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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东北虎栖息地和东北虎长期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 基于东北虎

分布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时空变化及其对东北虎种群动态的影响，本文从古代（!%*$ 年

以前）、近代（!%*$—!(+( 年）和现代（!(+( 年至今）,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系统地分析了东北

虎分布区最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农业用地、森林、城镇）的发展历程和特征) 古代东北虎分布区

内零星的人为土地利用对东北虎的生存没有显著影响，而近代以来广泛、剧烈的土地利用变

化则是导致东北虎生存空间压缩、种群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东北虎分布区分

属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土地利用格局、政策和强度的不同导致东北虎在两国生存状况的差异)
东北虎分布区内土地利用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增长、政策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
关键词" 东北虎分布区" 土地利用" 农业" 森林"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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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北虎（F)#$<"%) $40%4+ )/$)4,)）又称阿穆尔虎

（/H?R T=69R），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也是

全球最濒危的物种之一) 历史上，东北虎曾经遍及中

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及朝鲜

半岛) !( 世纪中叶以前，东北虎的分布范围依然很

大，西起外贝加尔的雅布洛诺夫山脉，东至萨哈林岛

（库页岛），北起斯塔诺夫山脉（ 外兴安岭），南至中

国的燕山山脉以及朝鲜半岛（ 图 !）) !( 世纪中叶以

后，随着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用开发和人类干扰的

增强，东北虎分布范围急剧缩减，从亚洲东北隅退缩

到乌苏里江流域，目前，主要分布于俄罗斯阿穆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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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东北虎分布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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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的锡霍特山脉、比金河流域及中国绥阳、东宁、

珲春的中俄交界地带，其野生种群数量已不足 9::
只［! " ;］8

东北虎最主要的栖息地是中国东北地区及俄罗

斯远东地区8 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类开

发利用：!<9: 年以前，该地区人口稀少，森林茂密，

动、植物区系丰富，而现在却是农田遍布、城镇发达、

森林破碎化严重8 这些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对该地

区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直接、也最受

人们关注的影响为东北虎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生

境质量下降、种群濒危8 因此，研究东北虎分布区内

人类长期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格局和驱动力，对保

护东北虎种群的长期生存乃至整个地区的生物多样

性都具有重要意义8 本文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东

北虎分布区内土地利用历史分为 = 个阶段：古代

（!<9: 年以前）、近代（!<9:—!>;> 年）和现代（!>;>
年至今），将各个时期分散的史料和其他文献中关

于东北虎分布区的土地利用资料加以综合，重点关

注东北虎分布区内的农业开发、森林采伐、城镇发展

等对东北虎栖息地影响较大的土地利用因素；在此

基础上，讨论了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及其对

东北虎生境的影响，并对东北虎的保护提出了建议

和措施，旨在系统地探讨东北虎分布区的土地利用

格局与动态8

!" 古代（!’() 年以前）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用状况

!<9: 年以前，东北虎分布地区大都属于中国领

土8 由于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不高，生活

在该地区的居民主要从事渔猎、畜牧和传统农耕，基

本处于顺应自然、自给自足的状态8 该地区土地并没

有被大规模开发，仅有的少量开发也主要集中在该

地区中南部水土较好的平原河谷地区8
!* !" 古代东北虎分布区内的农业土地利用开发

在中国东北三省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发掘的大量

文物和人类活动的遗址表明，旧石器时代，东北虎分

布区内就有人类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出现了原

始农业和畜牧业的萌芽［<］8 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

周时期，青铜器生产和使用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张，黑

龙江省以北地区也出现了零星的农业［>］8 这一时

期，该地区人口数量稀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不

能够进行规模生产8
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农业生产

工具和生产方式（尤其是铁器）的传入，该地区农业

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较发达的辽西地区，传统农

业初步形成［!:］8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战乱频繁，

农业生产在开发与破坏中不断交替，但进步依然显

著8 唐代渤海国以及随后的辽金时期是该地区古代

农业开发史上的高潮时期8 渤海国的农业主要分布

在牡丹江、图们江、第二松花江及辽东地区［!!］8 辽金

时期农耕范围甚至扩大到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北

地区［!# " !=］8 元代，战乱等因素使该地区农业陷入长

期衰退8 明代，该地区农业虽有起色，但远不及辽金

时期8 明代的农业主要分布在辽东、辽西地区，松嫩

平原及其以北地区农业极少［!;］8
明末清初的战争以及随后数十万八旗官兵及眷

属的“从龙入关”，导致留居该地区的人很少，农业

开发停滞8 清朝顺治十年（!9$$ 年），颁布“辽东招民

开垦例”，鼓励关内人民到辽东耕种，行之不久，即

于康熙七年（!99< 年）开始实施封禁政策，严格限制

流民出关耕垦，使得今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及黑龙江

和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东北虎主要分布区都被严格

封禁保护起来8 清朝的封禁政策从康熙七年（!99<
年）到咸丰十年（!<9: 年），前后持续了近 #:: 年8 这

一时期东北虎分布区的土地开垦除辽宁地区有一定

程度的增长外，吉林、黑龙江及以北地区的土地开垦

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8 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严格地

限制了东北虎分布区农业的发展，从而保护了该地

区的自然植被，使得该地区在 !<9: 年开禁前基本上

保持着以原始森林为主的自然景观8
!* +" 古代东北虎分布区的森林开发利用

森林是东北虎的主要栖息地，人类活动对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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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分布区内森林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秦朝以前，该地区人口数量少、生产生活方式原始，

