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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深入林区现场调查尧统计整理和分析尧走访当地群众尧查阅林区文献尧同行交流座谈等方式方法袁归纳整理了薛家坪林
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袁以期促进黄河沿岸薛家坪林区原有天然林实现迹地恢复尧人工种植林苗早日成林袁为其
他林区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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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林业快速发展遥天然林是东部黄河沿岸

生态植被破坏袁固沙防风尧涵养水源尧保持水土尧调节生态结

区域晋陕交界林区的一大森林类型袁特别是黄河沿线延长的

构尧改善生态小气候等森林生态防护功能和调节功能大大降

罗子山尧延川的延水关尧黄龙的大岭尧宜川的高柏尧壶口尧鹿

低遥因此袁加强天然林退化的迹地恢复和种植人工林迫在眉

川尧集义尧寿丰尧薛家坪等区域袁均是黄河沿岸森林植被区域

睫袁并要加以积极保护和培育遥

的主要组成部分遥森林资源也是当地林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

1.2

重要物质基础袁这些林区对当地生态环境改善尧农业小气候

分组成

利用生物多样性功能袁可积极改善林区生物结构和林

的调节尧森林资源结构的调整等都发挥着积极作用遥但是由

森林区域的林业成分主要有天然林尧天然次生林尧人工

于当地群众和林区工作人员对当地林区发展和保护的认识

种植林等袁其生态功能的发挥主要依赖于森林生态系统内部

模糊不清袁导致部分林区开发和利用不合理袁有些区域甚至

各种生物组分发挥特殊功能遥各地丰富多样的森林资源主要

遭到小范围的破坏袁进而导致局部林区组分尧林木个体发育尧

体现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各生物成分上袁其主要生存于天然

林区林木质量骤然下降袁使局部林区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并

林及次生林中遥因此袁有效地保护天然林及次生林袁对人们

变得十分脆弱袁逐步威胁和影响到当地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发家致富尧利用森林环境调节和改善当

的战略基础遥目前袁黄河沿岸薛家坪林区迹地恢复与林区保

地小气候尧保护当地森林资源尧维持生物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护工作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遥
结合全国实施野天然林资源保护冶和野退耕还林冶工程的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遥同时袁更有利于建立当地干旱

重大决策和部署袁黄河沿岸薛家坪林区停止和杜绝了任何形

困石山区森林区局部区域生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的格局袁

式的用材林采伐和伐薪取柴袁大力倡导和发展抚育幼小林作

以推动当地旅游业尧现代农业尧现代林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

业袁并进行大范围的发展和种植人工林袁通过封山育林的形

良性发展遥

区域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袁形成黄河沿岸贫

黄河沿岸薛家坪林区植物主要有乔木尧灌木尧草类 3 个

式将其有效保护起来袁因而薛家坪林区在森林资源迹地恢复
和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遥但次生林苗的抚育名存实亡尧

上尧中尧下的垂直结构层次袁其动物主要有野猪尧野羊尧狼尧豹

基本停滞袁加之当地小气候的原因袁随之而来的幼小次生林

等哺乳类尧鸟类尧爬行类等遥这些动尧植物群体为维持当地森

苗自然枯死尧林木病虫害滋生蔓延袁个别年份此类现象严

林生态系统平衡和森林系统食物链良性循环起到了巨大作

重袁发生面积较大遥这些对当地林区的管理和经营带来了困
难袁使林区现有森林资源难以得到合理的发展尧保护和利用袁
造成了当地森林资源的严重浪费遥笔者就东部黄河沿岸区晋
陕交界的薛家坪林区天然林迹地恢复和人工林成林系列问
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袁以期促进黄河沿岸薛家坪林区原有天
然林实现迹地恢复遥
1 天然林迹地恢复和林区保护的作用

1.1 利用生态效应袁可有效恢复及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中国自然灾害较频繁袁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袁而陕北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遥多
年来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在黄河沿岸建立了
多个试验研究基地遥薛家坪林区位于东部黄河沿岸袁是陕西
省东部黄河沿岸贫困石山区袁常年干旱少雨袁坡地多尧坡度
大袁水蚀和风蚀的发生几率大袁近年来面积又有所增加袁这
是由森林资源长期过量采伐导致遥随着水土流失袁当地森林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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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遥因此袁应进一步发挥森林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组分
功能袁促进其良性循环遥
1.3

