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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流域尺度的生态重建初探
陈锐牛文元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经济增长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必须走

以开发促重建、以重建促开发、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与重建相结合的道路。本文着重探讨了生态重
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定位，分析了流域尺度上生态重建内涵的系统认知、生态重建目标的本质
识别和生态重建水平的宏观判据。以此为基础，初步提出了流域尺度生态重建模式的调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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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

一，不仅突出了生态重建的战略地位，而且突出了生

重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西部地区作为２１世纪国家

态重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整体性。西部地区

建设的重点地区，其生态环境却有着非常脆弱的一

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生

面，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全局发

态恢复与重建，将西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生

展。面对我国资源短缺、人口剧增、粮食安全等一系

态安全屏障，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

列重大社会问题，加大西部地区生态重建力度，并努

西部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良性循

力使其得到改善，对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

环。必须将生态重建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

重要的意义。

略，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实施，构筑经济目标、社会

一、生态重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定位

目标与生态目标并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

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有赖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益并举的协同发展模式，充分挖掘生态重建对社会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生态重建

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将生态重建作为社会经济建

放在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加强西部地区生态重建

设的新兴产业，使其涵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

是本区域和居于江河下游的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

业化与生态化、清洁能源与生物资源开发、生态旅游

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加快开发西部

产业发展、生态社区与聚落建设、防灾减灾工程与林

地区重大战略部署和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

草恢复工程建设等在内的多层次投资领域，并逐步

要。

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将生态重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内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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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必须将生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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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实施生态产

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优化调控生存环境为目标，提

业战略。运用市场机制和高新技术开拓资源优势，

出了区域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环境

以市场换技术，以资源换资本，推进工业生态化和农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ＰＲＥＤ

业产业化的结构转型与产业重组，营造西部大开发

系统——的协调发展，使之形成相互依存、紧密联系

的投资环境与开放环境，构建协调高效的自然一社

的区域ＰＲＥＤ复合统一体。

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探索西部地区资源利用的

流域ＰＲＥＤ系统是指特定流域范围内的人口、

新模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推进制度环境创新，深

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通过相互影响、彼此制

化经济体制改革，最终把西部地区建成经济持续稳

约，构成的多层次性的复杂开放巨系统。构成流域

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ＰＲＥＤ系统的各子系统分别由一系列要素构成，具

的绿色生态屏障。

有整体统一性、地域分异性和层次多样性等特征。

二、流域尺度生态重建内涵的系统认知

流域尺度的空间、时间、自然、经济、社会、文化

就流域尺度而言，我国大江大河上游多处于西

背景差异，形成了流域发展过程的高度复杂性，并伴

部地区，作为国家重点的水源涵养区、重要的生物多

之以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矛盾。

样性富集区和主要的生态脆弱区，西部地区是全国

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

生态环境保护、恢复与建设的核心区和重点区，其生

于实现人口稳步增长、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保

态地位极其重要。但江河流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护、社会经济发展四者之间在时空尺度上的相互协

却日益呈现严峻形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

调，即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协调发展，这是实现流域可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范围日益扩大，危害程度不

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断加剧。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大河上游的生态环

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发展模式以流域内的人口、

境恶化凸显令人堪忧的加速趋势：沿江沿河的重要

资源、环境和经济作为四大支撑点，彼此通过相互联

湖泊、湿地日趋萎缩，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江河断流、

系、作用和影响，构成流域网络关联结构。该发展模

湖？白干涸、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危

式以人口子系统为核心，通过流域内人类生产活动

害和植被退化、土地沙化；同时，西南地区江河沿岸

直接或间接影响资源与环境。同时资源与环境又以

过度开垦和樵采，有林地、多林区乱砍滥伐，致使林

自身的数量分布和质量差异制约人类的生存发展，

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功能急剧衰退，水土

从而形成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彼此共生、相互关联

流失加剧，洪涝灾害频仍。长此以往，大江大河上游

的动态平衡关系。人类活动对流域内资源环境的开

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

发深度和广度与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临界阈值的动

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

态响应，决定着流域生态环境良性演替或逆向衰

因此，探讨流域尺度的生态重建问题，必须从全

退。

流域的角度系统考虑流域内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

三、流域尺度生态重建目标的本质识别

发展之间的整体关联与全局效应。

流域尺度生态重建目标的本质识别可从ＰＲＥＤ

流域尺度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社会、经济、生

系统各子系统的不同角度和出发点加以审视。对人

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大课题。伴随着人口快速增

口子系统而言，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长、人类活动广度与强度空前加剧，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生态重建目标的主要内涵；对经济发展子系统而