对森林并未造成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高达 "#$ 以

上［%&］! 只是在战国后期，燕国占领了辽西和辽东，促

进了当地农业发展，河谷平原、城邑周边的森林才被

开辟为农田［%’］!
从秦朝到清朝，该地区经历了不同的政权更迭，

繁荣与衰败交替，总的来说，辽宁省南部，尤其是辽

河中下游平原地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区! 该地区的

森林一直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而辽宁以北的

广大地区仍以原始森林为主! 即使在渤海国、辽金等

农业比较发达的历史时期，也只在松嫩平原及一些

河谷地带从事过规模不大的农业生产，对整个区域

内的森林并未造成大的影响［%(］! 清朝前期，由于战

争和关外人口大量迁入关内，再加上清朝政府对东

北虎主要分布区实行近 )## 年的封禁，严格限制了

该地区的人类活动，很好地保护了该地区的森林

植被!
总之，%* 世纪中叶以前，东北虎分布区内最主

要的土地覆盖类型为森林，即使经过 )### 多年的人

类活动干扰，除了辽宁西部、南部及鸭绿江中下游地

区的森林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

基本上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总体森林覆盖率

在 (#$以上［%"］!
!" #$ 古代东北虎分布区的城镇发展历程

东北虎分布区在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城邑萌

芽，夏商周时期则形成以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城镇

雏形初现［"］! 战国后期，燕国在辽西和辽东以军事

防御 为 主 要 目 的，设 置 了 该 地 区 第 一 批 古 代 城

镇［%*］! 秦汉时期在东北虎分布区南部设置辽西、辽

东和右北平三郡，同时，生活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也

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兴建了一批城镇! 魏晋至辽金时

期是该地区城镇大发展的时期，各种政权先后建立

了一批初具规模的都城和城镇! 渤海国在该地区建

立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辽代城镇主要集中

在上京临演府（ 今内蒙古巴林东南部的波罗城）以

南的地区［)#］! 金代城镇最初的发展中心是上京（ 今

阿城境内），后期城镇发展重点转移到今辽宁省境

内［)%］! 元明至清朝中期以前是该地区城镇衰落时

期，前期建立的许多城镇被毁! 明代除在辽东兴建了

一批军事城镇外，其他地区的城镇数量稀少［))］! %(
世纪初期，满族兴起，先后在赫图阿拉城、界藩、萨尔

浒山城、辽阳、沈阳等地建立都城，该地区城镇建设

稍有起色! 清朝建立后，由于前期战争的破坏以及大

量关外人口迁徙到内地，加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使

该地区城市发展处于倒退或停顿状态［)+］! 该地区的

北部只有一些军事城市，人口主要沿驿道和一些边

防要塞分布! 在封禁范围以外的辽河流域，由于移民

的增加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兼有政治、军

事及工商 业 功 能 的 城 镇，比 较 大 的 有 奉 天（ 今 沈

阳）、广宁（今北镇）和宁远（今兴城）等，但规模小于

中原地区城镇［)’］!
古代东北虎分布区的城镇大都规模小、结构简

单、职能单一，呈稀疏点状分布! 受政权交替、政策演

变和人口数量变化等因素影响，城市发展具有明显

的间歇性与地区的不平衡性! 许多城镇会随着政权

的建立而出现，也会随着朝代的衰亡而毁弃，导致古

代该地区城市在低水平上反复建设与毁灭，不能延

续保存，更不能向更高水平发展［), - )&］!

%$ 近代（!&’(—!)*) 年）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土

地利用状况

. . %"&# 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总面积约 )%* / %#’

01)，包括了绝大部分东北虎分布区域! 沙俄通过两

个不平等条约（%"," 年《瑷珲条约》和 %"&# 年《北京

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以及乌

苏里江以东至日本海共计约 %## / %#’ 01) 的中国

领土! 从此，东北虎分布区被人为地分割为两部分

———中国部分和俄罗斯部分! 这两部分在一百多年

里经历了不同的土地利用开发历史，东北虎的栖息

地和生存状况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近代以来，东北虎在中国最主要的分布区为中

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其土地利用

变化可按不同时期分为 + 个阶段：清朝末期的开禁、

民国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伪满时期的土地掠夺!
%" !$ 近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农业土地利用

状况

清朝后期，清朝政府内忧外患，政府财政收入不

足，同时，为抵御沙俄及日本对东北的入侵，从咸丰

十年（%"&# 年）开始，东北地区逐步开禁，开放荒地，

移民实边，大规模土地开发自此拉开序幕! %",#—

%*%# 年，该地区人口由 )"*2 " 万增长到 )%,"2 ) 万，

以移民为主的人口增长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农

业生产发展! 到 %*#" 年，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开垦耕地面积分别达 )’#2 *, / %#’ 31)、+&+2 && /
%#’ 31) 和 %,,2 &# / %#’ 31)［)(］!

民国时期，尤其是 )# 世纪 )# 年代后，东北地区

,%(+ 期. . . . . . . . . . . . . . . 李钟汶等：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用格局与动态. . . . .



良好的经济形势和一系列移民优待办法和政策，使

得该时期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形成了巨大的移民垦

殖浪潮! 东北三省耕地总面积从 "##$ 年的 %&&’ ( )
"&* +,% 增加到 "-%$ 年的 ""*(’ " ) "&* +,%，增加了

*’ $ 倍［%#］，到 "-.& 年，东北三省耕地面积达 ".(& )
"&* +,%［%-］（图 %）!

