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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策勒绿洲作为干旱区典型的绿洲 —荒漠交错带 ,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而其贫困也

多为生态环境约束型贫困 ,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 ,互为因果。只有充分了解生态环境现状及

其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打破贫困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才是加快策勒绿

洲扶贫开发的重点。在该区贫困与生态环境现状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以及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

比较全面的分析 ,重点揭示了生态环境对策勒绿洲经济发展的限制 ,提出了有利于该地区脱贫致富、改善生态

环境条件的几点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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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verty formation was usually caused by different complicated factors ,including the factor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e factors of population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factor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Cele Oasis is a typical one in arid area

in Xinjiang , namely desert cross - belt , which is facted with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pover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well know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ow

to further develop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ment. In thip pape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verty and the present status and character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ele area in Xinjiang was researched and investigated. Some sugestions were made on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haking off proverty and becoming prosp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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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成因往往是十分复杂的 ,尤其是区域贫困的形成一般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

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共同决定了贫困的过程和状态。生态环境、资源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

会因素是影响策勒绿洲贫困的四大因素 ,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因素是贫困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因素。同

样 ,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也需要找到破坏生态环境关键因素。显然 ,脆弱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地理基

础 ,但是贫困引起的掠夺式经营则是人为影响生态环境破坏的关键。

策勒绿洲土地本身少氮、缺磷、含盐量大、自然生产力低 ,迫于生计压力 ,人们不得不进行广种薄收

式的耕作。耕地的扩大 ,农业用水量亦增大 ,致使生态林地用水量减少 ,从而引起绿洲外围和各河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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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荒漠植被面积日趋减少。而且 ,农民生活燃料不足和过度放牧问题也同样引起大面积的破坏自然

植被资源。这些植被是阻止沙漠流动和扩大的最有利的自然屏障。荒漠植被减少 ,而流动沙丘却步步

紧逼 ,荒漠化日益从外围蚕食和威胁着绿洲农业生态系统。同时 ,由于农业灌溉体系落后 ,渠系渗漏严

重 ,农业灌溉用水过量 ,引起地下水位上升 ,土壤盐渍化加重 ,从绿洲内部对绿洲农业生态系统构成威

胁。荒漠化和盐碱化以及植被减少所引起的自然灾害频繁 ,使得土地更加贫瘠 ,耕地单产降低 ,并最终

加剧当地人民的贫困状况。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贫乏的自然资源使得当地居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

人们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经营 ,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对人类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制约。生态环境和

贫困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1 ] 。

在这种环境约束型贫困地区 ,不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扶贫工作不会有突破性成果 ,更

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目标。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 ,生态环境保护是不能真

正实现的。没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脱贫 ,贫困地区不可能有生态环境改善和合理的环境行为。因此 ,

该地区应从生态环境的改善入手 ,在反贫困过程中需要更多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只有

合理选择开发方式和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并协调好这些地区的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源潜力 ,才能尽快摆

脱贫困。

1 　研究区概况

策勒绿洲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 , 和田地区东部中区。最低海拔点 1 380 m ,最高海拔点 6 810

m。距乌鲁木齐市 (经沙漠公路)公路里程 1 415 km。该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距海遥远 ,南有喜马拉雅

