遇，只要是种植业都要经历种

苗阶段，工厂化容器育苗早已是规模化的专业化行业。在一个地级市

辖区内每年都需要培育近数十亿株种植各种植物商品容器苗，需要建

现代化温室和大量技术农民进行工厂化容器育苗及管理。在大面积现

代化温室里将经济价值高的园艺等植物种植在富含腐殖质的生物质无

土基质里进行基质栽培、养护、收获，其单位面积产量增加近百倍，

这是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高级阶段，也是农业循环经济的一种模式，需

将现代生物技术、农艺技术、工业技术、现代设施乃至资金集中汇集

在一起才能实现。它能满足现代人对高品质可食农产品以及观光旅游、

文化需求，也需要大量有专业技术农民参与，是一项新型朝阳产业。

生物质原料资源化利用为新乡镇企业提供高附加值科技产业，用生物

质原料制备可降解一次性日用商品和包装材料具有广阔市场。还有，

植物天然植色素、天然香精、天然洗涤剂提取物生产，植物次生代谢

物质培养，腐殖酸生产，生物质液化，生物质平台化合物制备，这些

都需要用大量生物质和大面积种植的植物为原料，为新乡镇企业提供

高附加值高科技项目。建议选择１～３处不同立地条件的区域全面实

施、示范上述技术，由专业技术团队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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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寒常绿阔叶树种杂交育种实践

王木林

编者按：文章作者的专业领域在树木分类和城市林业，退休后在经费等十分困

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研究实践，直至获得对北方城市园林绿化有重要意义的

阶段性成果。这种精神很值得林业科技工作者，尤其青年育种工作者学习。发

表本文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本研究的方向是建设美丽中国所急需。实地观测所

研究树种的耐寒性，及其通过与丝棉木嫁接长成的耐寒阔叶乔木，一旦成片用

于园林，将会创造北方冬季的城市美景。

１９７６年开始关注培育耐寒常绿阔叶树，经过广泛细致观察，栽

培试验，终于在１９９６年用冬青卫矛 （大叶黄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ｊａｐｏｎｉ

ｃｕｓＬ）和胶州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ｋｉａｕｔｓｃｈｏｖｉｃｕｓＬｏｔｓ）杂交出多个常

绿树新种系列。经多年考验，适应恶劣环境性能及观赏价值均优于

父母本，在北京能安全越冬。叶龄约达２６个月，多为灌木，树形、

叶色各异，叶色大体分为绿色及冬季变红或变蓝。

新品种 “中林１号”已获国家林业局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如想看照片请上网。（网址：ｗｗｗｃａｆａｃｃｎ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

究所科技传播成果推广，王木林。）

一、杂交亲本选择

我国双子叶常绿阔叶树种有８０科、１８０属、１５００余种。

产于北方的常绿阔叶树种６科８属１２种：

忍冬科：北极花 （Ｌｉｎｎａｅａ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Ｌ）蔓性亚灌木，单叶对生，

高１０ｃｍ。产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阿尔泰山区。

杜鹃花科；高山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ｍｌａｐｐｏｎｉｃｕｍＷａｈｌ）灌木，

高５０～８０ｃｍ，小枝密被鳞片和细毛，叶全缘，产于东北内蒙古；兴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环森保所副研究员。

０６



安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ａｕｒｉｃｕｍＬ）灌木高２ｍ，小枝被鳞片和柔

毛、叶全缘，产于东北、内蒙古；照山白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Ｔｕｒｃｚ）灌木，高２ｍ，幼枝被鳞片和细毛，叶全缘，产于东北、华

北和四川西部；烈香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ｎ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ｏｉｄｅｓＭａｘｉｍ）灌

木，高１ｍ，小枝密被鳞片和微柔毛，叶全缘，产于青海、甘肃、四

川北部；牛皮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ｕｒｅｕｍＧｅｏｒｇｉ）小灌木，高１０～

２５ｃｍ，叶簇生枝端，产于东北长白山。
#

樱 （Ｐｈｙｌｌｏｄｏｃｅ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小灌木，高１０～３０ｃｍ，枝细而多，叶革质、全缘、密集