"-."—"-*( 年，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

义的殖民地! 日本不断向东北移民入侵、掠夺土地，

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剥削，使农业生

产遭到破坏! "-."—"-.* 年间，东北地区耕地面积

减少 %#. ) "&* +,%［-］! 随后，日伪政权采取移民东

北、扩大机械化、改良农产品等措施来促进东北地区

的农业生产! 为了安置大批的日本移民，日本设立

“日满土地开拓公司”、“ 满洲拓殖株式会社”等机

构，通过没收、强夺等手段侵占大量土地! 到 "-*"
年，这些机构合计掠夺耕地 %&&%’ / ) "&* +,%，是当

时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 .’ $ 倍，相当于伪满洲国总

耕地面积的 %.’ .0［.& 1 ."］!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

移民、土地的掠夺，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严重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
!" !# 近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森林变化状况

"#/& 年清政府被迫对东北地区开禁后，东北地

区保留下来的丰富森林资源得以开发利用而迅速减

少（表 "）! 近代，东北地区森林遭到破坏的原因主要

为：沙俄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不断涌入的

移民毁林开荒! 其中，移民开荒主要集中在水土条件

较好的平原河谷地带，而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则通

过修筑道路，深入原始林区，进行大面积掠夺式的砍

图 !# 近代中国东北三省耕地面积的变化［%#，.%］

$%&’ ! # 2+34567 89 :;8<=34> 3;63 ?4 @+6 @+;66 <;8A?4:67 89
B8;@+637@ 2+?43 >C;?45 ,8>6;4 @?,67［%#，.%］!
!：辽宁 D?384?45；"：吉林 E?=?4；#：黑龙江 F6?=845G?345；$：总计

H8@3=! 下同 H+6 73,6 I6=8J!

表 (# 近代中国东北三省森林面积的变化［))］

*+,’ ( # -.+/&01 %/ 23401506 +40+ 32 5.400 7438%/901 32
:345.0+15 -.%/+ 6;4%/& <3604/ 5%<01

省K 份
L;8A?4:6

"#(&
面积
M;63

（ )"&*

+,%）

覆盖率
28A6;356
（0）

"-&&
面积
M;63

（ )"&*

+,%）

覆盖率
28A6;356
（0）

"-*-
面积
M;63

（ )"&*

+,%）

覆盖率
28A6;356
（0）

黑龙江 F6?=845G?345 .(*/ $# ."#% $& "#"- *&
吉K 林 E?=?4 "&$$ ($ "&&" (. (%- %#
辽K 宁 D?384?45 *// .% *.( %- .&/ %"
总K 计 H8@3= (&#- /.’ / */"# ($’ $ %/(* ..’ %

伐! 这一时期对东北森林破坏最大的原因是沙俄和

日本帝国主义对森林资源的掠夺!
K K 辽宁省是东北地区森林植被破坏最早、最严重

的地区! 该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农业开发，原始森林所

剩无几! 清末的开禁政策使大量移民涌入该地区，毁

林开荒加剧了森林资源的消耗，至民国初年，辽南一

带的森林已被耕地和荒山取代! 清末以前，黑龙江省

和吉林省由于封禁政策的保护，还保存着我国最大、

最好的原始森林! 开禁以后，移民涌进东北地区，大

面积的森林被开辟为农田! 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也放任东北森林资源的开采，形成了完整的林业产

业体系［.*］!
"#-$ 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修筑中东铁路，

穿越我国东北最密集的森林地带，在铁路沿线设立

林场，大肆砍伐! 到 "-"( 年，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林

场达 %% 个，侵占的森林面积约 "-$& ) "&* +,%［.(］!
中东铁路最初几乎专门用来运输木材，是沙俄掠夺

东北森林资源的主要干线! 中东铁路沿线的森林采

伐殆尽后，沙俄又修建南满铁路和数十条森林铁路，

深入鸭绿江、图们江、松花江流域，更大规模地采伐

森林，并且还在边境一带任意盗伐中国东北境内的

森林! 仅在我国黑龙江省，"-#/—"-.& 年间的森林

面积就减少了 $&& ) "&* +,% 以上，主要由于沙俄的

掠夺所致［./］!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觊觎

已久，在日俄战争以后开始大规模掠夺东北地区的

森林资源!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为军事需要修筑各种

设施，消耗了大量木材；另一方面砍伐优质木材满足

日本国内需求，"-&-—"-%- 年间，大约 .&&& ) "&* ,.

的优质木材运往日本! 在中国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的 "( 年间（"-."—"-*( 年），约有 " ) "&# ,. 的木材

被掠走，使东北地区森林面积减少 "#0 ，森林蓄积

量减少 "*’ .0［.(］! 特别是黑龙江省丰富的森林资源

在短期内发生了剧变［.$］，清末年间黑龙江森林面积

在 *&&& ) "&* +,% 以上［.#］，而到 "-*- 年仅为 "/$& )

/"$ 应K 用K 生K 态K 学K 报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 卷



!"# $%&，期间森林面积损失约 ’"(［)*］+
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破坏，对改变近

代时期中国东北森林状况和布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经过日、俄的侵略，东北中南部地区的森林被砍伐殆

尽，山区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及公路、铁路两侧的

森林均遭到破坏，残留的原始林仅存于大、小兴安岭

和长白山等偏远山区+
!" #$ 近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城镇发展状况

中国东北地区近代城市化始于 !,’" 年，伴随着

开禁和移民浪潮，城市化水平迅速赶上了国内其他

地区+ 影响近代东北地区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有铁路

的修建、港埠的开放、工矿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年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东北地

区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西方资本逐步输入+ 首先得

到发展的是辽河平原地区，形成了包含 )" 多个中小

城镇的带状城市群体，其中规模较大的奉天成为都

会城市，营口成为口岸城市［&-］+ 沿驿道形成的传统

军事职能城市也开始向农业中心城镇转化，新兴城

镇初具规模，但规模均较小+ 随着清末开禁后，东北

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东北地区出现了设县的高潮，到

清朝末年，东北地区已有州、县以上城镇 !!# 处，万

人以上城镇 ). 座［#"］+
!,*. 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至 !*#) 年，东北

地区铁路总长度达 !!&." /%，道路网基本形成+ 铁

路的修建改变了东北传统的区域交通模式，加速了

人口迁入，人口聚集形成新的城镇，且原有城镇的规

模也在不断扩大，加之一部分铁路站点演化为近代

铁路城镇，在铁路周边地区形成了新兴城市带［#!］+
同期，日、俄等侵略者对该地区的煤炭、钢铁、森林等

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开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地