山 ,西有帕米尔高原 ,北有天山等高山阻隔 ,湿润气流难以侵入 ,东部季风气流更难抵达。强列的干旱荒

漠气候 ,造成塔里木盆地流动沙漠和半固定沙地广泛分布。

策勒县的年平均气温为 11. 9 ℃,1 月平均气温为 - 5～ - 10 ℃,7 月平均气温 25. 1 ℃, ≥10 ℃积温

4 340. 3 ℃。气温日变化大 ,县城附近平均日较差接近 15 ℃,最高可达 16. 3 ℃;年较差平原区为 30. 9 ℃。

日较差和年较差的最大值出现在北部沙漠地区。无霜期为 180～220 d ,年日照时数为 2 867. 2 h ,日照百

分率为 61 % ,年辐射量达 144 J / cm2 [2 ] 。

策勒绿洲由 39 块较小的绿洲组成。包括荒漠绿洲 (即平原绿洲 ,由 2 块绿洲组成 ,占策勒绿洲总面

积的 77. 96 %)和山区绿洲。策勒县辖 1 镇 ,7 乡 ,共计 125 个行政村 ,其中荒漠绿洲含 3 乡 1 镇 (策勒乡 ,

固拉哈玛乡、达玛沟乡和策勒镇) ,是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种植区。山区绿洲含 4 乡 (恰哈乡、乌鲁克萨依

乡、努尔乡和博斯坦乡) ,是畜牧业经济区。

策勒绿洲总土地面积为 31 342. 58 km2 ,绿洲面积为 53 333 hm2 ,占总面积的 1. 6 % ,2005 年耕地面积

仅为 16 170 hm2 ,占总土地面积的 0. 52 % ,绿洲面积的 30. 3 %。

2005 年末策勒绿洲总人口有 139 397 人。全县居民中 ,以维吾尔族 (136 836 人 ,占 98. 2 %)为主。城

镇人口 2. 42 ×104 人 ,农业人口为 12. 14 ×104 人 ,占总人口的 87. 1 %[3 ] 。

2 　研究区贫困状况

2002 年 ,国务院重新确定新阶段自治区 27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田地区的 7 个县全部

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按国家低收入人均纯收入 869 元标准计算 ,2002 年新疆低收入人口 223 ×104

人。按国家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 627 元的贫困标准计算 ,贫困人口 64 ×104 人。其中 ,和田地区 28. 1 ×

104 人 ,占全疆 43. 9 %[4 ] ,是新疆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策勒绿洲作为和田地区的一个贫困县 ,贫困问题

普遍存在并更加突出。不管在和田区内还是全疆范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还是很大 ,收入的增长速

度很慢[5 ] 。2005 年策勒绿洲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 1 197 元 ,在全疆 87 个县市中列第 84 位 ,与全疆扶贫

重点贫困县农民年纯收入 1 715 元相比少 518 元 ,仅为当年全疆和全国平均水平 2 482 元和 3 255 元[6 ]

的 48. 2 %和 36. 8 %。而贫困人口收入则比农村人均收入还要低。如果据世界银行按照国际通行的 1

人 1 d 消费 1 美元标准评估 ,和田地区绝大部分人口会在这个贫困线低下 (按这个标准评估 ,2004 年我

国贫困人口数量为 1. 04 ×108 [7 ]) 。表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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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 年和田各县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疆 87 个县市中的排序情况[5 ]

Table 1 　Rank of net income per capita of the far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ies and cities of Khotan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farmers from 87 counties and cities in Xinjiang area in 2005

项目

Item

民丰

Minfeng

和田市

Khotan city

和田县

Khotan county

洛浦

Lopu

皮山

Pishan

于田

Yutian

策勒

Cele

墨玉

Moyu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Net income per capita of farmers(yuan) 2 021 1 817 1 456 1 390 1 322 1 294 1 197 1 177

排序 Rank 65 72 77 79 81 82 84 86

　　 3 据世界银行 2005 年评估 ,在有近期数据的 63 个国家中 ,仅有中国、尼日利亚、乌干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印度、加纳、马里 8 个

国家的官方贫困线低于 1 美元 1 d ,其中中国最低 (世界银行《中国贫困评估研究报告 (一)》第 9 页 ,2005 年)

策勒绿洲大农业主要有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林业和副业等组成 ,种植业的比重大 ,占总产值的

66. 7 %。由于地理环境封闭、市场狭小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工业生产处于基础弱、生产规模小和技术