互生条形无柄，产于东北长白山、新疆阿尔泰。湿原踯躅 （Ｃａｓｓａｎ

ｄｒａ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ｔａＭａｅｎｃｈ）灌木，高１５ｍ，小枝密被白绒毛，叶近全

缘，产于辽宁苔藓水甸子里。

岩高兰科：岩高兰 （Ｅｍｐｅｔｌｒ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ＶＶａｓｓｉｌ）匍匐小灌木，

高１ｍ，小枝密集、被短柔毛，叶条形、全缘，产于东北大兴安岭。

夹竹桃科：络石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Ｌｅｍ）藤本，长

达１０ｍ，有乳液，单叶对生全缘。产于山东，河北，山西及以南至

两广、西南至云南、四川、陕西等地。

蝶形花科：沙冬青 （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Ｃｈｅｎｇｆ）灌木

高２ｍ，掌状３小叶，稀单叶、全缘。产于内蒙古，甘肃，宁夏，新

疆；新疆沙冬青 （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ｎａｎｕｓＣｈｅｎｈｆ）灌木，单叶、稀３

小叶，全缘，无柄，产于新疆喀什地区。

桑寄生科：槲寄生 （Ｖｉｓｃｕｍ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Ｎａｋａｉ）半寄生小灌木，

高６０ｃｍ，单叶对生、稍肉质、全缘，具直出脉。产于东北，华北

等地。

上述树种生存环境表明：严寒干旱地带可能有常绿阔叶树存在，

许多科属的树种有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它们都有共同近似的形态

特征：如体量小、单叶、全缘、有附属物毛、被鳞片等，也因不同

树种而特征有差异，如沙冬青可能正在由掌状３小叶向单叶过渡。

找到树种形态特征与其生存环境关系，是我们的工作重心，这些树

种都有珍贵的生态效益，也是景观。络石可以栽做地被，沙冬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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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生区沙地绿化，其它树种仅在潮湿冷凉环境中生存。对气候及

土壤的要求与城乡环境相差太大，城乡难以大量栽植。这些树种同

属的树种少，难以找到与之杂交的树种。

有些产于热带亚热带的树种，曾经经历过寒冷气候期，保留有

耐寒基因，如荷花玉兰，原产于北美洲东南部热带地区，北京偶有

栽植。加之气温升高，北京有些小气候区引进的常绿阔叶树有近２０

科２０多属４０多种或更多，这些树种遇气候恶劣的年份易伤亡，不宜

广泛栽植。

要想培育耐寒常绿阔叶树只有另辟蹊径，寻找具有适合北方不

同环境因素及有观赏价值的树种进行杂交，培育新树种。选择杂交

亲本一定想到对杂交子代的影响，只有子代的抗性及观赏效果均优

于父母本，否则，几十年的劳动和投资将付诸东流。用十多年时间

对有关树种的形态、对不同环境的生态反复观察分析，认为冬青卫

矛最有可能给子代优良的常绿性状及挺拔的树形，胶州卫矛可能让

子代抗性强、树形多样、叶色冬季多样。由此选择了冬青卫矛做母

本，胶州卫矛为父本。此设想曾向马常耕先生请教，得到先生的鼓

励。这两个树种的性状特征如下：

冬青卫矛常绿灌木，高达５ｍ，多丛生，圆柱状，侧枝常短枝

化，偶生少量长枝，其分枝角度小，枝叶密集。小枝粗壮密生细小

瘤突。叶革质，深绿色，有光泽，呈倒卵形、倒卵圆形或椭圆形，

长３～５ｃｍ、宽２～３ｃｍ，尖端圆或急尖，侧脉明显，尖端分枝相连，

基部侧脉弧形，边缘稍增厚。干后向背卷、具细钝齿，常不整齐。

聚伞花序有５～１２花，花序梗长３～５ｃｍ、花序梗及分枝粗壮扁平。

蒴果近球形，淡红色，每室一种子。种子长约６ｍｍ，被橘红色假种

皮。花期６～７月，果期９～１０月，果及种子冬季多宿存。原产于日

本，华北及以南地区栽培，供观赏。北京长城以南多栽培做绿篱、

灌丛，叶龄达２８个月，遇大风常有死亡，２００９年冬大量死亡。

胶州卫矛半常绿灌木，高达３ｍ，匍匐状或披散式依附它树。有

短枝，较长；长枝较多，分枝角度较大，小枝瘤突不明显，遇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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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可生不定根，新发现冬季小枝及叶背变为深红或紫红。叶纸质，