也日趋失调。早在１９７０年代初，国际上就以合理协

言，合理的经济结构及其健康协调发展是生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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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基本保证；对资源子系统而言，优化组合的资

量的“时间维”水平。

源配置、和谐稳定的生态体系是生态重建目标的主

构筑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的宏观判

要标志；对环境子系统而言，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经

据，表明了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

济发展系统（即ＰＲＥＤ系统）的人地关系优化调控是

续）三大特征。由此三维空间所构建的流域ＰＲＥＤ系

生态重建目标的核心要素。

统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式，从逻辑构架和表述方式上

总体而言，从流域ＰＲＥＤ系统来看，在资源、环

对于流域ＰＲＥＤ系统做出更深层次的解析：

境、人口、经济各子系统的组分之间，始终存在着物

Ｃ＝∈ｆ Ｎ，Ｑ，引

ｃ——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的整体度

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动态渗透和复杂的反馈机
制。盲目粗放发展将趋向熵增、无序与恶性退化状

量；

态；合理开发调控将趋向负熵、有序与良性进化状
态。综上可见，流域尺度的生态重建目标主要体现

特征；

ｐ——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的质量维

为维护ＰＲＥＤ系统的稳定性，确保流域生态经济复
合系统的能流、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五流交

特征；

卜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的时间维

汇处于良性循环，流域内的人居环境不断优化，流域
的系统功能持续稳定。因此，流域尺度生态重建目

卜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的数量维

特征；

标的基本表征就是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良性循环和永

∈——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各子系统
的响应函数关系。

续发展。

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重建水平宏观判据概念模

四、流域尺度生态重建水平的宏观判据
流域尺度的生态重建水平的宏观判据集中体现

式的目标在于：描述和反映特定时期内各子系统协

为对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一个特定

调发展的水平或状况；评价和监测特定时段内各子

流域而言，其ＰＲＥＤ系统的生态重建水平具有以下

系统协调发展的趋势及速度；综合衡量流域ＰＲＥＤ

三个宏观判据：

系统整体各领域之间的协调程度。
五、流域尺度生态重建模式的调控策略

（１）衡量一个特定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发展力”，
即宏观判别一个流域在保证居民生活质量永续提高

流域ＰＲＥＤ系统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载

和生态环境良性演替前提下，流域ＰＲＥＤ系统健康

体，引导流域ＰＲＥＤ系统向稳定性、有序化方向发展

协调发展速度的“数量维”水平。

是西部地区在流域尺度上进行生态重建的总体目

（２）衡量一个特定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协调力”，

标，也是实现流域ＰＲＥＤ系统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

即定量诊断在同一尺度下维持经济进步与社会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求。构建流域尺度生态重建模

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平衡、环境

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探讨流域稳定

保护与资源开发之间的平衡、当代利益与永续发展

性的内涵与机理，创造流域稳定性的实现条件，积极

之间平衡的“质量维”水平。

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稳定

（３）衡量一个特定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持续力”，

性。其调控策略主要包括：由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

即科学判断一个流域在发展演替历程上调控机理的

益、掠夺自然资源，转变为保护、恢复和优化生态环

长期合理性。持续度注重从“时间进程”上把握和关

境；从分散治理转变为综合治理；由偏重善后治理转

注流域ＰＲＥＤ系统长时间序列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

变为保护与治理相结合；从先破坏后治理转变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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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和生态保护重建相协调等。

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在水土流失严重的低山丘陵

流域尺度生态重建模式的调控策略应以流域

地带，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和发展保护

ＰＲＥＤ系统的科学管理为纽带，以水资源的合理开

性林业，建立乔、灌、草相结合的多层次立体生态结

发与优化配置为核心，以流域生态群落的重点保护

构。在荒漠化地区坚决制止垦耕沙地、伐木樵采，保

及高效防护林体系建设为主体，从而寻求流域尺度

护现有沙地植被，生物固沙与工程固沙相结合，改造

高效开发、集约经营、协调发展的全新模式。

沙地资源。
３．以生态用水的动态平衡为流域发展提供永

１．建立高效生态立体防护林体系
从流域内部到外围边缘，根据不同部位的生境

续动力

需求，构筑乔、灌、草多层次物种相结合的防护林体

水资源是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生态保护、环境改善

系和网、片、带空间立体结构农业耕作体系，构成立

和经济建设的生命线。流域水资源的优化调控，必须

体层次的复合农林生态系统。

以协调处理流域生态环境需水与社会经济用水的动

在流域外围建立灌草带或营造荒漠防风固沙

态平衡关系为关键调控因子，保持自然生态系统与

林；在流域边缘营造大型基干防风防沙林带；在流域

人工经济系统的和谐。从流域ＰＲＥＤ系统可持续发

内部构筑“窄林带、小网格、乔灌草相结合”的护田林

展的战略高度和宏观视角来合理匹配生态用水的供

网，林网内一般实行多种模式的农林混作；开展“四

需平衡，使各类刚性生态用水和弹性生态用水按轻

旁”植树，同时在流域内小片夹荒地、沙滩地和盐碱

重缓急予以优化配置。

下潮地等营造小片经济林、用材林或成片薪炭养畜

为此，必须加强水利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林。流域外围灌草带的防风阻沙作用与植被组成、