水平落后的状态 ,单纯依靠粮食种植增加农民收入有很大的局限性。耕地作为干旱地区土地中的精华 ,

是策勒绿洲农业最主要的自然资源。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短缺的水资源和恶劣

的生态环境条件。这为提高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收入 ,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2005 年地方财政收入为

1 100 ×104 元 ,支出为 16 954 ×104 元 ,比收入多 15 倍多 ,财政自给率低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家和自

治区的资金投入。

策勒绿洲的贫困不同于内地的其他地区 ,也不同于北疆的牧区 ,是一个干旱区的贫困。这种连片集

中分布的贫困区在全国都是罕见的。生态环境恶劣、水资源短缺及分布极不平衡、特困人口数量多、高

度集中、人均占有耕地少、脱贫的难度非常大 ,而且解困后极易返贫。

图 1 　2005 年策勒、新疆和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情况

Fig. 1 　Net income per capita of farmers in Cele , Xinjiang and the whole China in 2005

3 　策勒绿洲生态环境特点

3 . 1 　深居内陆 ,降雨量少

策勒绿洲地处亚欧大陆中心 ,远离海洋 ,位于昆仑山北麓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是封闭性的内陆盆

地。据策勒气象站测定 ,策勒绿洲的年平均降水量为 34 mm ,主要集中在 5～9 月 ,分别占全国平均降水

量 (639 mm )和全疆多年平均降水量 (145 mm)的 23 %和 5 %左右[8 ] 。然而年蒸发能力则为 2 595 mm ,是

降水量的 76 倍。干燥度 20. 8 ,干旱控制着整个无霜期 ,所以大气极度干燥 ,气候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暖温

带干旱荒漠气候。

3 . 2 　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

策勒绿洲河流均发源于昆仑山北坡 4 000～5 000 m 的高山冰川带下部 ,水源主要以冰雪融水和降

水为主。有大小河流 9 条 ,年径流量为 5. 845 ×108 m3。其中努尔河和策勒河年径流量超过 1. 0 ×108

m3、常年有水之外 ,其它都是季节性河流[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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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绿洲地表径流的多年变化不大 ,但年内分配上是很不均衡的。春季 (1～5 月) 和秋季 (9～12

月)为地表径流的枯水期 ,夏季 (6～8 月)为洪水期。地表径流冬季最小 ,径流量为 0. 169 ×108 m3 ,占全

年的2. 89 % ,春季水量为0. 545 ×108m3 ,占全年的9 . 3 % ,夏季最多 ,水量为4 . 493 ×108m3 ,占全年的

76. 9 % ,秋季水量为 0. 638 ×108 m3 ,占全年的 10. 9 %。

策勒绿洲河泉流量总计 7. 05 ×108 m3 ,水的利用率较低 (地表水为 36 % ,地下水为 14. 5 %) 。夏季水

量基本上以洪水的形式出现 ,实际利用率低 ,大多为生态用水。所以多数河流夏季有部分弃水 ,按保证

率 75 %计算 ,河水年总径流量为 4. 83 ×108 m3。全年实际引用量 3. 38 ×108 m3 ,弃径流 1. 45 ×108 m3 [10 ] 。