区一批资源、化工型城镇的形成，如鞍山（钢铁）、本

溪（煤铁）、抚顺（煤炭与化工）等+
!*#! 年，中国东北地区已形成了 !’ 个较大的

城市，其中沈阳、哈尔滨和长春的人口分别达 !"&
万、’# 万和 -) 万+ 至 !*#* 年，已有城市 && 座，其中

人口超过 -" 万以上的大城市 ) 座，此外还有建制镇

!’! 个，城市化水平达 &-( + 东北地区初步形成了大

中小并存、职能多样的城市体系［#! 0 #&］+

#$ 现代（%&’& 年至今）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土地

利用状况

#" %$ 现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农业土地开发

状况

!*#*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地利

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初期，为了开发东北地区

丰富的土地资源，!*-"—!*’" 年国家组织大批移民

和支边青年进入东北地区开垦“北大荒”+ 如黑龙江

省 !*-"—!*-. 年就接收移民 &*1 . 万，建立移民村

镇 -&! 个，开垦荒地 &&#1 * 2 !"# $%&［#)］；!*’’ 年后，

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加大了开垦规模+ 黑

龙江省这一时期建立了 !&, 个国营农场和 !.! 个军

垦农场，以及多个集体开荒点，进行集体开荒，全省

共开垦耕地 &-,1 . 2 !"# $%&［##］+
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北地区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在一系列政策（ 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调农

产品价格和恢复自由市场等）的带动下，农业快速

发展+ 这些农业政策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极大

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形成了开垦荒地的又

一个高峰+
建国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用地总体上呈增

长趋势，!*#*—&""# 年，东北地区农业用地面积增

加 -*&1 -- 2 !"# $%& + 农业用地增加主要在黑龙江

省，而吉林省和辽宁省除建国初期有少量的增长外，

总体呈下降趋势（ 图 )）+ 农业用地主要增加区域为

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山地丘陵地区、三江平原及吉

林西部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业用地面积增长的主

要方式是蚕食林地、开垦草地和湿地，导致该地区森

林、草地和湿地的面积大幅度减少+
#" !$ 现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森林开发利用

经过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破坏，中国

东北地区的森林面积和质量显著下降+ 但从总体上

看，该区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仍居全国首

位 + !*#*年后，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木材生产

图 #$ 现代中国东北三省农业播种面积的变化［#-］

()*+ #$ 3$4567 89 :;<=>?4=7@ <45@ 4A74 >5 =$7 =$A77 BA8?>5:7C 89
D8A=$74C= 3$>54 @;A>56 :85=7%B8A4AE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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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为满足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对

该地区森林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砍伐，造成了森林

资源的减少! 建国初期，对森林破坏较严重的地区实

施封山育林的政策，使以前遗留下来的过伐林地多

数演变成为天然次生林! 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

始，东北地区开始大规模皆伐天然林，如黑龙江省

%&$’ 年的木材采伐量为 &(" ) %#( *+，到 %&$& 年猛

增到 %(,# ) %#( *+，上升了 $$- ，+ 年共生产木材

+&($ ) %#( *+［(,］! 森林采伐多集中在道路周围，由于

采伐量大，采伐后得不到及时更新的采伐迹地面积

达 (## ) %#( .*"［(+］! %&,,—%&’, 年，受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森林经营方针受到破坏，林区乱砍滥伐、毁

林开荒、木材浪费等现象突出；加之森工企业为了追

求效益，盲目加大采伐量，普遍超量 采 伐 %#- /
"#- ，加剧了森林资源的危机，期间，东北地区森林

面积减少 ((0 $ ) %#( .*"，森林蓄积量损失 %,## )
%#( *+［+$］!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加大了对东北地区森林的

保护力度，进行林业机构改革，改变林业生产经营方

式，调整林业政策，促进了森林恢复! %&1’ 年开始，

国家大幅调减东北地区木材产量，实行木材产量、运

输量、销售量三控制，同时加速对森林资源的培育!
"# 世纪 &# 年代以后，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森林资

源的管理，提出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 %&&1 年

后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政策，极大地促

进了森林资源的恢复!
建国 $# 多年来，东北地区一直承担着全国半数

以上的木材生产量（ 图 (）! %&(&—%&1, 年，东北三

省共生产木材 ,0 $1 ) %#1 *+，其中，黑龙江省最多，

达 (0 1% ) %#1 *+［%1］! 建国以来的森林采伐主要用于

支援国家建设，是经济建设必需的资源代价，但由于

一 些政策的失误，导致采育失调、毁林开荒、乱砍滥

图 !" 现代中国东北三省木材产量的变化［%1］

#$%& !" 2.3456 78 9:*;6< =<7>?@9:74 :4 A7<9.63B9 2.:43 >?<:45
@7496*=7<3<C 9:*6B［%1］!

