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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特刊关注“森林健康”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全球科学新闻服务平台 EurekAlert 2015

年 8 月 21 日报道：森林在地球上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可

促进生物多样性、调节碳循环及提供各种资源等。然而，在面对自然及

人为导致的对环境的改变时，森林健康正受到损害。8月 21 日公开发表

的《科学》（《Science》）杂志是一期以“森林健康”为专题的特刊。这

期特刊审视了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全球的森林的，从热带繁茂、多样的

森林到北方的原始、适应性强的寒带森林。 

在“评论”专栏中，作者 Susan Trumbore 和他的同事在其文章“森

林的健康和全球变化”中指出，就极端性环境与气候的变化，监测森林

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尤其是考虑人类对这些生物群落的高

度依赖；然而，许多与森林健康有关的组成因素所扮演的是错综复杂的

角色，而且它们并不总是很容易被辨认。例如，一场森林大火可能是由

人类活动所引发，但火势的强度却反映了干旱的情况。Trumbore 等得出

结论，详细分析各种森林健康指标并适当地在监测模型中考虑这些指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评论”专栏第二篇文章“寒带森林的健康和全球变化”中，作者

Sylvie Gauthier 等就传统上适应力强的寒带森林展开讨论，因为寒带

森林如今面临空前的变化速度和新的威胁，即变暖的气温会令害虫的活

动范围扩大，而较干的气候会导致大面积的森林植被稀疏或丧失。作者

提出，因为寒带森林目前起着主要的碳汇作用，可持续性的经营举措（如

充足的木材供应规划）对保持寒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必要的。另

一篇评论文章“在越来越多的巨大规模干扰下的温带森林的健康”中，

作者 Constance Millar 和 Nathan Stephenson 对日益普遍的持久干旱

和气温升高的相互结合进行了分析，这种结合正在给一些温带森林带来

超越其可持续生存门槛的压力。尽管树木已经经受了几千年的干旱期，

但作者指出，近来“更炎热”的干旱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正在将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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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活能力推向新的极端。森林火灾，尤其是“巨大规模火灾”

（megafires），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可能引起当今温带森林的严重转

变。作者提出，提前确认脆弱的森林及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干预可以使其

向新的更为适应的森林状态过渡。 

Simon Lewis 及其同事所进行的是一项不同的研究，即“人类对热

带森林的影响越来越大”。通过水的蒸腾、云的形成以及大气环流，热

带森林在调节全球气候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大面积的森林采伐留下了

破碎的热带森林区，破坏了种群动态而因此促使随之而来的物种衰减。

作者重点讲述了几个由人类触发的热带森林中物种灭绝的连带效应

（cascade effect of extinction）的示例，尤其是当播散种子的物种

受到影响时所产生的连带效应。作者认为，这一热带森林的严重恶化还

将继续，除非新的“无破坏开发”的途径能够建立。 

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人工林的健康：必须要有全球战略”，作者

Michael Wingfield 等就人工林（鉴于它们的均质特性）对病原体及有

害昆虫的特殊易感性进行了检测研究。全球化正在使这一问题复杂化，

而且尽管有一些保护这些森林的解决方法（尤其是通过基因工程），但

作者引证了在全球范围的投资、能力和协调举措的匮乏阻碍了这些解决

方案的实施。  

“新闻报道”专栏的文章将这些问题活生生地带到人们面前，凸显

了目前困扰全球树木的森林健康问题。由 Gabriel Popkins 撰写的一则

新闻讲述了北美东部铁杉的故事，这些树木已经大多被铁杉球蚜

（Adelges tsugae）破坏成无叶的灰色枝干；如果任其发展，这种昆虫

会杀死其所侵害的几乎每棵铁杉，但是，依靠科学的强力举措已经让若

干铁杉免遭这一厄运。另一篇由 Tim Appenzeller 撰写的文章对寒带森

林的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在巨大规模火灾后恢复（或无法恢复）的进行了

观察，就如在 2014 年 7 月侵袭加拿大西部地区的那起火灾中，而这类

火灾已变得日益普遍。由 Elizabeth Pennisi 撰写的第三则新闻特写对

著名森林生态学家 Robin Chazdon 进行了追踪报道；Chazdon 花了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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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人工造林与森林自然恢复方面的差异；他目前正在聚焦于政策层