3 . 3 　土质疏松、养分含量小、植被稀少、荒漠广布

策勒绿洲土壤质地以第四纪疏松物质为主 ,土壤质地轻、沙性重、通透性能好、肥力低。在绿洲灌溉

区的土壤多为灌淤土 (2. 28 ×104 hm2) 、棕漠土 (0. 75 ×104 hm2)和风沙土 (面积相当大) ,还有部分草甸土

和少量盐土。据策勒土壤普查表明 ,土壤中含钾元素充足 ,少氮、缺磷、含水量低 (0. 024 %～0. 82 %) 、质

地疏松、故风蚀作用强烈。含盐量一般 0. 2 %～4. 5 % ,最高能达到 14. 7 %(盐结皮) ,pH 值 8～9. 5。在

此种土壤环境中只有耐盐草甸灌丛植被和根系发达的超旱生的灌木和半灌木才能生长。策勒绿洲大部

分地区降水很少 ,干热程度很高 ,植被稀少 ,覆盖率一般不到5 % 。光山秃岭和沙漠占总面积的

83. 35 %[10 ] 。而山地干燥光秃、植被稀疏、机械风化强烈。

3 . 4 　生态脆弱 ,农业自然灾害多

策勒绿洲作为以农业为主 ,农牧结合的农业大县 ,绿洲面积只占土地面积的 1. 7 % ,绿洲处于沙漠

包围之中 ,目前绿洲与荒漠过渡带遭受破坏 ,有的已不复存在 ,绿洲直接暴露在沙漠风沙和“热浪”的侵

袭影响之下 ,绿洲农业生产面临着“春夏干旱多风沙 ,夏秋洪水多涝灾 ,秋冬低温多冻害 ,沙漠盐碱常危

害”的严峻局面。此外广大草场因超载过牧而引起退化和沙化 ,中低山区以泥石流为主的水土流失较严

重。

4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贫困的影响

4 . 1 　自然灾害严重

策勒绿洲自然灾害有干旱、霜冻、干热风、大风、冻害 ,局部地区有暴雨和冰雹。

41111 　干旱

策勒绿洲属灌溉农业 ,干旱主要是春旱。从水资源情况可以看到 ,水资源总量并不少 ,但季节分配

悬殊大 ,春季径流量只占全年的 9. 32 % ,是春旱的主要原因。在春季 ,小麦灌溉和大部分作物的播种前

后 ,对水的需求量最大 ,需要大量的地表水来灌溉 ,而水需求量大的春季无水利用 ,需求相对少的夏季常

常洪水泛滥 ,不能充分利用。春季水、热配合不好 ,全部耕地尚不能保证完全的灌溉 ,每年缺水约为

0. 35 ×108～0. 40 ×108 m3 [11 ] ,给农林牧业稳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西部平原区 ,每年 3～5 月出现轻旱的机率达 47 % ,中旱的为 6 % ,重旱达 41 %。县城近郊 ,旱情重 ,

枯水期水量小 ,洪水晚 ;东部固拉哈玛、大玛沟两地绿洲 ,5 月中下旬春水紧张 ,6 月出现水土矛盾 ,造成

小麦后期受旱 ,玉米、棉花头水推迟。

41112 　干热风

策勒绿洲北部接壤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降水稀少 ,干旱缺水。干热风灾害比周边邻县发生频繁 ,

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发生时间一般在每年的 5～6 月。干热风直接影响粮食的稳产高产 ,尤以对

小麦危害最重。干热风发生在小麦扬花期 ,不孕小穗增多。一般年份受干热风危害 ,造成夏粮减产

5 % ,严重年份减产 10 %～15 %。同时干热风对玉米、棉花、油料也有影响 ,造成叶片、果实旱落现象。

县城附近高温低湿型干热风 ,多年平均有 21 d ,最多年份可达 34 d ,县城北部是干热风危害的重灾区 ;固

拉哈玛、大玛沟受干热风危害次于县城北部。

41112 　大风 (风沙)

大风是策勒绿洲破坏性很大的主要灾害天气。主要受东北风和西北风的影响 ,并且还受两上风系

交替作用的影响 ,年均风速为 1. 9 m/ s。8 级以上大风每年 3～5 次 ,最大风速达 18～24 m/ s ,最多达到 9

次。据策勒县气象站观测资料统计 ,风速 ≥4 m/ s 的天数 90 d 左右 ,春夏两季大风频繁 ,刮风频率很高。

和田地区是我国浮尘、降尘最严重的地区。全年有 19～64 d 沙尘暴 ,以及 200 d 浮尘天气 ,天空中持续

时间长、破坏性大。全年的降尘量为 117. 06 t/ km2 ,主要发生在春夏季[8 ] 。按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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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平均 16 t/ km2 评价 , 超标 6 倍以上。策勒绿洲大风多出现在 4、5、6 月。大风强度大维持时间长 ,一