伐现象严重，使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一定程度

的破坏!
’( ’" 现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城镇发展

现代东北虎分布区中国部分的城镇建设大致可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建国初期城镇快速发展阶段

（%&(&—%&$’ 年）! 建国初期，中国东北地区被国家

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通过大规模的建设项

目投资和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带动了一批

新兴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该地区城市化

水平从 %&(& 年的 ""0 ’- 提高到 %&$’ 年的 +,0 ’- ，

城镇人口也由 %&$" 年的 %%+(0 " 万增加到 %&$’ 年

的 %1’&0 % 万［(’］! "）城市发展波动阶段（%&$1—%&’1
年）!“大跃进”时期（%&$1—%&,# 年），东北地区实

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期间城镇人

口增加了 ,(%0 , 万，城市化水平提高到 (,0 ’$-（图

$）! %&,% 年后，经济发展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采

取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撤销了一批城市和建制镇，

东北 地 区 城 市 化 水 平 也 随 之 下 降 到 %&,, 年 的

+10 "$- ! %&,,—%&’’ 年间，受“ 文革”的影响，东北

地区城市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年

均增速为 %0 $’- ，低于该地区总人口数量的年均增

速（"0 +&- ），城 镇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下 降 了

"0 11-［(1］! 虽然该时期的城市化经历了波折，但伴

随着石油、煤炭、森林和农垦的开发，东北地区也兴

起了一批新兴城镇! 如 "# 世纪 ,# 年代开始，大庆油

田、辽河油田的开发促进了大庆、盘锦等石油城市的

迅速崛起；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森林的开发，促进了

伊春、塔河、漠河等林业城镇的发展；松嫩平原、三江

平原的大规模农垦，形成了一批农垦小城镇［(&］! +）

城 市化稳步发展阶段（%&’1年至今）! 改革开放后，

图 )" 现代中国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数量（ 3）与城市化水平

（;）［(1］

#$%& ) " D<;34 =7=?E39:74（ 3）34> ?<;34:F39:74 E6G6E（ ;） :4
A7<9.63B9 2.:43 >?<:45 @7496*=7<3<C 9:*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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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城镇建设得以恢复和发展! "#$% 年东北地

区共有城市 &’ 个，其中设市城市 () 个；至 *’’) 年

底，该地区城镇数量增加到 *"* 个，设市城市增至

"’" 个，其中特大城市 ) 个、地级市 (’ 个、县级市 +&
个，拥 有 市 镇 人 口 &*’&, "& 万，城 市 化 水 平 达 到

+*- ，形成了辽中南、吉林中部、哈大齐三大城市

群［)%］!

!" 近代以来东北虎分布区俄罗斯部分的土地利用

状况

. . 东北虎分布区俄罗斯部分人口稀少，土地利用

开发强度小，土地利用政策也比较稳定和连贯，但在

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东北虎在俄罗斯

的分布区主要在远东地区，因此，本文以远东地区来

代替俄罗斯部分的东北虎分布区!
!# $" 东北虎分布区俄罗斯部分的农业土地利用状况

远东地区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农业发展一直较

为缓慢!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占领远东地区后，为了

巩固对该地区的侵占，通过多种法令和优惠政策，不

断地组织、鼓励向该地区移民垦殖! 如沙俄政府在远

东设立移民局，给予移民者路费、口粮、工具和安家

费，并分给每户移民不少于 "’’ 俄亩的土地，免征兵

役，免交人头税等［+’］；沙俄政府还将黑龙江以北、乌

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列为移民重点区域，在移民区域

内建立机构负责土地开垦、水利灌溉、道路修筑等基

础设施的建设［+"］!
苏联（"#**—"##" 年）建国后，不断加大对远东

地区农业的开发力度，为了扭转农业落后局面，加大

了农业资金投入! 通过国家资金扶持，远东地区在这

一时期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改良土壤、新修农田水

利［+*］! "#$’ 年，远东地区农业用地面积达 *$", (( /
"’) 01*，"#$+ 年增加到 (’+ / "’) 01*，到 "##’ 年已

达 &&), %% / "’) 01*，其中耕地 ("#, "# / "’) 01*［+(］!
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的农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家

取消了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使远东地区农业陷入

困境，农业企业大多亏损，无力对农业生产进行投

入，农田播种面积大幅下降! "##’—"##& 年，阿穆尔

州的播种面积减少 ($, +- ，滨海边区减少 *#, &- ，

哈巴罗夫斯克减少 "*, *- ! "##& 年，远东地区的农

业播种面积仅相当于 "##’ 年的 &$, *-［+)］! 近几年，

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农业才开始出现恢复

性增长，但限于资金短缺、劳动力不足、农机老化等

因素的制约，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不足，农业生产目

前仍没有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图 &）!

图 %" 远东地区耕地面积的变化［+(，+$］

&’() %" 203456 78 3963 78 :97;<34= >4 ?@AA>34 B39 C3AD（"#)’E
"##&）［+(，+$］!

. . 远东地区农业主要集中在南部自然条件较好的

地区，如耕地 #’- 集中在远东南部地区的阿穆尔

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 从整个远

东地区来看，农业人口构成比率低，农业用地占土地

总面积比重小，不足 "-［+$］!
!# *" 东北虎分布区俄罗斯部分的森林开发利用

状况

远东地区林业采伐始于 "%&’ 年，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至 *’ 世纪 (’ 年代是该地区林业发展的第一个

高峰! "#"$ 年，远东地区南部阿穆尔州和滨海边区

首先建立了大型机械化采伐企业，进行大面积集中

的森林采伐! 随后，哈巴罗夫斯克木材采伐量不断加

大，成为远东地区木材的主产区，其木材产量占该时

期远东木材采伐总量的 *%- F)+- !“十月革命”前

（"#"$ 年），远东地区森林工业只有 (% 个施业区，到

"#++ 年，建立 #* 个林场、(+’ 个施业区，"#&& 年发

展为 "’% 个林场、)’’ 个施业区! 滨海边区每个林场

的平均面积约 "’’ / "’) 01*，哈巴罗夫斯克的单个

施业区面积大于 +’ / "’) 01* ! 采伐树种主要为红松

（!"#$% &’()"*#%"%）等价值较高的针叶树，在 *’ 世纪

+’ 年代末的择伐木材中，针 叶 树 占 %)- ! "#"(—

"#&+ 年，远东地区共采伐木材 ", $+ / "’% 1(，采伐

量呈递增趋势! 由于对砍伐后的森林缺乏有效的管

理措施，远东地区有 $%- 的采伐迹地无力更新，在

更新的林地中，%*- 为天然更新，""- 需要人工辅助

措施，人工更新的林地仅占 $-［+%］! *’ 世纪 %’ 年代

以来，远东地区森林主要实行“ 有条件皆伐”，即砍

伐珍贵优质树木、丢弃劣质树木，采伐集中在南部地

区，以冷杉（+,"*% -),("）、云杉（!".*) )%/*()0)）、落叶

松（1)("2 34*5"#""）等针叶树为主，特别是在南部的

红松针阔混交林中，主要砍伐红松等针叶树种，导致

该地区的红松资源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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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在大量开发远东地区森林的同时，比

