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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走出草原生态治理的误区
曹鸿鸣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北京１０００１１）

摘要：草原是中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屏障。由于对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缺乏全面认识，当前在草原生
态治理中存在一些误区。全面认识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有助于走出草原生态治理的误区。该文分析了草原的生
产、支持、调节和人文信息等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并对解决草原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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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与其赖以

顷的速度递增。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农业部草原监理中

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的陆地生态系统。从全球范围

心首次对全国草原的监测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草

看，世界草原的面积约为３４．８亿公顷（联合国粮农

原严重超载过牧，内蒙古、新疆、甘肃和四川等省份

组织资料），占陆地总面积的２０％左右。中国的草

的天然草地家畜超载４０％以上。草原的退化已经

原面积３．９３亿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

成为影响中国生态环境安全格局、制约社会经济可

位。草原是中国的主要植被类型之一，占中国陆地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八国集团

国土面积的４１．７％左右，是耕地面积（约１．２２亿公

峰会及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在德国召开。不像以往

顷）的３．２倍、森林面积（１．５９亿公顷）的２．５倍。

的历次峰会总以经济问题为首要问题，本次峰会上，

从远古至今，广袤的草原呈半圆形环绕在祖国的西

全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了各国领导人关注的

南、西部、北部和东北，绵延４ ５００余公里，覆盖着

焦点。期间，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全面阐述了

２／５的国土面积。

中国应对全球变化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未来应对的策

１

中国草原退化的现状

略，彰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

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
近几十年来，由于过度放牧、滥垦滥挖、樵采、开

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价值，对于中国生态环

矿等不合理的利用方式，中国的草原生态系统迅速

境保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的可

退化，生态服务功能严重减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由于草原退化导致的沙尘暴频繁发生，为中国北
方的生态环境安全再次敲响了警钟。据报道，１９８３

２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

年内蒙古自治区的退化草地约２１万平方公里，到

长期以来，草原一直被看作是优良的放牧场，是

１９９５年增加到３５万平方公里。素以水草丰美著称

可更新的畜牧业生产资源。近年来，随着载畜量的

的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退化草地的面积分

别为２３％和４１％，退化最为严重的鄂尔多斯草原退
化面积已达６８％。据２００１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约９０％的可利用天然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平均产
草量下降了３０％～５０％，其中，重度以上的退化草
地面积已达１３５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以２００万公

增加和草场的退化，人们逐步认识到，其实生产仅仅
是草原的一项功能属性，草原还承担着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传承文明等多项重要
生态服务功能。概括起来，草原具有生产、支持、调

节、和人文信息等４方面的服务功能。
２．１草原的生产功能
草原的生产功能是众所周知的。草原畜牧业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６一ｌＯ

草原地区的优势产业。２００５年，西藏、内蒙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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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万吨、牛奶９７７．８万吨，分别占全国的２７．１％、

为全国１４．３％，因此，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如果过度

５８。８％和３５．５％。六省区牧业产值占其农牧渔业

利用而得不到有效保护，草原将很快退化。江河源

总产值的４１．３５％。在牧区旗县，草原畜牧业的经

头草原的退化、湿地的锐减，将直接影响长江、黄河

济产值往往是其ＧＤＰ的７０％～９０％。目前草原畜

等母亲河流的水源供给，进而影响中下游人民的生

牧业仍然是草原地区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但应该

活。

看到，由于中国９５％的草原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和

其次，草原具有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功能。有

亚湿润干旱区，加之生产管理方式的落后，中国草原

人把草原植被比作地球的皮肤，而植被下面土壤是

生产力还比较低，平均每公顷的草地生产力约为

地球的肌肉。如果草原植被遭到破坏，下面的土壤

７．０２个畜产品单位，仅为澳大利亚的１／１０、美国的

就难以保持。研究表明，当植被盖度为３０％一５０％

１／２０、新西兰的１／８０。因此，发展草原畜牧业必须

时，近地面风速可降低５０％，地面输沙量仅相当于

充分考虑该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草场的载畜量必

流沙地段的１％；盖度６０％的草原，其每年断面上通

须与当地草原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再片面追

过的沙量平均只有裸露沙地的４．５％。据测定，在

求牲畜头数的增加。

相同条件下，草地土壤含水量较裸地高出９０％以

草原的生产功能还体现在草原地区丰富的动植

上；草的防风固沙能力比森林高３—４倍。中国科学

物资源基因库。据调查，中国草原生态系统中可以

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测定结果显

用来制作食品的食用植物有２ ０００种，包括蔬菜植

示，１９７９年围封的一个保护较好的科研样地地面竟

物、果品植物、蜜源植物、饮料和其它用途的植物；药

然比相邻的放牧场高出１５ｃｍ～２０ｅｍ。因此，保护草

用植物６ ０００余种，包括中草药植物、特种药源植

原，发挥草原的支持功能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

物、兽用药植物和农药植物。此外，丰富的草原植物

至关重要的。

资源还包括纤维植物、鞣料植物、能源植物、环保植

２．３草原的调节功能

物等。草原的动物资源也非常丰富。据统计，中国

草原对生态环境因子的调节作用是上苍馈赠万

草原上繁衍的野生动物２ ０００多种，其中有４０余种

物生灵的宝贵礼物。根据全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关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如：羚羊、野牦牛、野马、野驴、野