次大风持续时间一般在 1 h 左右 ,最长可达 15 h ,连续出现日数可达 3 d。

风沙给策勒绿洲带来严重灾害。大风发生时 ,农田的表土刮走 ,高茎秆作物吹倒折断 ,矮秆作物刮

倒刮歪 ,沙丘移动埋没公路 ,甚至造成交通中断 ;风沙使耕地条件恶化 ,使耕作质量变得越来越差 ;它会

造成重播、种子、时间和劳动力的浪费 ,推迟耕作时间 ,造成减产 ,还会增加财政支出和生产成本 ,甚至带

来毁灭性的灾难。风季 (特别春季)流沙运动加剧 ,使田野 ,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遭受严重破坏 ,当地政

府每年都要进行多次排沙、维修、重建 ,消耗了大量的劳力和财力。浮尘危害人类健康 ,使气候发生变

化 ;降尘改变土壤的组成和性质 ,硬伤植物的生长、产量和品质。各种风灾危害时间较长 ,范围较广 ,严

重影响到当地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农业生产。

1986 年 5 月 18 日 ,一场大黑风使山下平原区农作物和人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 ,全年受灾

面积为 3 666167 hm2 (5. 5 ×104 亩) ,受灾人口 8. 9 ×104 人 ,直接经济损失达 168 ×104 元。

1999 年 5 月 13 日 ,策勒县遭受强烈的风沙暴的侵袭 ,最大风力达九级 ,近 3 333. 33 hm2 (5 ×104 亩)

棉花苗被毁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1 000 余 ×104 元。

4 . 2 　天然植被破坏严重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绿洲边缘的自然森林植被上。森林资源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

主体 ,具有涵养水源、蒸发空气、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河道下游沿岸约有

天然胡杨林 1107 ×104 hm2 (16 ×104 多亩) ,灌木林也不少 ,乔灌共生 ,非常茂盛 ,是绿洲的天然屏障。由

于樵采、毁林开荒、过度放牧和切断水源等原因 ,破坏惨重 ,残存极少 ,到 80 年代初期 ,只有稀疏胡杨林

(大部分为次生) 5 000 hm2 (7. 5 ×104 亩)左右 ,灌木林也退缩 10～20 km ,天然防风屏障几乎到了被毁灭

的程度。

燃料不足是策勒绿洲一大难题。该区煤炭资源短缺 ,部分煤炭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从 700 多 km

以外的轮台县运来 ,1 t 煤炭价格高达 500～550 元。农村生活能源主要是利用薪柴 ,生活燃料以烧灌木

和枯杆为主。据统计策勒绿洲年樵量 450 ×104 kg ,约等于 1 466167 hm2 (2. 2 ×104 亩)灌木的生长量。策

勒各绿洲的薪柴产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樵采量大于植物的生长量 ,很难满足当地居民对能源的需求。

由于人口多 ,燃料不足 ,不可避免的从沙漠中樵采大量的胡杨、红柳。砍伐林木灌丛 ,开始在绿洲内部 ,

进而转向沙漠边缘 ,直到沙漠内部 ,使境内植物逐年减少。不仅破坏大面积的森林资源 ,而且大量的原

先是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重新移动 ,导致沙丘活化 ,促进土地沙漠化。因农民燃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虽

然当地政府作了大量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 ,但是大量采挖荒漠资源植物 ,破坏荒漠植被的现象依然存