面，以尝试并打开造林的新局面。 

在寻找改善森林健康答案的“政策论坛”专栏中，由 Steven Struass

等人撰写的文章讨论了基因改良树木与缓慢的传统型种子杂交改良树

木在防止虫灾方面比较时的益处。作者呼吁出台更好的监管方法，使有

关机构能够在既定的情况下用一种基因改良产品来快速推进或免除实

地研究。由 Ariel Lugo 撰写的“人类世的林业”一文指出，林业学家

和生态学家必须与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其他专业人士分享森林研究

与保护的责任，以实现森林最佳健康的目标。             （张建华） 

 

新的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被显著高估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全球科学新闻服务平台 EurekAlert 2015

年 8 月 20 日报道：根据由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简称 UEA）共同牵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超过 10 年的时间里，

国际机构明显地过高估计了中国的碳排放。  

从 2000-2013 年，中国的碳排放比之前关于中国累计排放的估计少

了 2.91 Gt（1 Gt= 10 亿 t）。该发现表明，这个时期对中国排放的过高

估计大于对中国 1990-2007 年森林碳汇总量即天然碳储量的估值（2.66 

Gt），或者大于对中国 2000-2009 年陆地碳汇的估值（2.6 Gt） 。  

关于中国碳排放估值修正的文章《中国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的

碳排放估值下降》于 8月 20 日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它

是由美国哈佛大学、UEA、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清华大学牵头、与其他

15 家国际研究机构合作的一个国际科研人员团队提出的。 

通过使用根据燃烧化石燃料数量的独立评估的活动数据，以及对中

国煤炭排放系数（消耗每单位燃料氧化的碳的数量）的新测量数据，该

团队重新评估了 1950-2013 年间燃烧化石燃料和生产水泥导致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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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2012 年期间，燃烧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造成的全球碳排放

增长的 3/4 出现在中国。然而中国的排放评估仍然受到对能源消耗和排

放系数的相互冲突的评估所造成的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限制。事实上，使

用不同的官方来源的活动数据和排放系数可能导致在某一计算年份其

估值最大相差 40%。  

该研究是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项目“绿色动态：欧洲

与中国城市的增长”（Dynamics of Green a Growth in European and 

Chinese Cities）。研究团队的英国主要研究人员、UEA 国际发展学院的

关大博教授（Dabo Guan）说，这些新的评估的关键因素是燃料质量，

这是在确立排放清单的时候首次将燃料质量考虑进来，而政府间气候变

化委员会（IPCC）和多数国际数据来源并没有将其考虑在内。  

关教授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者，但其消耗的是质量

低得多的煤炭，如褐煤，与美国和欧洲燃烧的煤炭相比，它的热值和碳

含量更低”。“中国是对其煤炭质量进行全面调查的首批国家之一，全球

都需要去帮助其他主要的煤炭使用者，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弄清它们

实际消耗的煤炭量以及煤炭类型的质量。”“我们的结果提示，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在近年来一直被显著地高估了。评估各国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的进程，依赖于提高年排放估计的准确性并减少相关不确定性。这

些研究发现表明了在改进全球年度碳排放估计方面取得的进展。”  

科研人员发现，中国在 2000-2012 年的总能源消耗比中国全国统计

报告的值高出 10%。然而，中国煤炭的排放系数平均比 IPCC 推荐的默认

水平低 40%。来自中国水泥生产的排放比近来的估计低 45%。  

对 2013 年中国燃烧化石燃料和生产水泥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

修订后估值是 2.49 Gt，比此前由美国的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以及欧盟的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DGAR）提供的估值低达 14%。，

CDIAC 和 EDGAR 是 IPCC 第 5 次评估报告（AR5）的官方数据来源，该评

估报告将为今年巴黎气候变化政策磋商提供科学证据。  

这个数字也比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最新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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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给出的对中国的估计少大约 10%，该计划每年更新全球年度碳排