浅绿色，呈倒卵形、倒卵圆形、窄倒卵形或椭圆形，长４～８ｃｍ，宽

２～４ｃｍ，先端急尖、钝圆、或短渐尖，基部楔形稍下延，侧脉平

坦，基部侧脉短直，边缘近基部全缘、中上部具极浅细钝齿、多整

齐。聚伞花序疏松、具１３花，花序梗细、具四棱或稍扁，长２～２５

ｃｍ，花梗长５～８ｍｍ或更长。产于山东胶州地区；北京、太原、沈

阳等地引栽。抗风能力强、耐寒耐旱性较强，北京地区枝条一般不

受冻害，水肥条件好则速生，如遇冬季气候恶劣时叶脱落。

二、杂交育种及新种介绍

作为母本的冬青卫矛与作为父本的胶州卫矛花期接近，花两性，

为复聚伞圆锥花序，多次开花，每个花序一次能采花粉或授粉的花

不多，当父本花开时用镊子摘下未开裂的花药，保存起来，及时给

母本授粉；当母本花开初期剥开花瓣用镊子摘去未开裂的花药，每

朵花有４个雄蕊，要摘干净，将雄花花药打开，用毛笔蘸上花粉授

到柱头上 （如果此花花药已开裂，则摘去另选花），套上硫酸纸袋，

将袋内未授粉的花全部摘去，将纸袋封住。

１９９６年冬青卫矛、胶州卫矛开花少，很分散，请了许多人，尽

力将看到的花都授粉，秋天果成熟时将所有果采回来，工作量大，

成功率低。但仍获得了可供栽培用的种子，用于培育杂种苗木。

播种苗的培育期限为１～３年，过冬要盖草或用塑料布棚保护，

浇足越冬水。

为筛选出耐寒抗旱抗风的种类，将杂交苗种植在本市多处及诸

多省市恶劣环境中考验，其中昌平育种地正对着南口风口，大风曾

使圃地１０月３日见霜，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季严寒、昌平区气象站测得

最低气温为 －１９℃、最大风速 １１３ｍ／秒，苗圃地最低气温曾到

－２５℃。大风使圃地内胸径１０多 ｃｍ的柿子、花椒、合欢等树木全

部冻死，大国槐树干开裂，树冠冻伤，冬青卫矛大部分死亡，余者

干枯，损失高１５ｍ以上的大苗２０００多株。胶州卫矛部分树枝干

枯，杂交种大量被淘汰，能安全越冬者仅有几十株。

３６



在１９９６年后杂交出的新种仍处于幼年阶段，将陆续推出供应

用。杂交种简介，按叶冬季变红与否分作两类：

冬季变红类型：

中林１号：大灌木，树形呈倒卵形，高３５ｍ，长枝分枝角度较

大，小枝粗壮瘤突明显，基部截面长圆形、上部圆形，浅绿色，叶

革质，长枝上叶近椭圆形、先端尖、稀钝尖，短枝上叶倒卵圆形、

先端凸尖，长３～５５ｃｍ，基部全缘、中上部有浅锯齿，叶浅绿色、

冬季叶背多少变红呈锈色，侧脉５～７、近边缘分枝相连，叶柄２～４

ｍｍ。花序有花７～１３朵，花黄白色，果序梗长３５～５ｃｍ、截面椭

圆形。果近球形，直径６～８ｍｍ，淡褐色，４裂，假种皮橘红色。全

包种子。已获得国家林业局新品办 “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生长快，

长枝年生长量３０～１００ｃｍ，适合做大灌木或嫁接在砧木上养成乔木

或造型树。

中林２号：大灌木，树形倒卵形，高２ｍ，长枝分枝角较大，较

细软，冬芽窄卵形，长枝叶多椭圆形、长３～５ｃｍ，先端尖、基部楔

形，短枝叶倒卵圆形，长２５～４ｃｍ、先端钝圆，基部宽楔形，主脉

明显，侧脉５～７，近边缘近相连，基部全缘、中上部具疏浅齿，叶

绿色，冬季叶背微红，叶柄长３～４ｍｍ，花序梗细长２～２７ｃｍ，截

面椭圆形。生长较慢、节间短、叶密集，适合做绿篱色块或灌丛。

中林３号：灌木，卵圆形或近球形，高２５ｍ，长枝发达，分枝

