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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西省土地利用的変化──従與100年前的東亜同文書院的紀録的比較開始──

儲弥煮消

１．序

　　愛知大学的 I.C.C.S 環境研究組在去年８月用

了大約２周時間，囲繞中國的山西省，就該地区所

面臨的環境問題和其解决方案的実践状况進行了大

量的研究学習。特別是対于后者的問題解决這一方

面，日本人通過民間或近似于民間組織在中國山西

省一帯通過植被和土壌改良対其環境的改善做出了

很大的貢献，我們対此感到非常敬佩。関于這一点

榧根勇教授会談及到，在此我就不多談了。
　　因為有了対山西省進行全面的見聞和考察的機

会，所以将以上幾個値得注意的焦点包括在内，従

這次見聞和考察中以土地利用為中心対土地利用的

特性進行了探討。同時，我們試着将其與愛知大学

的前身，即1901年創建的東亜同文書院的学生們

在中國國内作的調査旅行紀録中的大約100年前山

西省的土地利用状况進行了比較。
　　東亜同文書院是以中日相互合作和培養中日貿

易専家為目的而建立的商業学校。他們所作的調査

旅行紀録随后編撰成《支那省別全志》和《支那経

済全書》這些係列叢書。

２．山西省概况

　　山西省位于北京西方的高原地帯。19世紀后

叶徳國的地理学者 F. V. Richtohofen 在観測旅行的

基礎上，従東北方向向西南方向引一条基本綫為軸

将中國的地形構造区分開，這個軸的西側為高原、
山地，東側則為平原。山西省則剛好位于這個軸的

西側。山西省的東側的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脈則将其

與河北省、河南省区分開成了省界綫。由貫穿到古

生層的花崗岩構成的太行山脈的中部正是具有悠久

暦史的佛教聖地五臺山，在南部則是很多神話的流

伝地。
　　従河北省或河南省遠望，太行山脈是由許多高

大的山脈重畳連綿在一起，従海派1000米左右的

山西省來看的話，雖然有五臺山那様的高峰，但更

多的是比較緩和的山地，山的外形也会有很大的区

別。
　　山西省的中央地区，従中部到南部流淌着黄河

的一大支流之一汾河，因此産生了寛大的谷底盆地，
在各地也出現很多鴻溝，形成了充満起伏的平原。
在汾河流域和陜西省的省界綫即黄河的東側是成南

北走向的呂梁山脈，它和太行山脈平行。汾河的上

游流域在這個山脈的中北部，在其上游流域也有一

個盆地。
　　四周環繞的群山的低層是古生層，其中蘊蔵着

豊富的地下資源（F. V. Richtohofen 第一個指出古

生層中含有豊富的煤炭和鉄砿資源）。而在西部其

表面堆積着厚厚的黄土層，在冬天西北風会将這些

黄土高高巻起，形成風沙天気。不僅是省内，風沙

還会穿過太行山脈的空隙処吹到北京、河北拡大風

沙蔓延的範囲。
　　如菓将山西省西端的南北流向的黄河流域除外

的話，山西省則剛好是一個由太行山脈和呂梁山脈

所包囲的大盆地，其内部的特色也就相対比較好理

解。
　　追溯到古代春秋戦國時期這里是晋國的所在

地，所以這里存有很多晋代的暦史遺跡。
　　山西省的面積大約有15萬 km2，其所在緯度

相当于日本的東北地区到関東的北部。但因為是盆

地，而且陜西省南部的秦嶺山脈等原因，季風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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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１】山西省概要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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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阻匸在外。年降水量僅在200mm 左右，就連夏

季也只下少量的雨水。而且太原以南和以北還有很

大的差別，太原以北気候更加幹燥，在西北部開始

出現内蒙古延伸來的沙漠（図１）。
　　2000年現在，山西省内的人口大約有3500萬，
而100年前大約只有900萬，新中國成立后大約増

長了３倍。据全國人口普査的数据來看，1982年

至1990年之間，人口的増長率為13.7％，1990年

至2000年之間的人口増長率為14.64％，不論是幤

一次人口普査其人口増長率均超過全國平均値。這

些人口当中除省会太原之外，大同、臨汾、運城、
介休、陽泉等各地方中心城市的城鎮人口比率為

35％，低于全國平均値１個百分点。65歳以上的

人口比率為6.2％略低于全國平均値。然而，文盲

半文盲比率中，15歳以上的人口率為9.9％，比全

國的16.4％要低。這可能跟過去山西商人的活躍和

軍閥閻錫山時代的教育普及政策有関。而且，６歳

兒童的失学率為5.2％，比全國平均値7.6％要低一

些。総的來説，山西省応該一直保持着普及教育的

伝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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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約100年前的山西省土地利用的状况