放和它们对未来趋势的意义。UEA丁达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Corinne 

Le Quéré教授共同领导了全球碳计划年度排放更新的发表。她说中国

的数据有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考虑到全国与各省数字的差异。 

Le Quéré教授认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最重要的是，随着对碳

排放估计的准确性的提高，就会更接近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而且可以

改善气候预测并更好地为气候变化的政策提供信息。       （张建华） 

                               

截至 8 月 13 日 2015 年全球可再生资源总量已用完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5 年 8 月 13 日报道：根据 WWF 的合作伙

伴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的测算，2015 年的“地

球超载日”（Earth Overshoot Day）约在 8 月 13 日，比去年提前了 6

天。在不到 8 个月的时间里，人类已经透支了 2015 年全年的自然资源

“预算”。其中，吸收人类的碳排放就占用了超过一半的自然资源的“预

算”。“地球超载日”从 2000 年的 10 月 1 日，提前到今年的 8 月 13 日，

仅仅用了 15 年。 

“地球超载日”是人类在一年之内生态资源开始入不敷出的时间指

标，即到这一天人类已“超支”了当年自然资源的“供给”。“地球超载

日”又被称为“地球生态超载日”、“生态越界日”或“生态负债日”。 

国际民间组织“全球足迹网络”是地球生态超载日的发起者，是国

际可持续智囊团，是一家专门从事国家资源核算的智库机构，其旗舰研

究成果是《全球生态足迹报告》。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都有自己的办

事处。该组织利用其国际化的网络追踪人类对于地球自然资源的需求

（即“生态足迹”，亦即“支出”）和地球的生物承载力（即“供给”）。 

WWF 全球总干事马可•兰博蒂尼(Marco Lambertini)说：“我们在任

何时候都要不断深化我们的认识，即大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各种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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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福祉、繁荣和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

要的”。“我们必须继续从不负责任的大自然的开发者转变为自然财富的

认真管理者、最基本的有限的自然资源的优秀管理者”。 

生态超支的代价变得日益明显，包括：森林砍伐、干旱、淡水缺乏、

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沉积。贮存碳占了对

大自然需求的一半以上。那些把这些不断增长的限制因素纳入其政策制

定中的政府决策者，将会有明显优越的机会使其国家的长期经济处于正

确的发展轨道。 

 “全球足迹网络”主席、生态足迹资源测算方法的共同创始人，

马西斯•瓦克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说：“在 1961-1973 年间，

仅人类的碳足迹就增加了一倍以上，就在那个时候世界进入生态超载。

人类的碳足迹现在仍然是导致生态足迹和地球生态承载力间差距不断

扩大的众多因素中增长最多的部分”。 

碳足迹与生态足迹的其他组成部分密不可分。耕地、牧场、森林以

及被建筑物和道路所占用的生产性土地都在竞争土地。随着对粮食和木

材产品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林地被转为农田，砍伐就会愈发严重，

吸收由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林地也就越来越少，意味着排放

的二氧化碳是聚集在大气中而不是完全被土地吸收贮存。仅 2015 年一

年，就需要地球一半以上的生物承载力来吸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 

为遏制不断扩大的生态足迹，各国政府须协力在今年 12 月巴黎《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上达成一项公平的、雄心

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气候新协议。 （张建华） 

                                                

加拿大被世界公认为合法的和可持续采伐的林产品生产者 

 

根据加拿大林务局网站：在世界各地，加拿大都被公认为合法的和

可持续采伐的林产品生产者。加拿大已经制定了全面的法律和法规来管

理木材采伐和贸易。通过密切监测林业作业和严格执法，在加拿大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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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贸易成功地保持在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在

国际上，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贸易导致林产品行业的财务成本却显著上

升。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贸易也导致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后果，包括森

林退化、碳排放增加以及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有害的影响。 

加拿大从以下5个方面成功地阻止了非法采伐及非法木材贸易的发

生： 

1. 加拿大法律法规降低了非法采伐的风险 

根据《加拿大 2014 年森林状况》年度报告，加拿大现有 3.48 亿 hm
2

森林。94%的森林属于公有，其中，90%归各省和地区所有，2%归土著民

族所有，2%归联邦政府所有。各省和地区制定和执行有关可持续森林经

营的立法和政策，批准森林经营计划，监测并促进森林作业，以确保采

伐是可持续的，并确保采伐区域的森林是可以再生的。 

在林地上开展经营的林业公司要受到联邦法律的约束。这些公司还

必须要遵守加拿大签署的国际协定的特别要求，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加拿大是一个尊重法治的国家。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和世界银行对加拿大一贯的评估，加拿大是一个腐败