通过加快水利灌排工程建设，提高灌溉技术和耕种

盖度、宽度等因素相关。为此，应加强流域内部以林

水平，抑制土地盐碱化；充分利用地下泉水与地表径

网化建设为主的综合治理，并坚持利用区域性优胜

流的季节性差异，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解决春旱缺

种的天然更新能力，通过封育恢复其生产力。同时，

水矛盾；在洪水主要危害地段修筑必要的永久性防

要充分利用自然降水和夏洪、冬闲水及地下水，促进

洪工程，大力发展河道沿岸护岸林，预防洪水危害，

衰败林的复苏和天然落种更新。

推进节水型生态农业系统的全面建立。

２．营造流域外缘过渡带的天然植被屏障

４．以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为流域水土流失与

流域外缘过渡带是流域的主要生态脆弱地区，

荒漠化防治提供基础支撑

必须加以重点保护使其成为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重要

实行以水土资源为主导的流域自然资源高效开

屏障。近年来过度耕牧樵采的人为扰动，导致西部

发，严格遵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全面推进农

地区流域外环带生境的极度退化，其波及范围常抵

田、库渠、道路、林草等土地资源的综合整治，增加有

达流域外界１０～４０ ｋｍ，甚至高达６０ ｋｍ，其中紧邻

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产出质量，改善流域农业生产

流域的３～６ ｋｍ界外区为典型的严重破坏区，被称

条件和发展环境，有效控制流域土地退化。通过合理

为“生态断裂带或生态裂谷”。

开发荒地，切实做好农田和城乡用地整理，严格控制

坚持上、中、下游的统筹规划、协调治理和统一
开发。坚持林草业为主，实行林牧业结合，充分利用

农业结构调整和其它行业建设占用耕地资源，切实
保护基本农田。

林中空地和采伐迹地，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经济林

通过培肥改土和增进地力，有效防治流域水土

和水土保护林，重点建设流域上游地区中高山地带

流失和沙漠化。实行用养结合、农牧结合的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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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扩种绿肥、苜蓿，增施厩肥，大力推广秸秆还

设发展途径、流域各种灾害防治预案、流域社会经济

田；采用合理灌溉、完善排水系统、喷灌洗盐、种稻洗

系统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科学规划，逐

盐和生物排水等综合措施，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ａｎ

步完善和优化流域ＰＲＥＤ系统，加强宏观调控与微

强灌溉管理，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搞好水土平衡；建

观调节的协调管理，不断提高流域的生态效益、环境

立垦区土壤肥力与肥料效应及水盐运动的监测预报

质量与生产潜力，推动流域ＰＲＥＤ系统永续发展。

系统，为培肥改土提供科学依据。

六、结语

５．构筑高效开发、集约经营、协调发展的流域
发展新模式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
目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区域经

为实现流域ＰＲＥ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

济呈现不平衡发展的格局，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两

立高效开发、集约经营、协调发展的流域发展新模

难选择。２１世纪初叶的２０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式，全面推进行业与部门之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阶

之间、城乡之间、农林牧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段，中国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将有更多的发展机遇

通过实施资源转换战略，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产
品系列，提高经济效益，健全产业结构，走外延扩张
与内涵增长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积极发
展乡镇工业，开展地方优势产业与农副产品深加工
的多种特色经营，依托现有的资源优势，推广生态产
业技术，发展绿色食品和开展生态旅游，努力实现流
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粗放型经营走向现
代集约化生产，建立集约型生态经济的优化模式。
通过开辟多种能源利用途径，优化调整流域能
源结构。采取地区联营、国家贷款和政府资助等多

和更广的成长空间。系统分析中国西部地区流域尺
度上生态重建机制的构建，合理选择适合西部实情
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流域尺度上构筑出以市场
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生态重建为保障，产业结构、经
济结构迅速演进，上、中、下游协调优化和持续、快速
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生态重建在国家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战略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将由此而进一步凸显。

种途径加大投资，增加技术设备和业务力量，积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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