角度大，粗壮，瘤突多明显，冬芽卵形，长４～５ｍｍ，长枝叶卵形、

长４～６ｃｍ、宽３～４５ｃｍ、先端钝、基部圆，短枝叶卵圆形、长３

～４ｃｍ、先端圆、基部全缘、中上部具浅齿，中脉明显、侧脉６～７，

１０月下旬叶背开始变红至深红，冬季长枝上叶片直立抱枝，外观可

见一片红，花序梗较粗，截面椭圆形。长枝发达，年生长量 ２０～

６０ｃｍ，树形圆润，抗恶劣环境能力强，适合栽做灌球，色带，色

块，或嫁接在砧木上养成乔木或造型树。

中林６号：丛生直立灌木，高１７ｍ，叶近卵形、长４～６ｃｍ，

夏季叶深绿，冬季叶不直立，叶背红色，表面秋末开始变蓝，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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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蓝。２００６年育成，形色初定。适合做色球点缀。

冬季叶绿色类型：

中林８１号：灌木，近球形，高 ３ｍ，小枝疏生瘤突、较粗壮，

叶革质，绿色，卵状椭圆形、长３～５ｃｍ、宽２～３５ｃｍ，先端圆、

凸尖或钝尖，基部宽楔形、楔形，下延至叶柄中部以下，叶缘微背

卷，上半部疏具波状极浅锯齿，叶脉明显、侧脉５～６、顶端分枝相

连，叶柄长５～７ｍｍ。聚伞花序较密集，花序梗长３～４５ｃｍ，截面

圆形或长圆形。可栽做绿篱、色块、灌球或嫁接在砧木上养成乔木

或造型树。

中林８２号：灌木，圆柱形或椭圆形，高２ｍ，小枝较细，叶革

质，绿色，椭圆形、窄倒卵状椭圆形，长３～５ｃｍ、宽２～３ｃｍ，先

端尖或钝、基部楔形或宽楔形，边缘微被卷，中上部具浅波状齿，

中脉两面微凸，侧脉５～６、下面微凸、上面平坦，叶柄长３～６ｍｍ，

花序梗长２～３ｃｍ，中粗，截面长圆形。可栽做绿篱、色块、灌球或

嫁接在砧木上养成乔木或造型树。

推广应用方面：每个杂交种作为一个无性系，扦插繁殖生根容

易，已扦插几万株。可以按需要选择不同树形和颜色的种类应用，

也可以将其嫁接在白杜 （丝棉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ｍａａｃｋｉｉＲｕｐｒ）上养

成乔木，灌木等各种形状颜色的树木，嫁接亲合力好，用各种芽接、

枝接成活率都很高，已嫁接１００多株。白杜分布广，由黑龙江到南

岭有野生，两广及新疆等许多省区有栽植，耐盐碱，对土壤要求不

严。嫁接苗可以增强抗恶劣环境的能力。

三、适用地域

新树种都经过北京昌平苗圃严寒大风的长期考验，在昌平西关、

怀柔、顺义种植生长正常，在河北香河、迁安、高阳，天津宝坻等

地栽植３年，均比昌平苗圃生长好。可以种植在北起北京长城往南

经京、津、冀，南达冬青卫矛广泛栽植的长三角广大低海拔地带。

山西东南部、陕西汉中以及国内外气候近似的地区也可栽植。这些

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城镇数量多，收入高。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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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部分地区城镇绿化上档次，冬天绿起来、红起来，建设美丽中