１　東亜同文書院的紀録

　　大約在80‒100年前，東亜同文書院的学生在

山西省省内進行過詳細社会調査，其記録一直被保

存着。東亜同文書院是由東亜同文会以培養中日間

貿易事務人才為目的的商業学校，于1901年在上

海建立，不久發展為学術性的教育学校，后來又上

昇為大学。
　　書院教育的中心在于現地完全性的漢語教育和

通過対中國及東南亜一帯的実地調査掌握対地域的

理解。在這様的宗旨下，経過半個世紀，大約培養

出5000畢業生，其中大部分都経暦了３個月左右

実地調査，調査課題総共約達到700個。這些実地

調査報告就成了畢業論文，最后整理成《支那経済

書》和《支那省別全志》得以發行。
　　除了有很多班直接進入山西省進行調査外，還

有很多横穿山西省去別的省調査的班。《支那省別

全志・山西省》是在大正９年（1920年）發行的，
但其中主要采用的是明治41年（1908年）至大正

７年（1918年）的書院学生７個班的実地調査結菓。
当時中國正処于辛亥革命和民國誕生的混乱時期，
在全國範囲内係統地調査中國的國内実情有很大的

困難。因此由這些書院学生編撰的当時中國的這嚴

調査報告，在今后還値得再進行評価。

２　書院学生所描写的山西省的土地利用

　　書院学生是対山西省的地志・地理進行了全面

的調査，其内容所渉及的範囲也很廣。在此只対当

中和土地利用相関的部分作以描述。
　　書院学生的這次調査旅行，主要以徒歩為主，
有時也通過坐船、騎馬、乗公共汽車和坐火車來進

行，並経過細致的観察才作成了這麼優秀的旅行紀

録。当時，中國大部分都是農村地区，而且書院学

生中農村出生的人也很多，我們可以想象得到他們

很容易就会将中國的農村與他們成長的日本農村進

行比較，並帯着很強的好奇心來理解中國各地農村

的生活景象。在紀録時，他們以自己的観察和体験

為中心，尽量避免了壼言和推測，可以説是比較客

観的観察記録。
　　除了以上関于山西省的調査紀録外，還有別的

調査紀録。我們首先以昭和５年（1930年），横穿

山西省的班的紀録為基礎，従1930年的山西省開

始描述。
　　1930年進入山西省進行調査的班有好幾個。
其中有個班従石家庄到太原，再経由臨汾、運城継

続南下，本來還想去河南省。可是在到達運城時陜

西省的馮将軍已経進入戦争准備状態，同時山西省

的閻将軍也做好了応戦准備，還得到可能要開始在

山西省内征用汽車的消息，所以這個班就放棄了去

河南的計壤，再次回到太原，並更改路綫北上到了

大同，最后前往到北京（図２）。峇外，還有一個

従四川省出發，経陜西省再到山西省的班，這個班

的報告是通過対四川，陜西和山西進行比較，來分

析山西省的状况。
　　図２所表示的就是那些班在山西省省内調査旅

行的路綫。他們先従太原到陽泉，再到達石家庄，
基本上貫穿了山西省的南北。在此之前，還有一個

班従包頭出發，順着黄河南下，然后抵達太原。
　　在図２中，途径的道路状况也被標示了出來。
従図中可以看出，太原以南和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道