在 ,人工林砍伐也很严重。新中国成立至 80 年代初累计造林应有 3 100 ×104 株 ,但 80 年代初期实际只

有成树 1 042 ×104 株。

不顾灌溉能力 ,盲目开荒是破坏自然植被的很大因素。近 40～50 年以来 ,策勒绿洲为发展地方经

济 ,大量砍伐森林植被 ,毁林、毁草开荒造田 ,毁林开荒现象严重。因开荒一般在原有植被的地方开垦 ,

每次垦荒热兴起时 ,大量植被横遭破坏 ,但是大部分新开垦的土地由于供水跟不上而又被废弃。据策勒

绿洲近 50 多年的统计资料揭示 ,1949 年策勒绿洲的耕地面积为 16 626. 67 hm2 ,1949～2005 年间 ,累计开

垦荒地 32 787. 34 hm2 ,而 2005 年耕地面积仅为 16 170 hm2 ,不仅不增加而且比 1949 年减少 456 hm2 [12 ] 。

绝大部分新开荒地因干旱缺水而撂荒 ,时耕是弃 ,不仅没什么粮食 ,反而破坏了原有植被 ,沙质表土裸

露 ,等于是增加了沙漠化土地面积 ,使得策勒绿洲的沙漠化更加加剧 ,环境也因此变得恶劣。

4 . 3 　沙漠化严重

策勒绿洲不仅是在全疆 ,而且在全国范围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风多风大、沙

源丰富、沙尘暴频繁、风沙土广为分布、土壤含有沙物质且含盐量高、植被稀疏、生长矮小、植被覆盖度

低 ,这是促使沙漠化发生和发展的自然动力和物质基础 ,是造成该地区土地沙漠化的自然因素。水资源

不合理利用 ,人为破坏植被 ,过度砍伐、垦殖、放牧、樵采 ,盲目开荒和人为不合理耕作是造成该地区土地

沙漠化的人为因素。

策勒绿洲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沙漠戈壁占全县总面积 56. 6 %。沙漠化发生和发展的自然动

力和促进沙漠化的物质基础条件都很充足 ,绿洲北部的流动沙丘受西北风和东北风的影响 ,从东、北、西

三个方向袭击绿洲 ,造成沙漠向南推进 ,已接近绿洲中心。历史上县城曾先后三次被流沙驱逐迁移。因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南侵 , 50～80 年代的 30 年里 ,沙漠迁移了 5 km ,沙化耕地面积近 1 333. 33 hm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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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亩) ,有 231 户人家被迫内迁 ,公路被改道 ,万亩良田作物一年重播几次。80 年代初到 1995 年 ,流

沙前锋距离县城仅 1. 5 km ,被流沙掩埋的耕地就达 522 余 hm2 (7 830 余亩) 。1995～2000 年 ,被沙化的耕

地面积为 120 余 hm2 (1 800 多亩) ,西北方的流沙和西南边的沙丘链已经得到控制。但是 ,策勒绿洲总体

上土壤沙化趋势还在继续 ,仍然是风沙危害重灾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劣 ,致使农牧业生产极不稳定。

沙漠化给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一是破坏生态平衡 ,使环境恶化和土地生产力严重

衰退 ,危及沙漠化区域人民的生存发展 ,加重了贫困程度 ;二是造成地力降低、土质劣化、甚至失去利用

价值 ,导致大面积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丧失 ;三是严重威胁村镇 ,交通 ,水利 ,工矿设施及国防基地的安全 ,

影响工农业生产 ,每年因沙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很高 ,严重制约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也成为重

大生态环境问题。。

面对沙漠化趋势加剧 ,自然灾害频率加大 ,水利设施抗灾能力减弱的现实 ,策勒绿洲近几年开始大

抓植树造林 ,增加森林植被 ,积极防灾减灾 ,以保证农业稳定高产和水利设施长期效能。2000 年全县林

业面积达到 413 ×104 hm2 (64. 43 ×104 亩) ,其中人工林 1. 05 ×104 hm2 (15. 7 ×104 亩) ,天然林 3. 25 ×104

hm2 (48. 73 ×104 亩) ,人工林中防护林达 1 986. 67 hm2 (2. 98 ×104 亩) ,全县 94 %的农田得到了林网的有

效保护。森林覆盖率由 1985 年的 0. 24 %增长到 2000 年的 0. 77 %。仅 2000 年一年内退耕还草面就积

达 1 485160 hm2 (22 284 亩) 。扩大农田防护林为主的森林规模不仅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 ,而且防护林与