国从这里开始！在大风干旱地区栽植要浇水，尤其浇过冬水。南部

地区可以用来取代易得黄化病的常绿阔叶树种。

四、回顾与展望

１此项杂交育种是由深入认识杂交亲本开始的，认真观察树形

特征、发掘特性，将对杂交亲本的特征、特性的新认识新发现体现

在杂交新种上，表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做创新性杂交育种选种。

２希望筹集资金，大量做杂交授粉，回交培育不同抗性、形状、

颜色的杂交种，形成常绿阔叶树系列。

３此项研究用时长，耗资多，个人经营难以维持，成果易流失，

一旦流失难以再生产，由国家经营有保证，而且能发挥此项研究的

综合效应。

４希望建立大型育种基地，以任务带学科，充分运用几十年积

累的知识和资源，大量培养育种人才，开发我国树种资源，杂交选

育出优良树种。

以上错漏之处请读者、专家指教。

致谢：工作中得到刘于鹤副部长、马常耕研究员、闫俊杰教授、

黄铨研究员、黄东森研究员、韩一凡研究员、盛炜彤研究员、钱耀

明研究员、孙振元研究员、郑勇奇研究员、郑槐明研究员、肖文发

研究员、郭泉水研究员、江泽平研究员、曾立雄博士、施征博士、

任军博士、杨立文处长、周霄羽书记、汪跃主任、董保华高级工程

师、张会金高级工程师、张致翔教授、苏雪痕教授、张连全教授、

姚广、李学龙、张延达、刘建明、尹连全、周茂、魏玉明、樊力行、

谭金荣、刘宁、李建军、吴忆明等先生的指导帮助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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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在中国林业界的几个之最

———纪念梁希逝世６０周年

王贺春

编者按：今年１２月１０日是我们敬爱的梁希老部长逝世６０周年。梁

希是著名的林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林业杰出的开拓

者，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梁希一生思想革命，学业精湛，

在教学、林业建设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奋斗终生，做出了巨大

贡献，取得了丰功伟绩。在道德修养方面，高风亮节，廉洁奉公，

谦虚谨慎，永远是我们心目中做事、做人的好榜样。非常值得我们

高度崇敬和缅怀，永远不能忘记的。本编辑部特约刊登王贺春同志

撰写的 “梁希在中国林业界的几个之最”做为对梁老逝世６０周年的

缅怀纪念。

笔者从１９８３年纪念梁希１００周年诞辰时起，曾多次参与梁老编

辑文集、纪念集、诗集和生平简介等活动，积累一些有关梁老的事

迹资料。从资料中发现梁老不仅为中国林业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而在很多方面他是中国林业的先驱、先行者和创始人。很多事是他

最早想到，很多事是他最早开头，最早倡议，最先提出，成了很多

事的创始人。现将笔者整理出的 “梁希在中国林业界的几个之最”

介绍如下，与广大读者共飨。

（１）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的奠基人。梁老１９１６年留学日本，

专攻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归国后就职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

校，开课林产制造学，建立中国林产实验制造室。首创了中国林产

化学学科。后赴德国深造林产化学学科，进修三年回国后，先后就

作者简介：中国林学会原办公室主任，原咨询部主任，原 《林业科学》副主任，高级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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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亲手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林产化学实

验室，完善了林产化学学科规范建设。前后从教本学科３３年，著述

了学术价值很高的 《中国林产化学》一书。

（２）中国提倡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第一人。１９２９年梁老兼职浙江

省建设厅技正时，走遍全省五个地区调查林业，根据当时中国林业

利用多，建设少，破坏多，保护少的情况，梁老积极提出了在准备

建立林场 （主要是利用）的西天目山林区采取保护措施，不建林场

采伐，保护原始林。他发表文章提出 “窃谓西天目，有数百年未经

斧凿之处女林，吾人当竭力保护，为国家培元气，为地方养水源，

为海内外生物学家、农林学家留标本，决不使一草一木为道路与建

筑物所牺牲。”梁老极力主张的保护森林原始面貌的这些观点和现代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做法是何等相似。