较注重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实行了一套有效、连贯的

森林保护政策! 从 "#$% 年起，远东地区系统开展了

营林工作，但是，受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源限制，该地

区营林效益并不显著，人工造林只占采伐面积的很

小一部分，采伐迹地大部分变成林间空地和疏林地，

还有一部分经过几次火烧之后变成火烧迹地和荒

地，森林恢复面积不到采伐面积的一半!
&% 世纪 #% 年代初期，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

远东地区林业也进入一个动荡时期，木材产量急剧

减少，由 "#’( 年的 )(*% + "%, -) 下降到 "##) 年的

((&. %, + "%, -)，降幅达 ’&/ ! 此后 又 有 所 回 升，

"##$ 年达到 "%$% + "%, -) ! 木材出口由 "#’* 年高峰

时期的 ’(% + "%, -) 下降到 "##* 年的 ,$% + "%, -)，

直到 "##’ 年后，该地区木材产量和出口量才有了大

幅增长［(%］! 这一时期远东地区的木材采伐和加工依

然集中在南部地区，如哈巴罗夫斯克占远东地区木

材生产量的 ,%/ 、滨海边区占 "$/［("］! 其采伐和出

口的木材多为珍贵树种，如出口的木材中 #%/ 0
#$/ 为针叶树，其中落叶松、冷杉、云杉、红松分别占

,(. $/ 、&#. */ 、&). )/ 和 %. ,/ ! 哈巴罗夫斯克的

木材出口占远东地区比重最大，&%%) 年为 $(. #/ ，

滨海边区次之，占 &(. )/ ! 出口的增加和国际市场

上木材价格的上涨，刺激了该地区的非法采伐活动，

目前，远东地区每年非法采伐量达 "$% + "%, -) 0
&$% + "%, -)，非法采伐主要发生在滨海边区和哈巴

罗夫斯克［(%］!
尽管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和破坏，俄罗斯

远东地区依然保持着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目前森

林覆盖率依然高达 ()/ ，总面积 &. ’" + "%’ 1-&，木

材蓄积量 &%* + "%’ -)，其中成熟林和过熟林为 "&)
+ "%’ -)［(&］! 虽然局部存在过伐现象，但实际采伐

量最高都不超过许可采伐量的 &%/ ，因此在远东地

区南部还保存着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
!" #$ 东北虎分布区俄罗斯部分的城镇发展

"’$$ 年，沙俄政府派遣第一批移民迁往远东地

区，在黑龙江两岸建立起移民点和仓库! "’$( 年，又

在黑龙江中游建立了 , 个军事据点，到 "’(& 年，在

整个黑龙江流域共建立起 *& 座驿站! "’#" 年，西伯

利亚铁路开始建设，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村庄城镇发

展! 以滨海边区为例，"#%% 年共有居民点 &#$ 个，

"#%( 年达 ,($ 个! "’#*—"#%* 年间，滨海边疆区的

居民从 )& 万增加到 $& 万［()］!
苏联成立后，通过铁路扩建、改建以及工业东移

等政策，以重点工程项目为中心对远东地区进行大

规模投资，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工人、技术人员来

到该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到 "#&% 年，远东地区人口

已达 "&". ( 万! 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该地区的开发，推

动了城镇的发展［(,］! "#&&—"#&) 年，苏联政府通过

法令鼓励移民，使远东地区 "#&%—"#&( 年间的人口

增加了 )). $ 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欧洲部

分资源日趋枯竭，苏联政府加快了工业东移，使远东

地区掀起了投资建设的新高潮，远东地区 "#("—

"#(’ 年间的投资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部投

资的总和!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促进了该地区城镇和

卫星城镇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 世纪 *%
年代，远东地区贝阿铁路建设及西伯利亚大铁路改

造扩建，促进了该地区交通的发展及自然资源的开

发，沿着交通干线和分支系统形成许多城镇居民点!
&% 世纪 ’% 年代以后，该地区城市发展进入稳定期，

城市化一直维持在 *$/ 以上的较高水平［($］（图 *）!
远东地区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城镇数量不断增

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 年间，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城市人

口却增加了 ’ 倍! "#"* 年，远东地区万人以上的城

市仅 ", 个，&% 世纪 ’% 年代已达 )%% 余个，其中，有

,* 座较大城市，城镇人口达 $#% 万，城市化水平也由

"#&( 年的 &). ,/ 上升到 "#’# 年的 *$. ’/［(( 2 (*］! 远

东地区城市化主要以工业为主，交通运输条件、自然

条件和自然资源也影响着城市化过程和城镇的分布

格局!
3 3 东北虎分布区俄罗斯部分的土地开发大多是在

苏联时期进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发，受气候条件

图 %$ 俄罗斯远东地区总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变化［($］

&’() %$ 4156789 :; <:<5= 1>-56 ?:?>=5<@:6 56A >BC56 ?:?>=5<@:6
@6 D>99@56 E5B F59<［($］!
!：总人口 G:<5= 1>-56 ?:?>=5<@:6；"：城镇人口 HBC56 ?:?>=5<@:6；

#：城镇人口比重 HBC56 ?:?>=5<@:6 ?8BI8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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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力资源的限制，其农业开发远不及同期的中国

