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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早年的水土保持工作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福建省水土保持综合考察说起
徐礼煜

章扬德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 福建省乃至中央对该省的水土保持工作一直都很重视。 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下达了福建省山地利用水
土保持综合考察任务，由中国科学院、福建省科委、福建省农办等单位联合组成福建省山地利用水土保持综合
考察队。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地理研究所、南京植物研究所、庐山植物园等，以及福建省水土保
持委员会、福建省科委、福建省九龙江流域规划队、农业厅、林业厅、福建师范学院、晋江专区水土保持委员
会、以及各县水保站等单位参加了工作。考察重点研究了福建省水土流失的基本情况，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因，以及控制水土流失途径。这次综合考察涉及到土壤、地理、地质、植物、土地利用等诸多学科。考察研究
内容除了水土保持外，还应当地政府要求对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考察与研究，如茶园的管理，低产
田的改良等。 可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全面的、最权威、列时最长的专题考察。通过这次综合考察为当地农
业生产提供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但最为重要的是不但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水
土保持专业队伍，这些人才后来大都成为福建省水土保持领域的中坚力量，为福建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奠定了基
础。
此外， 文章还介绍了自 1988 年以来将香根草引种到福建省应用于水土保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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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nd Soil Erosion Control in Fujian Province in Early Years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vestig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in 1960’s
Xu Liyu
Zhang Yangd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0008)
Abstract Fuji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In 1960’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made the decision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water and soil investig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It was succeeded from one county to another in the
province. The survey team consisted of Th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The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AS, The Nanjing Botanical Institute CAS, Lushan Botanical Garden CAS and many
lo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of Fujian Province (FJ), The Science Committee FJ,
The Planning Team of Jiulong River Basin, FJ, the Provincial Bureau of Agriculture, the Provincial Bureau of Forestry,
the provincial Normal College,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mmittee of Jinjiang Prefecture, and the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stations of various counties. Multiple disciplines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soil, geography, geology, vegetation, and land use, etc. In addition to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some
other issue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local demand which came from problems from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ch as tea bush management, low production farmland improvement. The investigation wa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uthorized, and long-term one in the history since the liberation of China. The
investigation provided numerous suggestions and comment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at it enhanced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consciousness of local leaders and farmers, and trained lots of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Many of these technicians later became key persons or directors at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he paper described the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on of vetiver grass technology in Fujian Province sinc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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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福建省山地利用水土保持综合考察
早在五十多年前福建省的水土流失就引起中央的重视，并将水土保持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于 1965 年，国家科委下达任务，由中国科学院、福建省科委、福建省农办等单位联合组成福建
省山地利用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由中国科学院席承藩先生任队长、单任骅任副队长。中国科学
院参加的单位有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地理研究所、南京植物研究所、庐山植物园等。福建省水
土保持委员会、福建省科委、福建省九龙江流域规划队、农业厅、林业厅、福建师范学院、晋江
专区水土保持委员会、以及各县水保站等单位参加了工作。
经过多单位、多学科的商讨与协调，及各有关基层单位的准备，综合考察队与 1965 年 4 月
正式从安溪出发，经过南安、惠安、至仙游。遗憾的是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综合考察于
1966 年 6 月 20 日于仙游中断，历时一年有余。在行政领导上由时任省长魏津水挂帅，地区专员、
副专员任队长。每至一县由一名副县长随队考察。每地考察队人员达 7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
系统约 20 余人。可见当时国家和福建省对此次考察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图 1）。