（３）用辩证法论证森林的最早林学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梁

老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专注学习辩证法，并应用于实

践，结合本职工作写了一篇题为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的哲学

论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群众》周刊上。他写道：不仅森林

各林木之间 “互相依赖，互相制约”，“而且森林的生长发育与周围

自然条件、居民、动物以及社会环境都有密切联系。”他还论述树木

生长发育 “是量变到质变”；用 “否定之否定”规律谴责资本家只

砍伐森林不营造森林；用分析森林比喻社会，指出一切腐朽的东西

最后一定被消灭。当时梁老学习辩证法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

（４）中央林业部最早的林业部长。１９４９年建国时，中央政府设

立了林垦部 （林业部前身），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单设林业部。

周总理提名梁希为第一任部长，得到了林业界的一致拥护与爱戴。

梁老在后来九年任职中兢兢业业、奋力拼搏、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无私奉献，为新中国林业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开辟了一个崭新的

局面。

（５）林业界最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建国后中国科学院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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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委员制。学部委员即当时在科学界学术水平最高的科学家，相

当现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根据梁老在林业教育界多年的教学

科研成果和建国后林业建设实践中多方的创业贡献，经有关单位评

选，１９５５年５月梁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是当时林业

界唯一的一位学部委员，也是林业界最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６）林业部门考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时间最早、次数最多的林

业高级领导。梁老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就向林业工作者提出了 “黄

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号召。１９４９年就任林业部长后不久就把

早日实现这一亿万人民心愿的任务列为重点项目，百忙中抽出大量

时间亲自上阵，带领团队，于１９５０年９月就开始了实地调查研究，

继后又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３月，多次奔赴陕

西、山西、甘肃的黄河支流的渭河、汾河、泾河、洛河、延水、无

定河流域。梁老每次调查都深入基层总结群众经验，研究治理措施，

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和规划方案，为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黄河流域

综合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林业部门此项工作至今还没有哪位领

导超越过梁老。

（７）林业界创作林业诗词最受欢迎的人。梁老即是林业大师，

也是造诣很深的诗人。他自幼饱读诗书，古文修养很精深。所作诗

词情谊深厚，笔调优美，富有人民气息的战斗精神。青年时代用诗

词鞭挞腐败的清王朝；教书生涯中用诗词颂扬友情，鼓励学子评点

社会。在新中国用诗词歌唱新生活，美化大森林，绘制林业美好远

景。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首诗，无法准确考察统计，根据亲密朋友、

学生的回忆约有一千多首，是中国林业界写诗词最多的人。有些名

句至今广为流传，如：“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无山不绿，有

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汇成丹青，

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 “让绿荫护夏，红叶迎

秋”。这些言辞优美，富于感染，有声有色，脍炙人口的动人佳句，

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在林业界和全国都是被引用最多的。

９６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第一任所长陈嵘

王建兰

陈嵘，原名陈宗一，我国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树木分类

学家，中国树木分类学奠基人，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简称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第一任所长。

一、探索科学救国道路

１８８８年３月２日，陈嵘出生于浙江安吉县晓墅镇三社村一个贫

寒的农民家里。１２岁丧父，１５岁受邻里乡亲帮助入读 “致用学堂”，

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受师友亲族器重和喜爱，老师将其姓名

改为陈嵘。

１９０６年，陈嵘东渡日本，１９０９年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学

习，期间结识李四光、鲁迅、莫永贞、章太炎等同盟会会员，接受

孙中山 “驱除鞑虏”等政治思想，并成长为同盟会骨干。曾与黄炎

培等人一道，参加辛亥革命早期活动，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天津从事

革命活动，与 “君主立宪派”袁世凯、徐世昌等作斗争。１９１２年

１月１日，应邀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１９１３年，陈嵘从日本归国，受聘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并