利用间接功能袁促进当地现代农业经济和林业经济良

性循环
近年来袁黄河沿岸薛家坪区域经常遭遇持续旱涝尧暴
雨尧冰雹尧霜冻尧干热风等自然灾害袁给当地农民造成极大的
经济损失和精神打击袁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袁直接影响
到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财产与生命安全遥因此袁林
业工作者有责任尧有义务研究林区存在的问题袁改善当地生
态条件和加强当地林区植被的恢复与保护袁有效促进森林的
迹地恢复袁维护和培育次生林袁大力发展人工林袁扩大森林
覆盖率袁利用森林生态植被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袁实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为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
续发展创造更加优越尧可行的条件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要加强森林区域保护和森林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袁就应将林业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遥与农业生产相同袁
林业生产也应改变传统理念袁以确保高产尧稳产尧优质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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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袁促进经济结构的良性循环袁进而加快现代林业的发展遥

来依靠森林生活的农民大多失去了就业机会遥在这种情况

同时袁还应充分发挥林区内部的地理优势尧资源优势尧气候

下袁应充分利用城乡统筹这一有利机遇袁鼓励林区失业农民

优势等袁促进森林特色产业的深层次研究尧开发及利用袁建立

的异地搬迁和进城务工实行再就业袁并在搬迁资金上给以

新的林业产业体系袁从而促进县域地方经济的发展遥

优惠和倾斜袁保证其生活尧生存条件与能力遥对林区仅有耕

2 迹地恢复和林区保护存在的问题

种土地实行退耕还林草袁对退耕还林的农民袁按国家标准将

2.1

迹地恢复和次生林区保护力度太小

补贴资金打卡发放到农民手中遥既要保证搬迁农民的生活袁

近年来袁虽然利用当地天然林保护政策进行了连年的林

又要保证林区环境得以保护和培育曰既要提高农民的生活

区迹地恢复和次生林培育与保护袁但其力度不够袁任其自然

条件袁又要防止人为活动对森林资源的再破坏遥只有这样袁

恢复袁速度太慢尧效果不佳遥个别小区域甚至出现了治理与

当地天然林和次生林资源的保护与人工林的种植与发展才

保护的速度低于森林生态环境的退化速度尧林区内生态环

有可能取得显著成效遥

境的稳定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总体呈下降趋势的现象遥当

同时袁要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袁由当地政府给予重点就

前袁除国家确定的国有林区被纳入当地天然林保护范围之

业扶持和产业扶持袁并同异地开发扶贫结合起来袁充分利用

外袁当地还有许多森林生态区域袁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天然林

农民多年来在种树尧管护尧加工尧运输等方面的特长与优势袁

及次生林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遥

进行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袁将移民搬迁与

2.2

林区恢复尧培育及保护的经费太少

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袁将城乡统筹建设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

为了响应天然林保护工程袁需实施退耕还林政策遥林区

合袁将产业调整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袁大力实行野青山绿水就

实行禁伐后袁一方面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袁特别是

是金山银山冶的重大决策袁努力使资源变财富遥

对以林为主的乡尧镇尧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曰另一方面直接

3.2 完善森林管理机构及保护法规条例

影响到长期从事用材林的砍伐尧加工和以木材为主要原料

森林管护和培育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袁从伐木尧迹地

的企业发展遥当地的木料加工企业尧雕刻企业尧家具企业等

恢复尧次生林培育尧人工林种植尧退耕还林等方面都应该建

受损严重袁许多木材加工和制作企业因原料缺乏不得不停产

立规范化机制袁且应以法规的形式呈现袁涉及范围包括保护

和关闭袁进而导致大量从事伐木尧加工尧雕刻的人员失业袁使

区域和范围尧操作步骤和程序尧法律责任的界定尧赔偿和补

当地的地方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遥

偿的标准和办法等[3]遥同时袁落实管护岗位责任到人袁协调和

2.3

林区森林保护的经费使用和管理制度不完善

理顺管护渠道遥全体公民能够通过法律的渠道和形式认识到

天然林保护及次生林培育资金主要分为公益林建设资

天然林保护尧迹地恢复及保护尧人工林种植尧退耕还林的重

金尧各级财政的专用资金和信贷资金 3 种类型 遥但在实际
[1]