农作物之间对光、有机物和有限的水分的矛盾日益严重 ,进一步降低了肥力本身不高的耕地的生产力。

使本来较低的人均耕地不断下降 ,在数量和质量上遇到层层冲击。

4 . 4 　盐碱化威胁大

从历史上看 ,策勒绿洲沙化问题自古有之 ,而盐碱化问题则从 1965 年引起重视 ,策勒绿洲从 1958

年后开荒造田 ,盲目在东、东北部开垦荒地 666167 余 hm2 (10 000 余亩) ,大量向东引水 ,西部水量减少 ,

植被干枯 ,土地迅速沙漠化 ,而东部低洼 ,地下水本来就高 ,过量灌溉 ,从 1965 年开始耕地出现次生盐渍

化 ,现有盐碱地 3 200 hm2 (48 000 亩) ,其中 ,中度以上盐碱耕地面积达 1 046. 6 hm2 (15 699 亩) , 主要分

布于固拉哈玛和达玛沟两乡 , 严重影响作物生长[13 ] 。沙漠化、盐碱化等生态环境现象不仅降低土地数

量 ,而且进一步降低土地质量 ,对地区农业经济的限制也很大。

4 . 5 　草场严重退化

全县草地面积 32157 ×104 hm2 (488. 571 ×104 亩) ,夏季草场紧张 ,超载情况严重 ,造成不少草场退

化 ,其中退化草场面积 919 ×104 hm2 (148. 5 ×104 亩) ,占全县草场面积的 30 %。

策勒山区草场在和田地区是质量较好的 ,草场资源比较丰富 ,但是缺水 ,利用率不高 ,有效利用面积

只有 17166 ×104 hm2 (264. 9 ×104 亩) 。山区草场多年来因过度放牧 ,人为破坏 ,供水条件差 ,自然灾害频

繁等原因 ,草原退化 ,沙化严重。

80 年代以前 ,策勒县曾一度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要求牧区做到粮食自给 ,盲目扩大牧区耕地面

积 ,一部分山区优质草场当作耕地开垦 ,结果因高山气候寒冷 ,粮食种多收少 ,得不偿失。

5 　结论与建议

贫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 ,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

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造成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

的重要原因。贫困大面积的存在及其消极影响是贫困地区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基本原因[14 ] 。从

现实情况来看 ,新疆几乎所有的贫困县都面临着生态恶化的严重局面 ,新疆的贫困也呈恶性循环。在缺

水少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贫困人口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地掠夺有限的资

源 ,造成水土流失、灾害频繁、土地产出率低、加速开垦和砍伐 ,加剧了自然条件进一步恶化。和田策勒

绿洲地处沙漠边缘 ,农牧民无钱买燃料 ,于是砍伐自然森林成为必然 ,保护绿洲最有利的自然屏障 —自

然植物受大面积地破坏 ,造成沙漠侵占绿洲 ,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 ,这是该区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的

根源 ,也是一些贫困人口初步脱贫后又遭受各类灾害 ,大面积返贫的根源。

根据策勒绿洲贫困的实际情况 ,改善生态环境 ,消除贫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511 　治贫不易 ,治愚尤难

自然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是贫困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因素 ,但贫困的本质是人的贫困和观念的落后。

因此 ,贫困地区的真正持续稳定发展首先必须建立在人的发展和观念的革新基础之上。联合国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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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说“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 ,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

展和提高人民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指标是脱贫的重要指标 ,但不

是唯一的目标。策勒绿洲要大力提高教育投入、要发展教育 ,在贫困地区资金使用形式上应越来越偏向

于依赖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为消除贫困打好基础。这样 ,既不断扩大农民提高收入的途径、加