路状况還是比較良好，特別是作為当時工業中心地

的楡次和介休之間的道路舗設得非常好。
　　据従陜西省的西安方面進入山西省的班的紀録

描述，山西省與陜西省的最大差異在于山西省在閻

氏政権的長期支配之下，汽車用的道路都修得很好，
而在陜西就連在白天行車都很危険。
　　記録中所説的閻氏是指当時在自己的支配下推

動山西省政治前進的軍閥閻将軍。閻将軍曽経留学

日本，以日本為模本極力推進教育普及政策。而且，
在省内頒布了禁止種植罌粟（当時被用來制造給中

國人民的身心健康帯來極大的危害鴉片）的禁止令。
在南下黄河流域進行調査的別的班的記録中，黄河

対岸的陜西省開満了罌粟花，而在山西省却看不到

那様的光景，従此可以看出閻将軍的政策得到了徹

底的執行。道路的舗設也是按将軍的政策來実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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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２】山西省調査路径和道路状况，1930年（此図根据第27期学生的日記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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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時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除了像陜西省的

馮将軍這様的例外，主要是由軍閥來実施的，中國

的近代化正是由他們支劒的。閻将軍就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不過従其統治的基礎來看，這種為了更便

利地控制省内状况的戦略上的原因也是不可否認

的。
　　関于太原南側道路有這様的記載：我們対于閻

錫山的偉大功業，還有那些舗設地很精良的汽車道

路不禁感到驚訝，道路大約有5.5‒7.5米那麼寛，
路的両旁整斉地種着洋槐和柳樹，非常漂亮。在当

時，種有樹木的道路是比較先進的模式，可以看出

這些道路是剛被舗設的。這些道路舗設的同時也充

分考慮到汽車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期，省内的汽

車交通網也在不断的拡大。這個時期的道路建設可

以説是現在各省的高速道路建設潮流的先例，在今

天，和当年一様也是以省為単位在進行道路建設。
　　据班員的紀録：在山西省省内女性一個人走夜

路也很安全；太原市為了降低灰塵已経開始使用洒

水車；而且如菓公共汽車在途中出現了故障也会開

到目的地；火車也是按時運行；車輛也很清潔。這

些軟件設施尽如此完善，我們感到很驚訝。

　　在道路交通方面，道路上最顕眼的就是自行車，
自行車在那時已経很普及。可以看出，山西省已経

具有譲普通老百姓普及自行車的経済能力。
　　但是，記録中又有這様的記載：対太原為中心

南部和北部存在的巨大差距感到震驚。可見太原以

北的地区的道路並没有得到很好舗設。其背景是，
太原以北的土地很幹燥，並被黄土所覆蓋。路邊的

樹木也很少，毎到下雨時，泥水会淹到膝蓋。也就

是説，閻将軍的治世之策也没能影響到太原以北条

件悪劣的地区。
　　以上介紹的是山西省省内在当時的道路状况，
可以説這些已経折射出了山西省省内的土地条件和

自然環境的不同。
　　当然，它也反映出当時土地利用状况。
　　図３是従書院学生的紀録中将有関土地利用的

部分提取出來而制作的図。
　　従図中可以看出，以処于省的中央位置的太原

為界綫，太原以南和太原以北的土地利用状况有很

大的地域性差異。
　　根据従石家庄経由太原南下的班員的記録來

看，随着逐漸接近南部地区的臨汾時，棉花的種植



0                          100 km

【図３】1920年代山西省主要地区的土地利用

（此図根据東亜同文書院学生的旅行記録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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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増多。原文是這様記載的 : 路邊的耕地主要種

植的依旧是小麦，不過注意的是棉花的種植開始越

來越多。従這個観察記録可以看出，太原以南的土

地利用已経主要用于種植棉花。従臨汾再往南下時，
又有這様的紀録：在廣闊的平原上，耕地用于大多

種植棉花。土質似乎都是黄土層。此記録則描写了

山西省的南端部分是単一種植棉花作物的地帯。
　　位于臨汾北部的洪洞是山西省南部一帯的棉花

中心集散地，那里大量棉花批發店可以證明這一点。
在這個時期，棉花被従石家庄運往天津，而最南端

的棉花則従河南省販売到漢口。

　　而位于棉花被運往天津路途中的楡次則成了紡

織工廠的建設地，在省内将棉花加工成成品，創造

出附加値，並建立了銷售到其它地区的機構。這同

様是閻政権的山西省経済自立政策所帯來的成菓。
因為在此之前，用農村簡単的棉織機制出來的土布

的量一直都非常有限。
　　当時，山西省的南端地区能如此程度種植棉花

這様的経済作物其最大的理由是用于制造鴉片的罌

粟栽培一直都被禁止。在過去，当時被用來種棉花

的耕地幾乎都種着罌粟。如菓説栽培罌粟可以帯來

現金收入的話，那麼尋找代替罌粟的経済作物就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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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有必要。当時的選択為種植棉花，因為山西省