在家乡安吉开设学堂，亲自授课，教家乡孩子和乡亲文化与知识，

讲授外面的世界以及做人的道理。１９１５—１９２２年任江苏省第一农业

学校林科主任。１９１６年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任中华农学会第一届

会长兼总干事长；１９１７年支持凌道扬等发起成立中华森林会。

１９２３—１９２５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德树木园研究树木学，获硕士学

位，随后入德国萨克逊林学院进修，为期一年。１９２５—１９５２年任金

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５２—１９７１年任中央林业科学研究

所 （林业所）所长。１９６０年任中国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０７



１９６２年任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代理事长。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陵大学西迁，陈嵘等５人奉命

留校保护校产，使所有留下的仪器、图书和标本，其中不少为稀有

珍贵孤本完好无损。其间收容近３万名老弱妇孺，让其免遭日军凌

辱和屠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同事一道，救助南京难民１万

人。同时开办私立同伦中学，自任校长，使一部分失学青年得以继

续学习。这一举动深为后人敬仰。

解放前夕，当许多知识分子随国民政府移居台湾时，陈嵘选择

留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大陆。

陈嵘一生淡薄名利，勤俭节约，但却经常资助有为学生，捐资

林业事业。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０日去世前，他嘱咐儿子将其毕生积蓄近８

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中国林学会，用作奖励基金；将珍藏多年的３

万多册图书贡献给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图书馆。

二、建林场，创办公有教育林

担任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期间，该校没有林业学科，陈

嵘专门开设了林业课程，自编讲义，亲自讲授。为使学生能够学到

更多的实际知识，建立苗圃和示范林场。在江苏第一农业学校，除

了亲自授课外，还聘请林学界知名人士姚传法、傅焕光、曾济宽、

黄希周等到校授课；邀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邹秉文、钱崇澍、胡

先?、竺可桢等到校讲学。

他非常重视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他走到哪就会把林场建到

哪，无论有多困难。他在江苏省江浦县境内老山约２０万亩的荒山上

营建了学校林场，并亲自拟就详细造林计划书。这是我国现代林场

的最早起源。为了可持续发展与经营，陈嵘提出创办教育公有林建

议，拟请省属各教育团体按月拨付教育经费，作为林场经营费用。

再由参加拨款的教育团体，组成教育林董事会，将教育林的各项收

入用于补充省教育经费。从教育林划出一定范围，作为附近省立学

校实习基地。建议得到当时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批准。这不但为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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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学校提供了全面实习基地，也为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森林

系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对培养造就林业新生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

之后，陈嵘还创办了南京九华山林场、青龙山林场和江苏省句容下

蜀林场、安徽建平林场等。在其示范作用下，安徽、福建等省纷纷

效仿，相继创办教育公有林。新中国成立后，江苏教育林改名为老

山林场，现已发展成为江苏省著名的林工商综合经营企业，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力推动了我国造林绿化事业的发展。

除重视公有林建设外，陈嵘还提倡国家引导鼓励各地群众造林。

在他的建议下，１９１６年，成立了浙江省云野林业有限公司，陈嵘为

公司提出详细施业方案，并助其筹集股金，造林效果显著。新中国

成立后，公司改名为国营龙山林场。

三、重视营林科研，创建植物标本室

作为林业所第一任所长，陈嵘一直强调营林科学研究工作的重

要性，强调科研工作必须为林业建设服务。

１９５３年，为了贯彻落实朱德副主席尽快绿化西山的指示，陈嵘增

设了 “西山山丘地区造林方法的研究”课题，希望以更快的速度把首

都西郊绿化起来。后又组织召开山地造林技术座谈会，交流造林绿化

经验，制定 《华北地区油松、落叶松造林技术试行方案》，这不仅有

助于西山绿化工作，而且对整个华北地区造林技术都有指导作用。

为了开展营林科研工作，同年，陈嵘创建了林业所植物标本室。

早在江苏第一农业学校工作时，陈嵘就开始重视标本室的建设。当

今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室，就有他留下的好几百份标本，其中有

他１９２６年制作的山核桃标本。

他所写的 《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洪水后树木耐水力强弱的调查报

告》，对洪涝地区造林树种选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提出了西双版

纳自治州营造橡胶林试点的建设性意见；组织制订全国科技发展规

划，提出林业研究具体奋斗目标，强调把营林科研工作放到首要位

置等系列战略思想，对中国林业建设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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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