东北地区! 除了平原河谷地带，远东地区依然保留着

大面积的原始森林，给东北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栖

息地! 但是，城镇规模的扩大、道路的扩张以及森林

的采伐和对珍贵树种的择伐加剧了远东地区森林的

破碎化，使该地区保存较完整的大面积原始森林受

到威胁，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东北虎的长

期生存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 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 $"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是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

要驱动因子! 人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的

劳动力资源状况、生产能力、区域资源的需求量和消

耗量! 近代以来，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开发过程就是一

部移民开发史! 人口增长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产

生巨大压力，使人们高强度、大面积的开垦耕地，加

剧了毁林开荒! 经济需求引发对资源的掠夺，使大量

森林被砍伐破坏! 城镇规模的扩大、道路的扩张，使

整个区域的景观破碎化严重! 中国部分的人口数量

和人口密度远大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因此土地利用

强度也比远东地区大，对东北虎栖息地的破坏也更

为严重! 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人口数量较少、劳动

力不足，导致大面积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法得到有

效开发利用，从而在该地区保存下来大面积的原始

森林，为东北虎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 %" 政策变化

政策变化是该区土地利用的重要驱动因子! 政

策主要通过促进该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引导人类

活动，从而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政策在东北虎分

布区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如清朝末期

的开禁、民国时期的移民垦殖、"# 世纪 $#—%# 年代

的十万转业军人开垦东北、百万知青上山下乡、“ 以

粮为纲”以及改革开放等政策，对中国部分土地利

用变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沙俄的远东移民政

策、苏联时期的工业化以及工业东移等政策，促进了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对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开发

程度和景观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 生产力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力发展也是该地区土

地利用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

平决定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

产业结构!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该地区人们的

主要生活方式是渔猎、游牧和农耕，土地利用强度较

弱；近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工农业

的现代化使得工业、交通用地不断扩张，土地开垦强

度加 大，森 林 采 伐 加 强，边 远 地 区 的 森 林 也 得 到

开发!

’" 结" " 语

东北虎分布区的土地利用经历了 & 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体现出点、线、面的人为干扰景观特征!
在古代，东北虎分布区人口数量少、增长慢，土

地利用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小! 土地利用主要集

中在东北虎分布区的南部，如辽宁省辽河流域和辽

西地区! 在北部只有一些河谷平原地区有零星的农

业土地开发，开发区域呈点状分布! 在整个东北虎分

布区，特别是东北虎分布的最主要地区（ 吉林省东

部山区、黑龙江省和远东地区南部），都保持着较少

受人类干扰的自然状态，土地覆盖主要以原始森林

为主! 良好的栖息地、较少的人类干扰，为东北虎的

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代，东北虎分布区的土地利用状况发生了剧

烈变化! ’()# 年开始，由于沙俄入侵，东北虎分布区

被人为分割为两部分，分别属于中国和俄罗斯! 两国

政府为巩固在该地区的统治以及开发该地区的资

源，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其中，中国向东

北三省的移民一直持续到 "# 世纪 %# 年代，而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移民也一直持续到 "# 世纪 )# 年代!
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该地区土地利用的开发，大面积

土地被开垦，广袤的原始森林在面积和质量方面持

续下降，而东北虎分布区的面积也不断缩小! 同时，

由于东北虎分布区被人为分割为两部分，土地开发

利用强度的不同导致了东北虎分布区和种群数量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中国部分的土地利用强度远

大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使中国部分东北虎分布区由

广泛分布于东北三省缩减到目前只分布在吉林省、

黑龙江省东部山区，分布面积的减幅十分剧烈，种群

数量也持续下降到不足 "# 只! 俄罗斯部分东北虎分

布区在人类土地利用变化下也有所减少，但远东地

区南部还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保障了东北虎

的生存和延续! 该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也经历了

一个剧烈减少时期，随后即得到恢复，目前野生种群

数量超过 $## 只［*，)(］! 可见，东北虎的分布面积和种

群数量与分布区内土地利用状况密切相关!
东北虎分布区内巨大的土地利用变化，使东北

虎栖息地的面积缩小、破碎化严重，影响到东北虎的

’"%& 期+ + + + + + + + + + + + + + + 李钟汶等：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用格局与动态+ + + + +



长期生存以及整个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保育! 因此，

改善东北虎分布区内土地利用格局是保护东北虎和

当地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景观生态学

和可持续性科学为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基础［"#］!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东北虎栖息

地的保护：防止耕地开垦、森林采伐、城镇建设、道路

扩张等对目前仅存的东北虎栖息地的蚕食和破坏；

在破碎的东北虎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起生态廊道，

加强东北虎种群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中俄之间东北

虎种群的扩散和交流；加强对东北虎分布区土地利

用空间格局的研究，评估目前适宜东北虎生存的潜

在生境，合理建立保护区，促进东北虎种群的扩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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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5）

［>R］# D7%+ W),（ 赵海燕）- Y75 %’3018H683%H I5J5H+:45&6 0/)
/85 0& V8//0%& T%3 U%/6- 3$1# 38*’+&$/，0811-$/ F
2&/#*$9 !1-$/ G$*H&# .#8B-&1（ 东欧中亚市场研究），

!==M（MM）：RBA@R（ 0& <70&5/5）

［>@］# $%&’ E)*（ 王培江），F8 E（ 许 # 平）- V8//0%&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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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
"$,（西伯利亚研究），-..-，!"（2）：34536（ ’, 7-’8
,+#+）

［66］9 :)", 78;（ 贯昌福），<’, =（ 林 9 艳）1 >)$*..? ",0
#)%%+#$’., @.& A)##’", ;"& !"#$ "%&’()*$)&+1 /011$%2"&3
4$,$&%25（商业研究），4BBC（2）：23D523E（ ’, 7-’8
,+#+）