率极低的司法管辖区。 

2. 加拿大的法律体制使处于危险的商业树种和树木受到保护 

加拿大有 180 个不同的树种，但只有约 35 个被允许采伐用于商业

用途，主要因为这些物种丰富、分布广泛。但在某些地区，如果这些商

业树种稀少，他们将受到法规和政府批准的森林经营计划的保护，从而

不允许被采伐。此外，任何商业树种都未曾被列入加拿大濒危物种法案

（Species at Risk Act）中或受到 CITES 限制。 

3. 近一半的森林得到认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加拿大的森林经营由第三方森林经营认证体系根据世界公认的合

法的、可持续森林经营的标准进行评估。进行第三方评估的有 3 种不同

的森林经营认证体系，评估结果将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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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加拿大森林中超过 46%的森林，约 1.61 亿 hm
2
林地，

至少得到 3个认证体系其中之一的认证。世界上所有得到认证的森林中

加拿大的森林占 43%，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4. 国际报告证实加拿大是合法林产品的可靠来源 

从加拿大的许多出口市场得到的报告证实，加拿大是合法的可持续

林产品的可靠来源地的声誉实至名归。加拿大非法采伐影响很小，已经

被以下几个组织谈及过，包括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世

界资源研究所（WRI）、西班牙木材进口商协会（AEIM)和英国木材贸易

联合会（UK TTF）。 

5.加拿大的法律和行动阻止了非法木材进口 

加拿大是 CITES 缔约方。CITES 旨在确保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不会

威胁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是政府间的国际协定。 

为确保实现公约的目标，加拿大还通过制定《加拿大野生动植物保

护以及国际和省际贸易监管法》（WAPPRIITA）以授权加拿大环境部部长

管控 CITES 上所列物种的贸易。通过该法以强制实施 CITES 并对非法获

得的未列入濒危物种的进口进行管控。 

WAPPRIITA 第 6 部分（1）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外国的法律

将任何动物或植物进口到加拿大，或占有、分发或运输任何动物或植物、

或其某个部分或其衍生物。” 

加拿大环境部加强 WAPPRIITA 的执行，并与众多部门合作以确保

CITES 的实施。                                       （张建华） 

 

巴西的 REDD+工作需要协调和采取综合方法 

 

全球景观论坛组织（Global Landscapes Forum）网站 2015 年 8 月

7日消息：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的一项研究显示，农耕和牧业仍

然是巴西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CIFOR 的高级专家莫妮卡•迪•格雷戈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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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 Di Gregorio）指出，政府的任何新的政策都可能会因为缺乏

协调和沟通而失败。 

研究认为信息分享和协调合作对于 REDD+的实施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研究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且向 56 位来自政府部门、非政府组

织、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私人组织和捐助组织的人士做了深入的采访，

以了解信息分享和合作网的情况。调研结果发现这些组织之间的协调是

很不稳定的。最关键的是，毁林和森林退化的主要责任者之一的私人部

门在 REDD+的信息和决策网络中仍然仅处于边缘的位置。迪•格雷戈里奥

说，尽管巴西有很完善的部门间委员会组织可以将不同部门组织到一起

制定和协调 REDD+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与那些对 REDD+

感兴趣的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因此

失去了一些机会。 

非政府组织在联合行动中参与得最多。政府部门虽然提供信息共

享，但是与非政府组织联系不多。CIFOR 的顾问，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

玛利亚•费尔南达•戈巴拉（Maria Fernanda Gebara）说：“非政府组织

在设计和实施 REDD+方面都处在主导地位。但是，民间团体、私人部门

和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妨碍了 REDD+的管理和效果。” 

