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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玉 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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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上午好， 非常感謝愛知大学這次邀請我來参加這次会議， 機会非常
好， 特別感謝。 主席先生， 我現在開始講我的題目。
前面劉昌明院士還有東大的定方教授和卍先生都従不同角度講了生態環境的問題， 都渉
及到中國的不同地域， 我講的問題是中國的草地問題， 中國的草地面積很大， 在生態環境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把這個問題作為題目來講一下。
中國的草地面積之大， 達到了四億公頃， 也就是説 60 億畝， 這個面積梺了國土総面積的
41％， 它分布的地方主要在東北、 華北、 西北還有西南地区， 所以面積是非常廣大的。 分布
的集中地区是内蒙古， 内蒙古是中國草地分布的中心区， 所以内蒙古東部、 中部、 西部都有
草地的分布。 従地貌学來講， 内蒙古草原的分布主要在蒙古高原的外囲， 它的東面、 東南面
是大興安嶺， 南邊是陰山山脈， 跨過陰山山脈再往南就是黄土高原， 集中分布的是温帯的、
暖温帯的草原。 我們看到這幅照片 （照片１） 可能想象得出來， 有一首古詩叫做 “天蒼蒼野
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内蒙古草原如菓保護好的地方就是這個様子， 里面有小羊羔在奔
怺， 非常可愛， 再往遠看是藍天白雲， 当地人非常地高興在這様的草地上生活， 我特意把藍
天和白雲給放大了， 這個景象非常的美妙。 近処看草類是一種禾本科草類為主的植被， 它的
生産力是比較高的， 中國草原作為一種生態係統和其他生態係統一様， 它有它的生産者， 生
産者就是緑色植物， 消費者就是放牧的動物和野生動物， 当然人也是一個消費者， 而且是最
重要的消費者之一。 再有就是它土壌当中的分解者， 土壌中的動物， 土壌中的微生物， 那麼
作為一種生態係統， 它有它的服務功能， 我們這里講的就是 system service， 這個功能是很強
的， 首先它提供了人們用的乳、 肉、 皮、 毛， 這四種人用的重要産品都來自草地， 草地有很
強的環境塑造作用， 它這種開闊的、 看上去一望無際的很美麗的景色是草地塑造的， 再有就
是草地是生物多様性保存的一個很好的基地。 還有就是在全球 （気候） 変化的背景下， 草地
是二枩化掵的一個重要的儲蔵庫， 草地在全球気候変化的背景下面， 它実際上也在受着影響
和変化， 同時反饋給大気的変化， 草地吸收二枩化掵， 那麼在温度昇高的情况下草地可能發
生生産力増長， 同時也会伴随着放牧動物和野生動物消費増加， 所以総桾怎麼來算現在還不
是很清楚。 那麼草地還面臨気候的反常， 現在気候規律和過去很不一様， 幹旱、 風沙還有塩
夲各種問題都和気候有関， 延長的幹旱期、 大風的天気多、 峇外像沙塵暴， 沙塵暴不僅僅影
響当地， 而且也影響比較遠的地方， 比方説内蒙古草原發生的沙塵暴刮到北京、 天津地区，
甚至還刮到了渤海湾。 在草地上面通常有三種自然災害影響草地的生産， 我們通常所説的三