四、教书育人，一代宗师

陈嵘治学严谨，作风踏实，被誉为教书育人的好教授，深受学

生尊敬和爱戴。其教学思想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生产实

践相结合。他一再强调既要重视课堂讲授，又要注意现场实习；既

要掌握理论，又要懂得实际操作，学以致用。他说：“在理论上要精

通，在技术上要熟练。”除了建教育公有林，建实验林场外，陈嵘还

非常重视标本室的建设，在树木学教学中，尽量利用实物 （包括标

本、果实、种子）开展课堂讲授，让学生亲手采集树木标本、解剖

标本、鉴定标本，共同建设标本室，把标本室作为课堂教学与生产

实习之间的桥梁。在造林课教学中，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到教育林场

实习，带头操作，有时还请技术工人现场表演，再让学生动手实践。

教学中，他不仅教人学识和技能，还教学生为人之道，对学生

要求十分严格，但非常讲究方法。据学生回忆，一次上课时，有一

位学生迟到。待该学生坐定后，他不动声色地把已讲过的内容重复

讲了一遍，然后说：“刚才那位同学迟到了，没听到我讲的内容，所

以我重复一下，耽误大家时间了。”从那以后，再无学生迟到。

陈嵘特别爱说两句古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以此教育孩子和学生。

五、奠定中国造林学和树木分类学基石

陈嵘一生著述等身，共完成 《中国树木分类学》、 《造林学概

要》、《造林学各论》、《造林学特论》、《中国森林植物地理学》、《中

国森林史料》等扛鼎之作，在我国林业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再版

又再版的巨著 《中国树木分类学》，为林学经典名著之一，被国外同

行誉为亚洲名著，共１５０万字，插图１１６５幅，记载中国树木２５５０

种，为中国树木分类学的奠基之作，奠定了中国造林学和树木分类

学的基石。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造林学教学采用的都是外国教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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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陈嵘以中国造林树种为基础，吸收并发展国外造林营林学理论，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造林学，先后出版 《造林学概要》、《造林学各

论》和 《造林学特论》，为中国造林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 《造林

学概要》中，陈嵘提出了 “天然保育法”，为新中国的 “封山育林”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晚年的陈嵘，仍倾力著书立说，《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森林植

物地理学》、《竹的种类及栽培利用》等专著，对发展中国林业科学、

促进林业生产、培养人才，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六、首倡３１２植树节，发起成立中国林学会

１９２８年，受众人之托，陈嵘向国民政府递交报告，建议将原来定

在清明节的植树节改为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之忌日，以此纪念中山先

生，并调查获知３月１２日前后在我国南方植树，成活率高，获批。

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每年的３月１２日为中国植树节。

陈嵘非常热心学会工作。１９１６年，陈嵘等在苏州发起组织中华

农学会，１９１７年召开成立大会，被选为第一届会长。同年，支持中

国近代著名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事业奠基人之一凌道扬等发起成

立中华森林会 （中国林学会前身），１９２８年改名为中华林学会，

１９５２年成立中国林学会。自中国林学会成立以来，陈嵘兼任副理事

长、代理事长，中国林学会 《林业科学》主编等职务，为中国林学

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北防护林对水土流失减少的贡献率达６１％

治理水土流失是三北工程的一项主要任务。在水土流失区，工程坚持以小流域为治理单

元，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按山系和流域整体治理、规模推进。４０年来，三北工程累计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４４７万平方公里，工程区水土保持林面积增加约６９％、水土流失面积相对

减少６７％，防护林对水土流失减少的贡献率达６１％。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之

一。三北工程实施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林面积增加约９７％，林草覆盖度已接近

６０％，近６０％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年入黄河泥沙减少４亿吨。

摘自 《中国林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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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创办的 《通讯》是内部不定期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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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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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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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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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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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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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