图 1 强悍的综合考察队伍（安溪县）

图 2 各县考察的汇总资料（安溪县与南安县）

整个考察工作将野外大面积调研与样板点的实施结合起来。调查内容包括土壤、植被、社
会经济等几个部分。并完成了土壤侵蚀图、植被分布图、水土流失类型图等图件。考察工作中除
对如何“治山”、“用山”作了调研外，还对低产田改造、茶园的管理、扩大种植面积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专题研究。各县（市）还编制、出版了考察成果书（图 2），以利交流与存档[1,2]。总的说
来，这次考察领导重视、组织精良、队伍强悍。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整个考察会继
续进行下去，并获得最终成果。估计整个过程可能要列时 3-5 年。
考察、研究地区地处福建省东南，以丘陵台地为主，地势由西北的低山向东南的丘陵、台地
和平原倾斜。总得说来相对高差较小，西侧切割较强烈，地势起伏大；东侧地势开阔，以低丘、
台地为主。成土母质以花岗岩为主。在南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由于强烈的风化、淋溶作用发
育了深厚的红色风化壳，厚度达数米至数十米不等。所形成的土壤主要是赤红壤。pH5.1 至 5.7
左右。盐基饱和度 30 到 40%左右。
虽然各地编纂的考察成果报告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大体相似，南安县出版的《南安县农业
生产发展问题：南安治山治田考察报告》主要包括南安县的自然特点，南安县的农业增产途径和
南安县的山地利用与水土保持三章共 11 节。当然，其中重点还是考察了水土保持。主要包括水
土流失的情况，导致水土流失的原因以及水土保持的措施等。
1.1 福建省水土流失的情况
安溪将水土流失划分为 4 个类型：
1）剧烈流失：指侵蚀量十分巨大、坡面上发育有集中成连片的众多崩岗和侵蚀沟的地区；
2）强烈流失：普遍见有浅沟、细沟侵蚀和片蚀，局部有崩岗和切沟等现象。其侵蚀量仍然
很大，植被覆盖在 10-20%左右，多稀疏马尾松灌木和耐旱矮草。
3）中度流失：指侵蚀量中等、坡面植被覆盖度在 30-50%的地区。
4）轻度流失：指植被覆盖度在 50-70%左右，有时达 80%，坡面上除了草灌以外，常长有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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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马尾树幼树，凹坡甚至有衫木幼林，坡面流失以片蚀为主，偶见局部纹沟与细沟，个别地区有
稳定的古崩岗。
在南安县水土流失情况统计表中指出南安“剧烈”，
“强度”，和“中度”流失面积达 46Km2，
占该县总面积 172Km 的 26.7%。可见水土流失是比较严重的。
1.2 福建省水土流失的原因
关于土壤侵蚀的原因，南安县考察报告指出：产生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
也有社会因素所谓社会原因主要指人类活动造成了破坏。在自然因素中，主要是地面组成物质的
性质、气候和地貌条件三个方面。由于植被遭受破坏而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一些地方原有的红
色风化壳已荡然无存，深厚而疏松的白色风化层出露地表，形成发育程度较低的粗骨土[3]。並指
出：经长期以来的海水与地表逕流的作用，加上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地形十分破碎，其流失量
之大，由此可见。而且植物立地条件日益恶劣。並指出植被破坏是产生水土流失的＂导火线“[1]。
据南安丰州石料厂的花岗岩分析，其含有 74.06% SiO2，因此花岗岩风化壳被侵蚀剥蚀，其地面
留有大量的石英砂粒……使花岗岩风化壳更为疏松和易受侵蚀剝蚀。这些石英颗粒经过再搬运常
常形成白色沙丘或沙滩，营养成分很低，为植被恢复带来障碍。
在水土流失的因素分析中指出（南安县考察报告）：花岗岩出露相当广泛，出露面积较大的
有丰州、官桥、美林、康美、榕桥、石井、四都、九都及华美等地。一般多为粗粒和中粒花岗岩，
出露地表以后一般是不稳定的，易于受化学等风化作用，加上它含有较多的长石和云母等易蚀变
矿物，在高温多雨条件下，易形成疏松而容易受侵蚀剝蚀的风化物。并指出，土壤流失严重地区
几乎全部发生在花岗岩和流纹岩分布地区。
所以，地面组成物质是流失的对象，所指的基岩及其风化壳性质，是水土流失的内部因素，
它影响了侵蚀方式和侵蚀量，因而它是水土流失自然因素中的重要方面。……並指出风蚀是沿海
地区产生水土流失的气候因素之一。常造成飞沙走石、折断树木现象。
在气候因素中，暴雨强烈及坡面径流过大也是重要因素。如安溪暴雨（日降雨量大于 50mm）
的次数达 6-8 次/y。最大日降雨量高达 299.4mm。高降雨量加上山高、坡陡地貌条件使得土体流
动的动力－－地表径流十分巨大[2]。
1.3 福建省水土流失对策
在研究水土保持对策时，在南安编著的福建省南安县农业生产发展问题: 南安治山治田考察
报告中，指出：
1）全面治理水土流失与合理利用山地相结合。只有全面治理水土流失，才能充分利用山地，
只有合理利用山地，才不会造成水土流失。
2）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适地适树，适地适草。
3）以生物措施为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凡是没有水土冲刷或冲刷轻微的沟壑，
沟沿，陡坡等能直接上生物的就不修工程。
4）以短养长，长短结合，草灌乔並举……更有效的保持水土和充分利用山地。
此外，安溪还根据土壤的肥力及剖面发育特征，以及土壤所在的位置和实际可能利用价值，
土壤改良利用的难易程度和措施，以及土壤的利用发展方向等将土壤分为 8 类：
1）多（中）量有机质厚层土壤，
2）少（中）量有机质厚层土壤，
3）轻度面蚀厚层土壤，
4）山地腐殖质土壤，
5）中（少）量有机质砂砾质土壤，
6）中度侵蚀紅壤，
7）強度侵蚀红壤。
8）其它土壤。
对每一类土壤的分布、土壤性态特征、改良利用意见以及侵蚀情况作了阐述。
此外，对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地进行不同的利用， 安溪县进一步提出：
⚫ 一般在 150 米以下的缓坡或凹坡坡脚地段，土壤均较深厚，蓄水保肥力较高，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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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坡、半阳坡发展龙眼、荔枝、芒果、香蕉、尤舌兰和剑麻等。而在小于 30 度的土坡上，
一般轻度和中度流失地段，只要水保措施跟上，可发展适应性较广的梨、杨梅、番石榴、
桃等。
⚫ 在海拔小于 250 米的低丘地区以水土保持为主，结合发展绿肥，种植豆类、南亚热带经
济林。
⚫ 在 250 米到 500 米的高丘地区，以发展经济林为主，适当发展薪炭林。
⚫ 在海拔 500 到 800 米之间低山地区以发展用材林为主，适当发展经济林。
⚫ 在 800 米以上的中山地区，以发展水源林为主，结合发展用材林。
在讨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指出：植被遭到破坏是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并提出“目
前”可能加剧或引起新的水土流失的做法：
1） 铲草皮，封山不封草。有些地方乔木生长不错，但林下草被铲光，使得产生面蚀甚至沟
蚀。
2） 不合理的开荒种植......甚至有的顺坡开垦种植。
3） 熏田，烧土粪及砖瓦窑。
4） 开山采石。不少地方花岗岩岩石露头，为采石创造了条件，但如没有很好的水土保持措
施就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有的地方长有稀树林的和灌丛、杂草。农民往往习惯于清除田间杂草。认为把地皮连同表土
层铲一遍，有利于农作物和果树的生长，而忽视了草皮在减少水土冲刷上的作用。更未考虑在坡
地果园中引入护坡草类。有的老乡习惯于在降雨量集中分布的 4、5、8、9 几个月中进行中耕锄
草，这为雨水的冲刷提供了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如龙眼、荔枝，在闽东南地区受到广泛的重
视，有些地方搞大规模的推士平地建果园，不管是红土（赤红壤）还是白土（花岗岩风化母质），
统统建园。可以想象这样做的结累不仅仅是杀鸡取蛋，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花费了劳
力和资金，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反而加剧了水土流失，恶化了生态环境。
这次综合考察涉及到土壤、地理、地质、植物、土地利用等诸多学科。考察研究内容除了水
土保持外，还应当地政府要求对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考察与研究，如茶园的管理，低
产田的改良等。总之，这次多单位、多学科的综合考察领导得力，技术力量强悍，时期长。如果
不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整个考察可能要历时 3-5 年。可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全面的、最权威、
列时最长的专题考察。通过这次综合考察了解了福建省水土流失情况，提出了解决途径，并为当
地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但最为重要的是不但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而
且培养了一大批水土保持专业队伍，这些人才后来大都成为福建省水土保持领域的中坚力量，为
福建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通过这次为期一年多的考察，在中科院诸多研究所与福建省水土保持部门之间架设起
了桥梁，“老中青”一代又一代水土保持科学工作者们相互学习，紧密联系，团结合作，为福建省
乃至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贡献力量，也树立了榜样（图 3，4）。