201

環境分組 Environmental Session

種災害可以用三種顔色來説， 一個是旱災， 当地老百姓叫它黒災， black disaster， 峇一種就
是白災， 就是冬天入冬以后一場大風雪把草地全覆蓋了， 牛羊的飲水和吃草都發生困難， 這
叫白災， white disaster， 還有一種就是蝗虫， 蝗虫的 “蝗” 正好和漢語里面黄顔色的 “黄” 是
一個声音， 所以我們叫做 yellow disaster， 就是黒白黄三種大自然災害影響這個地方的發展，
我們開車在草原上走， 没有幾公里前面車上撞死的蝗虫就有這麼多， 晩上在路灯底下看， 一
会兒背上徃的就都是蝗虫， 頭上落的也是蝗虫， 下面一層蝗虫， 在地上放上一頂草帽， 幾分
鐘以后落満了蝗虫 （照片２）。 所以這種黒災、 白災和黄災影響草地畜牧業的發展非常厳重。
那麼現在草地処在高度的利用之下， 我們叫它過度利用的草地。 原因有幾方面， 首先一個原
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高的放牧強度、 太多的放牧動物， 我們這様説， 它的数量遠遠超過
它本身可以承受的載蓄量的理論水平， 這是目前存在的最厳重的問題。 其次幾個方面， 就像
在草地里面圦旅游開發， 在草地里面修路， 在草地里面旡煤， 開采石頭， 在草地里面去采中
薬， 去捕殺野生動物， 種種活動対草地的影響都是負面的， 都是很強的影響。 那麼剛才很美
麗的草原， 羊群很密集， 好幾群羊天天輪換着放牧， 毎群羊都在一千只以上， 遠看是這個様
子 （照片３）， 一会兒又來一群， 羊把草吃得出現好多裸露土地， 近処看， 車一過來羊就怺，
遠処羊還是很多。 再看看道路， 道路就是有一条主路， 修成主幹綫， 旁邊的輔路馬上就出來
了， 所以縦横交錯把草原圦得支離破碎， 草地処在退化当中， 有這麼幾個方面大家可以看得
出來， 一種就是生境的喪失或者是破碎和退化， 一種是草地的緑色植物的生産力降低， 再有
就是放牧動物的産出量降低， 還有就是生物多様性的降低、 土壌的退化， 草地湿草価値的降
低， 再有就是草地的結構特征發生了明顕的変化， 剛才看到很好的草原近処看就是照片４這
個様子， 河草不見了， 剰下的都是一年生的植物， 地表是裸露的 （照片５）， 稍微放大一点
看到好多雑葦草出現了， 再往遠処看， 這個草地景観和剛才就完全不同， 那麼這片比較低窪
的地方応該是水草很豊美的地方， 現在只剰下牲口不愛吃的草， 那些比較高的是牲畜不愛吃
的草類。 這個地方草原帯着沙区， 沙区里面本來応該是固定好的沙地， 現在老百姓旡一個坑
冬天風一吹就是這麼一大片風蝕的景况。 沙地的光板地也有很多了， 這個發黒的地方都是裸
露的沙地 （照片略）。
我們剛才講的都是内蒙古草原的中心区， 我們這幾年草地科学工作者工作有一個重要的
研究發現， 内蒙古草原目前是一個不可以自我維持的係統， 這個観点提出來的時間不太長，
是我們中科院的一個院士提出來的， 這里邊有幾個主要原因， 一個是草地在草原区， 最近 50
年它的人口増長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以往， 還有就是人対事物的需求超過了以往， 対乳肉皮毛
蛋這個需求， 人随着生活質量的提高対這些的要求就越來越高， 再有就是我們要想供養這麼
多人口， 必須要養更多的牛羊， 但是現在已経没草吃了， 所以牛羊的飼草問題是一個很尖鋭
的問題。 有没有辧法廢， 現在我們正在研究， 這些辧法已経被提出來， 正在進行生物研究。
比如説我們把天然的粗放的放牧変成捨飼畜牧業， 這是一個正在推廣的工程， 要建立大面積
的人工草地， 取代天然草地的放牧， 譲天然草地能有一個休閑、 休養生息的機会， 再有就是
在草少的季節， 把牛羊運到内地去， 譲内地的娚稈作物來補充它的飼料， 再把内地的娚稈飼
料運到草原上來補充草原飼料的不足。 再就是給当地的農牧民找就業的渠道， 通過畜産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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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 通過開發草業、 通過發展其他的薬業、 草業、 深加工畜牧業為当地的人解决一些問
題。 所謂的填飽肚子才能垉治理沙子， 才能垉發展草原， 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我本人主持一
個973課題， 剛才劉先生圦的是大項目， 首席科学家， 我是課題負責人， 這里邊我們就想一
些解决的辧法， 一個是發展農牧業這種復合生態係統， 峇外我們就是把草原地帯的生態用水
安全問題給它圦出來，再就是選択一些適当的草種区發展人工草地，最后就是防止草地退化，
比如説我們説草地上沙地要退化了， 我們就圦一些人工沙障， 近処看是黄柳、 沙柳一類，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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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圦了一些植被恢復項目区， 這是我和我的研究生在野外進行考察， 在休閑的時候大家看
看周囲的草地， 雖然退化了， 但還可以有一点領略的意義。 最后我們在采集様本、 土壌的和
植被的， 最后是我們的合影留念， 要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我跟大家講的就是中國的草地它的
現状是不容楽観的， 但是我們正在積極想辧法， 辧法会有的。 好， 謝謝大家。
（当日発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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