［6C］9 F’". A8G（ 肖荣志）1 H-+ 0+I+*./J+,$ .@ K’L+&’" ",0
A)##’", ;"& !"#$1 6$%%"(0%7 8 9&()%&3 4$,0)%2$, !()*7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EM3（4）：6C5CB（ ’, 7-’8
,+#+）

［6D］9 N+,% O（邓9 鹏），<’ <8O（ 李丽萍），P+, Q8N（ 门

文多）1 H-+ #’$)"$’., .@ "%&’()*$)&+ ’, A)##’", ;"& !"#$
.@ K.I’+$ R,’.,1 :$"5$ ;0)%’&3（ 黑 河 学 刊 ），2EEB

（3）：SE5C4（ ’, 7-’,+#+）

［6M］9 <’) T8A（ 刘洪儒）1 ;.&+#$ /&.0)($’., .@ A)##’", ;"&
!"#$1 <0%$,(%7 =#%0&*（国外林业），2EES，!#（2）：6C
5CB（ ’, 7-’,+#+）

［6E］9 <’ :（李9 广），P" ;8<（马福龙），G-". <8U（ 赵龙

启）1 ;.&+#$ )$’*’V"$’., ",0 /&.L*+J# ’, A)##’", ;"&
!"#$1 <0%$,(%7 !2"$’2$ 8 6$25’030>7（ 林 业 科 技 ），

2EEE，!#（2）：6D56M（ ’, 7-’,+#+）

［CB］9 K-’,%")V W7，N’". F8T（ 刁秀华）1 A)##’", @.&+#$&X
(.J/*+Y #$&)($)&"* $&",#@.&J"$’.,1 !"#$%"&’ !()*"$,（ 西

伯利亚研究），4BB3，$%（3）：SE563（ ’, 7-’,+#+）

［C2］9 Z’",% G8Z（ 姜振军）1 K)//*X ",0 0+J",0 #’$)"$’., ",0
$-+ @)$)&+ $&+,0 .@ $’JL+& J"&?+$ ’, A)##’", ;"& !"#$1
4),,"&’ /$’(%&3 =,"&’ 8 ?&,( ?)%0@$&’ A&%B$(（俄罗斯

中亚东欧市场），4BBS（24）：S45SM（ ’, 7-’,+#+）

［C4］9 [.,0&"#-.I <:1 A)##’", ;"& !"#$ @.&+#$ 0’#$)&L",(+#
",0 #.(’.8+(.,.J’( /&.L*+J# .@ &+#$.&"$’.,1 <0%$,( ?203+
0>7 &’* A&’&>$1$’(，4BBS，!%&：C65DS

［C3］9 [+#-’?" GI.,"&+I" <N，=". ;（ 姚 9 凤）1 H+&&’$.&’+#
0+I+*./J+,$ ",0 .(()/’+0 .@ A)##’", ;"& !"#$ ’, K.I’+$1

:$"5$ ;0)%’&3（黑河学刊），2EMC（2）：6E5CD（ ’, 7-’8
,+#+）

［CS］9 P" A8=（马瑞映）1 H-+ &+#)*$ ",0 +Y/+&’+,(+ ’, RKKA
0+I+*./J+,$ K’L+&’"1 ?C@30%&("0’ &’* <%$$ D"$E,（ 探索

与争鸣），4BB3（E）：SS5S6（ ’, 7-’,+#+）

［C6］9 =) \8=（俞滨洋），T) N8G（胡德智），\’", [（边9
克）1 7.J/"&’#., .@ (’$’+# ’, K.I’+$ ;"& !"#$ ",0
7-’,"’# T+’*.,%]’",% O&.I’,(+1 :)1&’ F$0>%&@57（ 人

文地理），2EEB（S）：25E（ ’, 7-’,+#+）

［CC］9 N) <8[（ 杜立克）1 W L&’+@ ","*X#’# .@ $-+ /./)*"$’.,
(&’#’# ’, $-+ @"& +"#$ "&+"# .@ A)##’"1 ;0)%’&3 0G H’’$%
A0’>03"& I’"J$%,"(7（T)J",’$’+# ",0 K.(’"* K(’+,(+#）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和社会科学版），4BB3，$’
（S）：ED52B2（ ’, 7-’,+#+）

［CD］9 =+ P.$+*’"’，<’,% W（凌9 安）1 O./)*"$’., ",0 +(.,.8
JX ’, A)##’", ;"& !"#$1 6%&’,3&("0’ 0G K0%3* ?20’01"2

（世界经济译丛），2EE4（C）：6S56M（ ’, 7-’,+#+）

［CM］ P’^)+**+ N:，P+&&’** HQ，N),’#-+,?. =P，$( &31 W
-"L’$"$ /&.$+($’., /*", @.& $-+ WJ)& $’%+&：N+I+*./’,%
/.*’$’("* ",0 +(.*.%’("* (&’$+&’" @.& " I’"L*+ *",08)#+
/*", _ _ K+’0+,#$’(?+& Z，7-&’#$’+ K，Z"(?#., O，+0#1
A’0’,% $-+ H’%+&：H’%+& 7.,#+&I"$’., ’, T)J",8N.J’,"8
$+0 <",0#("/+#1 7"JL&’0%+： 7"JL&’0%+ R,’I+&#’$X
O&+##，2EEE：4D354E6

［CE］9 Q) Z8:（邬建国）1 7-",%’,% /+&#/+($’I+# ., L’.0’I+&8
#’$X (.,#+&I"$’.,：;&.J #/+(’+# /&.$+($’., $. &+%’.,"*
#)#$"’,"L’*’$X1 L"0*"J$%,"(7 !2"$’2$（ 生 物 多 样 性 ），

4BBM，&(（3）：4B6542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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