要性和必要性袁从而增强人们森林保护的法律意识袁提高人

运行过程中袁资金发放不及时尧不到位尧管理不科学的现象

们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遥

时有发生遥例如袁许多单位在森林保护和培育的资金管理上

3.3 严格界定国有林和集体林及个体林权

存在滞留尧截留尧抵扣工资和欠拨尧挤占尧挪用工程资金等不

在林权改制过程中袁早期划分的集体林主要是为了解决

规范现象遥另外袁部分林区管理体制不完善袁运行机制改革

当地农民自家用材问题遥目前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是针对

缓慢袁在林区森林保护的经费使用管理工作中力不从心遥

所有林区而言袁因而集体林也纳入本天然林保护的范围袁将

2.4

各地补助标准不一袁农民收入下滑

其经营权尧使用权和所有权均划归国家所有袁由国有林场直

据调查袁黄河沿岸薛家坪林区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伐

接管护遥

木尧林产品加工尧木料运输等遥天然林停止采伐后袁林区群众

3.4 依赖法律手段规范使用天然林保护经费

收入大幅降低遥天然林保护的补助主要有人工造林费尧以粮

实践证明袁为了保障林区天然林保护专项资金的科学管

代赈补助和林木管护费遥与农户关系最密切的只有以粮代赈

理和规范合理利用袁规避专项资金的违规使用和贪腐现象发

补助袁存在补助标准过低尧不能及时兑现等问题遥另外袁林区

生袁应制定具体使用办法袁并在制定过程中与会计尧审计和

受自然条件限制局限性袁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尧果树尧蔬菜等袁

法律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讨论袁开展可行性研究分析遥同时应

农户没有增收渠道遥

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袁即从天然林保护工程获益

2.5

劳动力剩余问题较突出

地区提取一定量的生态效益补偿金返还给受损地区和群

自从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袁各地林区停止采伐袁导

众袁并以法律为依据袁通过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遥

致大量劳动力失业遥多数依靠组织和单位对其分流尧安置袁

3.5 做好林区病虫害尧火灾的预测预报与防治工作

但短期内无法完全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袁因而给所在单位

受林区内林木间竞争与气候条件影响尧林木长势不一尧

和当地社会造成了负担与就业压力袁也直接影响所在林区

卫生条件差等因素影响袁林区内很容易发生病虫害并蔓延遥

社会环境的稳定 [2]遥职工收入和生活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袁也

由于林间经过一年的变化袁树木残枝落叶多年堆积形成的腐

会直接导致林场的自我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降低袁林区后续

殖质在发酵与腐烂过程中产生许多热量袁在春季容易引发自

产业发展缓慢遥

然火灾遥因此袁林区病虫害和火灾的防治是天然林保护工程

3 对策

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袁切不可忽视和掉以轻心袁始终要防患

3.1

利用城乡统筹政策解决再就业问题
林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禁伐政策以来袁当地许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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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就越和谐袁产量也就越大袁建立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生

是大量砍伐优质基本成林树种袁就会造成种源匮乏尧森林环

态稳定的森林结构是近自然育林的一个重要原则遥

境劣化尧萌生树及杂灌旺长袁破坏基本成林树种的更新环境袁

2.4

经营方法近自然

打破森林的演替进程袁使自然进展演替滞后袁出现先锋种循

近自然经营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充分地利用自然

环往复的退化演替遥在近自然经营实践中袁通过加强对先锋

力袁借助自然的力量去实现经营目标遥近自然经营理念指导

树种的疏伐增加林内透光度袁为基本成林树种的更新创造有

下的经营措施是促进森林的野近自然化冶袁通过人为干预加

利条件袁对基本成林树种天然更新能力不强的地块进行人

速森林的发育进程袁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在德国

工补植袁促进基本成林树种更新生长袁人为模仿自然演替过

目标树经营体系的基础上袁提出了野以目标树为架构的全林

程袁促进森林的演替遥

经营冶 遥目标树经营就是所有作业都围绕目标树进行袁为其

2.6 经营目标近自然

[3]