南部的汾河流域土地肥沃非常適合種植棉花。実際

上，在書院学生的調査旅行中，他們考察發現由于

地区的不同，棉花的生長状况也不同，太原越是往

南其棉花的生長態勢越是良好。
　　在図中還可以看出，太原到洪洞的這個区域麦

類的栽種状態比別的地方都要好。這些麦類作物主

要是小麦，是日常食用面類食物的主要原料。但是，
当遇到旱災時，就不得不向直属省（現在的河北省）
或河南省購買糧食，可見其生産状况還是很厳峻。
　　播種小麦是要受気候条件制約，通常是在春分

時候進行播種，也就是所謂的春小麦的方式為主進

行播種。所以適于農耕的時間非常短。
　　在図中可以看出，在太原的北部地区還種有高

粱。高粱的種類有両種，除做成高粱飯之外，還可

以将其磨成粉和小麦混在一起做成焼餅。還可以将

高粱加工成高粱酒，所以高粱在当時還是發揮着很

大的作用。
　　但是，越是往太原的北面走，土地条件就変得

更加悪劣。在記録中的記載如下：和南部地区相比，
北部没有多少廣闊的平原，大多是坡度較緩的丘陵

地帯；耕地里也只有太原市北端可以看見一些緑色

的小麦，稍微往北走些就全都是高粱地；黄土層遭

受多年的風吹雨淋，形成了有大有深的溝，到処有

作戦用的壕溝；而且土層的表層成紅褐色，和南部

的比起來不会有人覚得這里土地肥沃。
　　在北部未被利用的土地還很多，可見那里適合

用于耕種的土地還是比較少。到了大同附近的時候

総算可以看到耕地，不過種植的大多都是高粱。
　　通過整個路綫可以看出，大多的山都已経禿了，
基本上看不見森林。還有記録描述従太原到石家庄

的延長綫正太綫的沿綫太行山脈一帯，可以看到有

一些被開墾的耕地深入到了光禿禿的山里。
　　以上是70‒100年前的山西省，在中央地区向

南北不断延伸的盆地中，南部種植的是棉花，中部

以高粱和小米為主，而北部除了大同周邊外都是些

不毛之地。這些差別的背后不僅和気候条件，而且

和各地土壌状况也有很大的関係。在南部地区，従

罌粟種植転化成主産棉花與閻将軍的政策実施也是

関係緊密。

４．現在山西省的農業土地利用

１　調査時期和路綫

　　在2004年８月上中旬，我們対山西省進行了

実地調査。我們利用高速公路従北京進入大同，従

大同開始進行調査，調査路綫主要有以下幾種：首

先，従大同往返于南邊的忻仁地区、東南方向的渾

源地区、西北郊外，再従大同経由五臺山進入太原；

其次，従太原経由平遥抵達臨汾，然后往返于臨汾

與黄河壺口之間，再従臨汾返回到太原附近到達陽

泉；最后，従陽泉往返于大寨在到達石家庄。
　　総体上來説，我們貫穿了山西省的南北，横穿

了山西省的東西。我們的路綫基本上和上面介紹的

東亜同文書院的学生們所走的路綫是一致，所以和

他們所紀録的当時山西的状况可以進行比較。但是

有一点不同的是，大多数書院学生是在６月対山西

省進行調査的，而我們是在８月進行調査的，這之

間有一定的時間差。因此，我們応該承認在土地利

用的農業土地利用中的農作物栽培時期上存在一定

的偏差。

２　農業土地利用

　　與書院学生調査的戦前時代相比，現在的山西

省的人口増加了3.5倍，土地利用上也出現了很大

的変化。不僅是太原、大同這様的大城市，各地方

的中心城市的人口都有増加，並且随着工廠和住宅

地的増多，郊外地区也在不断拡大，以前只局限于

城内的城市開始不断城外化。峇外，在過去只能通

過正太鉄路一点一点地向省外輸送的煤炭，作為中

國的基礎能源被大規模開發，山西省已成為國内煤

炭生産第一省嚴。現在，不僅通過専用的煤炭列車，
還在利用近年來急速發達起來的高速公路網通過大

嫐車将這些煤炭運往需要煤炭的華北地区。従這些

高速公路網的建設投資來看，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這

必将促進山西省省内城市網絡的建設，雖然現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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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４】2004年山西省主要地区的土地利用（限于旅行綫路両側）
（根据実地考察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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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高速公路的車流量還很低。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現今随着各地城市的發展，
城市土地利用也在不断地増多，過去以農業為中心

的山西省正表現出土地利用的多様化的特征。
　　在這種多様化的土地利用中，本文将把焦点放

在農業土地利用上，従而探討農業土地利用的特性。
因為書院学生在山西省作調査時主要是以農業土地

利用為重点紀録的，而我将重点放在農業土地利用

上也正是想和70‒100年前山西省農業土地利用的

状况進行比較。
　　我們通過対所経沿綫農作物分布的観察和確

認，考察了農業土地利用。在一些的地方，我們対

有機会参観了的農業、與水土保全相関的機構以及

在現場進行訪問和考察證実了這些土地利用所存在

的特点。但是，因為只在経由的沿綫進行了考察，
在微観上得到了很好観察結菓，可在宏観上，欠却

了在面的範囲内進行考察。我們只在大同和太原的

近郊対稠密的農業土地利用進行了在面的考察。従

総体來説，這次対経由沿綫的観察応該可以対現在

山西省的農業土地利用的概况有個大致的把握。
　　図４就是通過上面的方法制作的，是経由沿綫

的農業土地利用状况的示意図。



【照片Ａ】 省内各地都有栽培的玉米地的景観

（2004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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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従図中可以看出，玉米的種植範囲梺有絶大的