快脱贫致富 ,也能提高群众对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和保护意识 ,保证策勒绿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12 　修复绿洲荒漠交错带的自然生态环境 ,减少干旱、风沙、盐碱、洪涝等自然灾害 ,改善当地的生产、

生活条件 ,这是绿洲 —荒漠交错带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要合理开发资源 ,坚持以水定地的原则。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 ,脱贫并不只是单纯的开发当地资

源 ,而应该是综合治理各种自然灾害 ,树立大农业的战略思想。要尽快解决整体干旱缺水与局部盐碱、

洪涝、浪费水资源并存的矛盾现象。同时坚决制止滥砍滥伐交错带边缘的天然植被 ,杜绝人为地破坏生

态环境 ,从而防止荒漠化对绿洲的侵蚀。大力提倡种树、种草 ,提高植被覆盖率 ,有计划有步骤建立以乔

木为主 ,乔灌草结合的完整防护林体系。

513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实施科技扶贫战略

科技进步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社

会进步有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的经验表明 ,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农业研究、灌溉系统、农村供水、道路

建设、初等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项目的援助能够最有效地减轻贫困和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并使处于

贫困状态中的人们直接受益[14 ] 。策勒作为经济实力很差的贫困区无法保证有效科技投入 ,而贫困目前

也正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尽快要解决的工作重点。因此 ,各级政府要立足策勒绿洲 ,大力提高经济投入 ,

要利用科学技术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 ,进而促进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要加大对科研的投资 ,特别是

农村能源、沙地和盐碱地开发、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等方面。要积极引进适合该区的国内外先进技术 ,并

吸收、消化、创新。积极引进推广先进、成熟、适用的新技术 ,提高生产经营水平 ,努力增加策勒绿洲人们

的收入。鼓励科技人员深入贫困地区 ,在掌握当地情况的基础上 ,发展适合当地社会发展的技术。在贫

困地区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 ,把提高文化和普及科学知识与推广使用科技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
[1 ]郭怀成 , 张振兴 ,陈冰 ,等. 西部地区反贫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研究———以新疆和墨洛地区为例[J ] .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4 ,40 (1) : 144 - 153.

[2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干旱区环境演变与遥感应用研究[M] .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 2001 :7 - 8.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新疆统计年鉴[J ]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6.

[4 ]宋岭. 21 世纪新疆贫困地区发展论[J ] .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 2004 : 22 - 23.

[5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 新疆调查年鉴[J ]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J ]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6.

[7 ]曹洪民. 加快贫困地区发展[J ] . 科学社会主义 , 2006 , (1) :77 - 79.

[8 ]关欣 ,李巧云 ,文倩 ,等. 和田降尘与浮尘、扬沙、沙尘暴关系的研究[J ] . 环境科学研究 ,2000. 13 (6) : 1 - 7.

[9 ]海米提·依米提 ,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 亚力昆·马合木提. 策勒绿洲地表水资源形成及其变化过程研究[ C]/ / . 新疆资源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 2001 : 14 - 20.

[10 ]策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策勒县志[M]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2005.

[11 ]何秉宇 , 张毅 ,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等. 绿洲荒漠交错带人口增长及其对持续发展的影响———以策勒县为例[J ] .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 1998 , (8) :114 - 118.

[12 ]瓦哈甫·哈力克 , 海米提·依米提 ,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等. 绿洲耕地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力———塔里木盆地南部策勒绿洲为例[J ] .

地理学报 , 2004 , 59 (4) : 608 - 614.

[13 ]努尔拜·阿布都沙勒克 ,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库尔班·马木提 ,等. 策勒绿洲植被生态规划问题的研究 [J ] . 新疆大学学报 , 2000 ,

(3) :72 - 77.

[14 ]蓝娟 , 周世祥. 贫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J ]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 35 (专辑) : 49 - 51.

·678·　　　　　　　　　　　　　　　新疆农业科学 　　　　　　　　　　　　　　　　　44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