于调节功能的定义，草原的调节功能主要包括：水资

牛、马鹿、雪鸡、雪豹等等，还有３０余种国家二级保

源调节、空气调节、土壤碳固持等。

护动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草原有放牧家畜品种

草原对水资源的调节一方面表现在涵养水源，

（含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引入品种）２５３个，如绵

保障中国大江大河源头的水源供给，另一方面表现

羊、山羊、黄牛、牦牛、马、骆驼等，其中有：辽宁绒山

草原植被对降水的固持作用。天然草原的牧草根系

羊、小尾寒羊、滩羊、九龙牦牛、天祝白牦牛、蒙古牛、

细小又分布在表层，可以有效减轻雨滴对土壤的冲

蒙古马、阿拉善双峰驼等很多品种是中国特有的家

击和破坏，促进降雨入渗，阻挡和减少地表径流的产

畜品种资源。

生，因此具有较好的保水性能。据测定，两年生牧草

２．２草原的支持功能

拦蓄地表径流的能力为５４％，面生长３—８年的森

草原不仅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

林仅为２０％。据黄土高原的资料，农田比草地的水

源，而且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土流失量高４０—１００倍。种草与不种草的坡地相

持和保障。首先，草原是中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比，地表径流量可减少４７％，冲刷量减少７７％

中国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

草原对空气的调节作用可以分为气温调节、空

和黑龙江等几大水系都发源于西部草原，黄河水量

气湿度调节和空气质量调节三个方面。据报道，草

的８０％，长江水量的３０％，东北河流５０％以上的水

地的地表温度与裸地相比较，夏季一般低３℃一

量直接源自于草原。因此，草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

５℃，冬季一般高６＂Ｃ一６．５＇Ｅ。大面积的草地比裸

水塔，是哺育中华各族儿女的生命之源。然而值得

地的地表湿度高２０％左右，而小面积的草地湿度也

一提的是，中国９５％的草原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和

比裸地高４％一１２％。由于草原的植被覆盖，不仅

亚湿润干旱区，其直接降水量仅占全国降水量的

可以显著减少空气中的可吸人颗粒物，而且能够吸

１３．１％，地表水仅占全国７．８％，地下水资源占有量

收二氧化碳、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释放氧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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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空气的质量，特别是在大风天气时，能够很好

３．１

１７

恢复草原植被是植树还是种草

地固持土壤，减少沙尘天气的发生频次。此外，草原

近年来，植树还是种草一直是困扰草原植被生

还具有降低噪声和释放负氧离子的作用，据报道，草

态建设的一个问题。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无疑是正

地上方释放的负氧离子高者可达每平方米２００～

确的，但是具体到某一特定草原地区，究竟是宜林还

１

０００个。

是宜草尚存在较大争议。在荒漠草原和典型草原区

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已经受

域，由于降水量偏低，难以支撑树木对水分的需求。

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１９９７年，《联合国气候变化

历史上这些区域以草本植物为主，是大自然年复一

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到２０１０年，相对于

年精心选择的结果。如果违背自然的规律，试图以

１９９０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全世界总体排放要减少

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其实是以生态建设的名义

５．２％。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在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

进行生态破坏。例如，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建国后

家对话会议上，全球变化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

年年植树，但是今天森林覆盖率仍不到１％。大批

焦点。由于中国草原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地

治沙造林、退耕还林的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地用于种

下生物量远远大于地上生物量，因此，能够吸收大量

植难以为计的森林，确实是对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

的碳转化为土壤有机质而贮存在土壤中。这就是草

原生态系统的碳固持作用。一旦草原被开垦为农
田，已经固持的碳会迅速转移到大气中。美国大平
原的研究表明，当原生草原被开垦为农田时，耕作层
的碳损失可以达到４０％左右。而耕地废弃后的碳
库恢复极其缓慢，弃耕５０年后土壤的碳储量还远低
于原生状态。
２．４草原的人文信息服务功能
草原的人文信息功能主要是指人们通过欣赏草
原景色，感受草原文化，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体验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而
获得非物质利益。草原的游牧文明和中原的农耕文
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碰撞、相互交流和融
合，共同哺育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不同地区