優勢，北起大同周囲，南至臨汾地区，範囲非常廣。
据書院学生的紀録：臨汾以南種植棉花的範囲很

廣。不過我們這次没有到臨汾以南地区，所以無法

與其進行直接対比。峇外，因為我們去了五臺山，
所以没能対大同南部的忻仁到忻州的這一段進行考

察。据書院学生的紀録，那里本來就是非農業地区，
只是偶尓能看到放牧的荒地。因為我們這次没能対

該地区進行考察，所以很可惜也不能対該地区進行

対比。
　　由于我們没有対以上那些路綫進行考察，所以

很難就那些地区和書院学生的記録進行対比。但是，
我們所考察的整個地区廣泛地種有玉米這一点是毫

無疑問的。在書院学生所記録的大片高粱地則在大

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玉米地。
　　我們調査的時間在８月，已経是麦類作物收獲

之后，所以没能看到高粱。然而，通過我們的考察

證実了玉米已経作為主要農作物（照片Ａ）。玉米

現在已経成為山西省的代表性的農作物，除一部分

磨成粉用作食用外，大多都用于飼料生産。近幾年，
随着経済的發展，肉類産品的需求増大，畜牧業發

展迅速，所以玉米也就成了経済作物。因此山西省

省内今年飼養牛羊畜牧業的農民正在逐歩増多。
　　雖説種植玉米這様的単一経済作物並不是很花

費功夫，其背后原因跟節省了労動力的日本水稲種

植有点類似。但是，我們可以想象農民只靠種植玉

米的收入是很難能維持全家人的生活。也正如我們

預想的一様，大多数農戸都是有副業。副業的内容

大多是采煤，煤炭搬運，或是従事煤炭運輸之類的

工作，都是與和豊富的煤砿、鉄砿這些地下資源開

采相関的工作支持着農民的生活。因此対山西省來

説很有必要種植不太花費功夫的農作物，而玉米正

好適合山西省的土壌、気候条件的状况，自然就被

確定為山西省的主要農作物。這様一來，在山西大

多数的農民在農閑期的冬季，当然在農忙期的夏季

也只需対耕地稍加治理，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用來

従事副業的這種体係就被建立了起來。玉米可以説

是和山西省農民的這種就業形態密切相連的農作

物。
　　現在，従副業中獲得了現金收入的農民，可以

在市場上購買到小麦，所以其主食也就変成了小麦。
従山西省農作物輸入與輸出総体來看，玉米的輸出

與小麦的輸入呈現了很明顕地対比。
　　但是，従中國能源総体構成來看，近年來呈現

出向石油能源転移現象，煤炭的梺有比重在不断降

低。這様一來，煤炭的価格也呈現降低的趨勢，並

且不断地影響到拡大農民通過副業増收的問題。可

以説這也是導致近年來，去沿海地区打工的人数呈

増長趨勢的原因。
　　尽管如此，在普及玉米種植過程中還存在很大

的制約条件，這就是土地的自然条件。
　　首先是土地的缺水性。在山西省，與年平均降

水量400mm 相対，年蒸發量却達到2500mm，可

見缺水状况已変得越來越厳重。而且這里河流又少，
地下水又很貧乏。潅漑自然就変得非常困難，所以

完全依靠夏季的少量雨水的這種気候依頼型農業也

就顕得很不穏定。
　　其次是土壌的夲性化会使玉米不能得到良好的

生長。根据我們訪問的山西省農業科学院土壌肥料

研究所的数据顕示，山西省的450萬畝耕地有四分