2/3 的受访者认为既能减少毁林又不妨碍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决策者

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更有

效的协调、林业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矛盾、执法不力、土地所有权信

息的缺失、REDD+相关知识的缺失、森林管理和土地利用规划不够合拍。 

在国家层面上，降低亚马孙地区毁林率常设各部间工作组

（Permanent Inter-ministerial Working Group for Reducing Legal 

Amazon Deforestation Rates ） 和 气 候 变 化 部 门 间 委 员 会

（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是制定巴西国

家 REDD+战略的主要协调机构，但这两个组织近年会面很少。巴西外交

部是负责国际谈判的部门，而环境部则负责监督国家的政策。这两个部

门在协作网中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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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分享网中，环境部与阿克里州（Acre）及亚马孙州（Amazonas）

的州政府协调得最好。这 2 个州政府在毁林、气候变化、保护和生态系

统服务投资等方面的决策都与联邦政府沟通协调。 

2012 年，巴西的 REDD+的推进和协调工作都放慢了节奏，这种情况

一致延续到了 2014 年大选，此时联邦政府的领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另外，实施 REDD+所必须的一些步骤所需的时间也比预期更长一些。 

目前还处于草案阶段的巴西国家 REDD+策略虽然设立了协调和管理

的目标，但是还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详细措施。 

即将召开的 2015 年 12 月巴黎气候峰会可能会对 REDD+策略提供更

大的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各国政府有望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国际公约。 

戈巴拉认为，由于要召开巴黎峰会，所以今年巴西受到的来自国际

社会的压力会比较大。同时，人们对于采取景观手段和从部门主导的政

策向跨部门综合政策转变很感兴趣。另外，将减少毁林和退化的措施与

农业措施和畜牧业措施进行整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她强调指出，私人部

门是毁林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制定鼓励机制和

惩罚措施来引导私人部门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从事生产。关键是如何平衡

森林政策与其他利益的关系，例如粮食安全。             （周吉仲） 

 

英国伦敦湿地中心成为欧洲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的典范 

 

英国 Birdwatch 网站 2015 年 5 月 25 日消息：欧盟委员会最近发布

的《欧洲自然状况》报告揭示，欧洲近一半的鸟类种群数量在下降或已

濒危，60%的野生动物的状况处于不良状态；栖息地的状况比物种更糟，

77%的栖息地处于不良状态。湿地由于受排水和农业占用的影响，其遭

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欧洲超过 2/3 的湿地已经丧失，目前剩余的湿地仅占欧洲陆地面积

的 2%。然而，报告也强调，湿地作为世界上野生动植物最丰富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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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工作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发挥明显的成效。位于英国巴恩

斯（Barnes）的伦敦湿地中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湿地中心自建成以

来，其物种数量在不断增加，为欧洲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带来了希望。 

占地 43 hm
2
的伦敦湿地中心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在大都市中心的湿地

公园，是由原来的 4个废弃水库改造而成。英国野鸟与湿地基金会（WWT）

耗资 2 500 万美元，引水排淤，分隔水域，种植了 30 多万株水生植物

和3万多棵树，将废弃水库改造成为目前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工湿地系统。 

伦敦湿地中心被分割为 30 多片湿地，由世界湿地区、水生生物区

以及一个现代化的游览中心组成。世界湿地区如同一个湿地博览馆，通

过构造不同的土壤结构、植被类型，真实展示了 14 种世界不同地域的

湿地。由于科学的规划和管理，各个湿地区虽是开放体系，却相对独立，

自成一格，确保外来和本地物种的界限。水生生物区则通过生动灵活的

设计，如水下观测窗，让人们从各个侧面观察生活在水中的生物。 

湿地中心的大面积水域和植被，调节着伦敦地区的小气候和空气质

量。另外，由于良好的栖息环境，这里也吸引了大量野生动物，包括 6

种麻鸦、超过 600 种的蝴蝶和蛾类、8 种蝙蝠和 200 多种琵嘴鸭

（Shoveler）和 150 种的赤膀鸭（Gadwall），所有这些物种成就了伦敦

湿地中心的“具有特殊科学价值地点”（SSSI）的地位。该中心建成以

来，植物物种的数量已从 192 种增加到 440 多种。 

目前，湿地中心主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许多父母也带

着孩子来感受自然最原生的魅力。中心被誉为“展示在未来世纪里人类

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的一个理想模式”。WWT 负责人 Peter Morris 表示，

伦敦湿地中心的例子表明重建健康的湿地是可能的。       （李玉敏）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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