与其让难以成活的树木来阻挡沙尘暴，不如让草将
沙尘捂住。
３．２春季禁牧还是减少单位面积的牲畜头数

，，

由于春天是牧草萌发生长的主要时期，如果遭
到采食对牧草的生长影响较大，所以近年来，春季禁
牧在中国草原地区正得到大力推广。但是，如果单
位面积的牲畜头数降不下来，春季禁牧也不会取得
预期效果。据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的牧民介
绍，现在实行的春季禁牧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大
部分的牧民采取夜袭战的策略，白天把羊群赶在羊
圈里，应付各级检查，夜间则把羊赶出去放牧。其实

当地检查禁牧的人也知道这种情况，只是掩耳盗铃、
装作不知罢了。问题的关键是减少牲畜头数，如果

真正把牲畜头数减下来了，大可不必春季禁牧。因
为草原的植物物候期不同，有的植物返青早，早春生

的草原各自具有独特的气候和地域特点，因而形成

长迅速，有的植物盛夏生长迅速。要说牧草苗期对

了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族人民

采食敏感，还有不少草原植物夏秋出苗，牲畜吃草并

在与草原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草

非一扫光，是挑着吃，随走随吃，所以关键是减少牲

原文化、宗教信仰和人文情怀。这是草原留给人们

畜头数，只要不过牧，适当采食对草场还有利。

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也是草原上最为丰富的

３．３保护草原湿地刻不容缓

旅游资源。

３草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湿地被认为是地球之肾，对于涵养水源，维持区
域生态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地处干旱半干旱
区的草原湿地更是弥足珍贵。如果把湿地开辟为人

近年来，国家对草原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

工草地只能获得短期高产，其再生能力强的特点将

加大。在中国西部地区陆续实施了退耕还林（草）

彻底失去，而且很容易退化和盐碱化。天然湿地大

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但

面积萎缩，已成为草原牧区重大的环境问题。内蒙

是，治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整体恶化的局势没有得

古克什克腾旗的达里湖周围，随着湿地面积的逐年

到根本控制。由于对草原的价值认识存在偏颇，在

缩小，达里湖的水面面积也逐年缩小。近年来，有些

草原治理中还存在一些误区。

人打着生态建设旗号，在湿地上建设人工草地和人

１８

曹鸿鸣：重新审视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走出草原生态治理的误区

工林，由于人工草地和人工林耗水量都很大，这样进

１９（４）：７６．

［５］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公布草原

行生态治理，其后果将导致生态环境的更加恶化。

首次全面监测情况．２００５．

这样的湿地一经破坏，恐怕很难恢复。

［６］刘加文．从数字看草原［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０５—２３］．ｈｔ．

３．４草原开矿应该先进行环境评价

ｔｐ：／／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ｎ／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ｗｅｂ／ＡｒｔｉｃｈＳｈｏｗ．

近年来，一些小矿业主瞄准了草原地下的矿藏

［７］

资源，在草原牧区进行大量开采，但是他们丝毫不顾

刘黎明，赵英伟．我国草地资源退化的区域特征及其
可持续利用管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３，１３

及对植被的影响。随着隆隆的机器开掘，周围大片

（４）：４６—５０．

的草场被破坏，由于中国草原牧区大多盛行西北风，

［８］仝川，苏和，茶娜．保护区草原退化的多层面成因分析

因此，矿区周围黄沙漫漫、尘土飞扬，严重影响了草

及对策——以锡林浩特草原自然保护区为例．中国草

原的生态环境。尽管这些小矿主能够在短期内增加

地学报．２００６，２８（６）：９７—１０２．

地方税收和ＧＤＰ，但是其造成的危害将是长期的，

［９］

杜青林主编．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有时是难以恢复的。因此，建议草原牧区开矿一定

［１０］夏训城，杨根生．中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灾害及防治．

要认真地进行环境效应评估。确保草原生态脆弱区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的生态环境安全。
［１１］

今年的中央１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草原生态

苏大学．天然草原在防治黄河上中游流域水土流失
与土地荒漠化中的作用与地位．草地学报．２０００，８

补偿机制。前不久，国务院又审批同意《全国草原

（２）：７７—８１．

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国家对草原的投入逐年

［１２］许志信，李永强．草地退化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干旱

增加，要真正认识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走出草原治

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３，１７（１）：６５—６８．

理的误区。

［１３］Ｂｕｒｋｅ，Ｉ．ｃ．，Ｗ．Ｋ．Ｌａｕｅｎｒｏｔｈ，Ｄ．Ｐ．Ｃｏｆｆｉｎ，ｅｔ

ａ１．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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