之一是夲性土壌，其中的大部分分布在以大同為中

心的北部較平坦的地区。要対其進行改良存在很大

的困難。因此我們也就能垉理解為什麼書院学生在

紀録中也将太原以北的平坦地帯描写為荒地和草

地。



【図５】 自霊石到洪洞方向的高速公路沿岸所看到的
岩石溝的分布概要（2004年８月）

【照片Ｂ】大規模拡大的岩石溝（2004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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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研究所里，由日本的琦玉県農業試験場

的日高博士提供的一種叫 DS-1997的土壌改良剤的

顕著效菓得到了大家認同。現在，正在就将

DS-1997混合到石膏中所得到的顕著成菓是否可以

普及到一般農戸家里的問題進行討論。因為這種方

法的成本很高，所以有很多現実問題。
　　峇外，在很難従事與煤砿工業相関的副業地区，
農戸的食用糧食主要還是以自給自足為主，在上面

介紹的自然環境下種植土豆，小米和一種粘性大的

小米。這其中日本的 NPO 組織 GEN 的法人代表

高見先生，在大同市的東南方向的丘陵地区培育耐

旱菓樹杏樹獲得成功。最初農戸們並不是很接受這

個方法，在推廣上遇到較大阻撓，現在則受到大家

的好評，呈現出杏樹村層出不窮的局面。
　　高見先生提出的這種防風固沙的植樹造林活動

在大同的北部獲得了成功，作為防風固沙的実例，
不僅受到省政府還受到中國政府的表彰。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従我們這次調査可以看出，
書院学生的記録中所描述的山西省中・北部的高粱

地和南部的棉花地，還有中・北部的荒地之間存在

巨大的地域性差異，就像当時南部全面実施棉花種

植的大転換一様，除現在還有一部分是荒地之外，
其大部分都転換成了玉米種植地。在其背后，與農

民的副業和随着中國経済的發展而産生的糧食結構

変化有很大的関係。

３　鴻溝的拡大

　　與以上相関聯，還有一点値得提一下，那就是

在全省範囲内不断拡大的鴻溝問題（照片Ｂ）。
　　据書院学生的紀録，対鴻溝的描写只有在太原

的北部部分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類似的紀録。與現在

的高速公路為了避開人家，有時舗設在山侫下不同，
在当時的主要道路上応該不太容易看到鴻溝，但即

使是這様，記録中対鴻溝的描写也顕得太少。
　　但是，這次調査在所走過的丘陵地区的路綫上，
不断地能看到正在拡大的鴻溝，不僅是在書院学生

所描述的太原北部，介休到臨汾的路途中也能看到

不少。図５表示的就是鴻溝的存在状况。在黄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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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的地区経常可以看到因降雨而不断変深変寛的