近自然经营所追求的经营目标主要有 3 个袁一是有合理

生长释放绝对空间袁促进其生长发育遥全林经营就是对不影
响目标树的其他林木袁也按照留优去劣的原则进行疏伐袁伐

的树种结构和龄组结构袁体现在森林的混交尧异龄尧复层尧生

除残次林木袁为保留木生长释放空间袁提高其生长量遥在该

物多样性丰富的林分结构遥二是森林要有强大的稳定性和抗

作业方法中袁伐除被压坏的尧残次的尧无培育前途的林木袁这

逆性袁主要表现在本地区的乡土树种尧顶级树种在群落中占

些被伐除的林木也是在随着森林的自然分化和优胜劣汰中

据优势地位遥三是要有较大的蓄积量尧生长量和价值量袁主

将要被淘汰的林木袁提前将其伐除袁为遗传品质优良尧生长

要是体现在以目标树经营的方式培育优质尧大径级尧高价值

势旺盛的保留木释放生长空间袁促进其加速生长袁目标树所

的木材遥近自然经营就是通过科学的人为干预促进森林的

模仿对象就是天然林中的少数优势木袁该经营方法更是野模

演替进程袁培育接近自然又优于自然尧高质量尧功能完备的

仿自然袁加速发展冶的具体体现遥

多功能森林袁实现森林的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

2.5 演替过程近自然

大化[6]遥

森林演替的基本规律是从裸地开始袁由简单的先锋植物

近自然经营就是自然规律的野人工化冶袁通过适当人为

入侵尧定居袁逐渐改变环境条件袁导致后继植物入侵形成新

干预袁促进森林的自然生长和演替进程袁满足人类社会对森

的群落袁经过不同植物群落的更替尧发展袁最后形成复杂而

林的需求遥

稳定的森林群落的过程遥在没有强烈外力干扰的条件下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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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着时间的推移袁同一地段上可依次发生不同的群落袁出现不
同的演替阶段袁即群落发生的先锋阶段尧发展强化阶段尧相
对稳定的亚顶极阶段和成熟稳定的顶极阶段[5]遥一般表现为
裸地被草地覆盖袁随着土壤尧环境的逐渐改变袁再有灌木进
入袁再有适应性强的先锋树种进入袁先锋树种经过多代萌生
生长势逐步减弱袁能在冠下更新生长的基本成林树种逐步替
代先锋树种袁形成比较稳定的植物群落袁最后由最适应本地

例如袁可通过营造混交林尧强化抚育等措施预防森林灾害的
发生遥

加强宣传导向袁强化执法力度袁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为了保证林区经济繁荣和天然林保护工程有效实施袁

弥补人工林种植发展的不足袁一是要加大叶森林法曳叶森林法

为了有效地避免火情袁要建立林区护林联防组织机构袁

实施条例曳等专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袁充分调动当地农民
积极参与天保工程和森林保护的积极性曰二是要加强林业

绝带火进林区袁严格强化火源管理遥如发现火情袁应及时报

部门领导对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袁提高林业从业

告袁党尧政尧军尧民多部门联合行动袁从而及早救治和控制火

人员素质曰三是充实地方林业执法力量袁配备现代先进的执

势蔓延遥

法设备袁加大打击森林犯罪的力度袁从而有效保障森林资源

3.6 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特色经济

的良性循环遥

安排专职护林人员 24 h 进行巡视袁及时排查火灾隐患袁杜

林区经济发展应立足实际袁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尧土
壤尧生物尧劳动力等条件袁大力发展当地非林经济袁走产业道
路遥例如发展松茸尧药用植物尧野生蔬菜尧林下花卉等特色植
物袁不仅带动经济发展袁同时增加了林区覆盖率袁林区生物
多样性也得以恢复[5]遥另外袁在条件可行的区域内袁开发野林
区生态要生产文化冶为一体的旅游产业袁以带动林区经济的
发展遥林区旅游业的发展袁同时带动了餐饮业尧运输业尧特色
民族产品营销业等袁为林区农民发家致富尧增收提供了有效
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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