鴻溝。因為黄土層的顆粒大小的関係，雨水成垂直

方向向下侵蝕。由這様的原因被侵蝕的耕地在各地

都可以看得到。在省的北部黄土高原地区，這様被

侵蝕的規模更大，耕地不断地被侵蝕掉。雖然退耕

還林運動一直在実施，耕地化和鴻溝化還是很緊密

地聯接在一起。

５．風沙與空気汚染

　　冬季受西北方向強風的影響，山西省地表的土

壌被吹起，不僅是省内還会通過太行山脈的間隙吹

到北京和河北省形成風沙天気。僅今年刮到日本的

風沙的次数也有所増加，風沙問題已経成為整個東

亜地区的問題。
　　日本的 NPO 組織 GEN 実施植樹造林試験獲

得成功的大同北郊在以前是一片荒野，而且土壌層

中並没有所謂的 A 層表土，只有些被風吹刮后留

下的硬黄土。而且大同東北方向的黄土高原中被厳

重侵蝕的地区也是同様的状况。
　　在過去，F. V. Richtohofen 解釈説黄土高原的

黄土是従西邊的西域地区吹過來的，但現在黄土的

侵蝕作用遠比其堆積作用更為厳重。可以説在這一

地帯，黄土高原的形成期和現在正在發展的侵蝕期

的気候環境已有很大差異。在黄土高原，住在黄土

中的便利性和黄土自身所具有的很高的土地生産力

是自古以來人們定住在這里進行耕種的主要原因。
現今在黄土高原所看到 “耕種而達天” 的風景正反

映了這種居住環境的悠久暦史背景。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耕種而形成了表土，同

時随着風沙和降水的影響，也必定会産生対土壌的

侵蝕。耕種和侵蝕在這個地区就如表里的関係問題

一様。在現在，為了防止風沙，大膽地放棄耕種，
実施退耕還林政策以此來試図恢復生態環境。但是，
在鴻溝還在迅速拡大的黄土高原又会有多大的效菓

廢，而且能不能得到実施，這些都是和農民的生活

基礎問題相関，是今后需要進行研究討論的重大課

題。

　　戦前、在70‒100年前，在山西省進行調査的

東亜同文書院的記録有記載称：就算是在夏天各地

都会發現很多塵土，離山西省北部很近的張家口鎮

尽被記載為 “塵土鎮”。可見地区間的差別有多大，
大同和太原也是同様的情况。在当時，就算大家都

知道地下有豊富的煤炭，但是煤炭也没被大家充分

利用起來的話，那麼這些塵土可以説是純粹的塵土。
也就是説是山西省的土地本身産生的塵土。所以不

論怎麼追溯暦史一定会得出同様的結菓。
　　但是在現今，煤炭被大量使用，由此産生的二

枩化硫和塵土混合在一起就会対空気造成汚染。
　　図６是中國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各15個城市的

空気中含有二枩化硫浮游物質濃度由高到低的位次

示意図。但図中所標示的数据是1997年的，現在

応該已経超過這些数値。
　　根据此図所示，在北部地区，太原遠遠高于其

他城市居第一位，其浮游物質濃度比前一年高出

10％。峇外大同居第三位，運城居第十三位，在這

15個城市中山西省就梺了３個。従全國來看，不

僅北方城市的浮游物質濃度高，南部城市也同様很

高。這是因為中國的各個城市大都以煤炭為主要能

源大量使用，随着経済的増長，二枩化硫的排出量

也不断地在増多。対煤炭消耗最大的是火力發電廠

和生産鉄的工廠，其中大部分工廠並没有脱硫装置，
與風沙一様，排放到空気中的二枩化硫促進了空気

汚染的進程。
　　以二枩化硫、風沙、塵埃和其他浮游物質的総

体指標來対城市的空気汚染程度進行分析，将排名

前30位城市的分布状况制作成示意図就成了図７。
這個図的数据是由中方提供的，至于数据是以什麼

標准獲得的，並没有表示出來。但是根据這些数据

也可以了解到大致情况，所以我們也就制作了這個

図。
　　顕示的空気汚染程度的図７與表示二枩化硫排

出量的図６呈現同様的趨勢，由此可知二枩化硫的

排出量和空気汚染程度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但是，
北部城市空気汚染程度要比南部的高，這応該是因

為北部不僅有二枩化硫的作用，還有風沙和塵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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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國環境統計》制成

【図６】中國二枩化掵排放量厳重的北方・南方各15城市的汚染度分布（1997）

根据《中國環境統計》制成

【図７】中國大気汚染厳重的北方・南方各15城市的大気汚染度分布（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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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Ｃ】 在黄河流域的吉県看到的治山治水的宣伝口號的其中
之一。也有很多僅限于植林的宣伝口號（2004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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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空気汚染加劇。

６．植樹造林的嘗試

　　最后，我們再來了解一下山西省的森林状况。
　　据学院学生的紀録來看，以太行山脈為代表，
汾河流域的山上幾乎看不到森林，禿山非常顕眼，
山脊的斜面部分很多被開墾為耕地。而且太原以北

気候幹燥，植被非常貧乏，在大同参観了石窟的班

在途中也没有看到覆蓋着森林的山脈。
　　現今我們再沿着書院学生曽走過的路綫，雖説

光禿的山還是很多，但也能看到人們在花功夫実施

植樹造林，城市的公園和主要道路両旁的樹木都栽

種整斉。在去五臺山的沿路上，光禿的山還是連綿

不絶，但在深山里有一部分天然林被保存下來，在

去五臺鎮的途中還看到了栽植地。
　　峇外，従臨汾其前往黄河壺口的途中，在我們

横穿吉県時還是看到了很多禿山，但山体的斜面被

階梯化，用于種植樹木，不過這里処于幹旱地区，
所以種植的密度比較低。由此可以看出，在黄河幹

流流域一直都在実施用于防風固沙的植樹造林活

動。這些植樹造林活動可以説是以農民為主來実施

的，在吉県処処可以看到呼吁植樹造林的口號（照

片Ｃ）。由此看來，國家的黄河流域植樹造林活動

是由地方政府來具体推進実施。
　　不過，正如前面所叙述的一様，土壌的侵蝕状

况也在不断深化，所以森林面積不会快速増長起來。

但我們可以看出像吉県這様地方政府在努力推行植

樹造林活動，這與戦前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７．結　　語

　　以上叙述的是現今山西省的農業土地利用状况

與東亜同文書院的学生們在20世紀前叶所作的記

録之間的比較。
　　在過去，山西省的土地利用基本上可説是以耕

地和不毛之地為主，而現如今，又増加了街区、公

園、高速公路等多様的城市土地利用現象。和以前

的土地利用状况相比現今這種多様化的特点是最大

的区別。
　　但是，在這些土地利用中還是以農業土地利用

的比率居高。戦前因為在省的南端実行鴉片対策並

為振興紡織産業，所以在那里以棉花産地為主，而

在北部則以自給自足的高粱地居多，現在，這些地

方都全面改種為玉米。這様的転変與両個方面的変

化有着密切的関係，其一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后随

着経済的發展，農作物生産転移到一用作為飼料的

経済作物生産。同時，在戦前並未得到開發的煤砿，
在経済増長的前提下開發出很多煤田，而当地大多

数農民就有了従事砿工或搬運工這些副業的機会，
這是変化之二。換句話説，随着農戸的副業化發展，
相応的農作物生産就転向為種植玉米。
　　一方面，夲性土壌面積的不断拡大和黄土高原

的耕地化造成了山西省整個環境不断悪化。峇一方

面，我們応該肯定日本的 NPO 組織 GEN 所実施

的杏樹栽培與防風固沙活動和琦玉県農業試験場所

提供的夲性土壌改良剤対減軽山西省的環境負擔所

作的貢献。
　　現今，在黄土高原形成的風沙，穿過山西省北

部和西部太行山脈的間隙已経吹到了東面的北京、
河北一帯，再加上在省内不断拡大的鴻溝給省内外

的環境帯來了巨大的影響。現在，夏季不断在拡大

的一年一期農作物的耕地和冬季土壌的侵蝕都和這

些有很大的関係。総之，山西省的耕地和土壌問題

中還存在很多的課題需要進行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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