图 3 考察队（福建）负责人王振聪来宁拜会席老（1990）右为章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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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土壤所徐礼煜教授考察平潭香根草（2019）

2 九十年代重走考察路
在上述考察三十多年后，在“老队长”席承藩院士的带领下（图 5），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一行五人于 1994 年 11 月和福建省水土保持办公室一起对有关地区再次进行考察，考察人员
中有些是参加了三十多年前考察的老教授，也有一些年轻人。这次考察从福州出发，经福清、莆
田、惠安、泉州、晋江、南安、同安、漳州、南靖至厦门止（图 6）。
这次考察中很高兴的看到了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些试
点和示范以及在土地利用上的新举措，并首先提出将复合农林业
技术应用于闽东南丘陵山地，旨在有目的在同一块土地上将多年
生木本植物与一年生农作物或动物饲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意
识的结合起来，以期在各组分间在生态上和经济上有益的相互影
响。
复合农林业的根本目标在于保持土壤肥力，以达到持续农业
的目的，而并非要求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获得最高产量[4-6]。复合
农林系统包括以果树为基础的复合农林系统; 果树-灌木系统;
果树-草本植物系统; 和果树-防护林系统以及果-粮系统等等[7]。
同时提出要将土工工程与生物工程相结合，在条件许可时，根据
土层厚度和坡度修建水平梯田，在梯田边坡上种草、植灌，保持
水土，并要求加强对小流域的规划，做到因地因土制宜，并强调，
防止不顾自然条件，片面强调所谓大面积的连片开发、规模化生
产，并要求采用多种措施解决烧材不足的矛盾，使得一些封山育
林的地方的森林得以恢复。
图 7 1936 年采集的香根草标本
席院士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丘陵面积占 70%以上，
而人均耕地占有量偏低，据估计，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大约有 150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的 1/7，这些地方包括江南丘陵山地、西北黄土高原、北方土石山区，以及南方喀斯特地区等。
复合农林业对于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必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

图 5 考察人员合影（前排左 3 为席承藩院士） 图 6 考察察路线图（1994）

3 香根草在福建省水土保持中的应用
香 根 草 （ Vetiveria zizanioides ） 属 于 禾 本 科 香 根 草 属 。 不 久 前 国 外 将 其 归 入 金 须 茅 属
（Chrysopogon zizanioides）。系一多年生草本植物。由于它根系发达，且向地下纵深发展，以及
它所具有的其他诸多特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收到世界各国的亲媚，成为人们知名的水
土保持和斜坡固定植物。
虽然早在 1936 年，
“野生”的香根草在海南岛被发现，当时由植物学家刘心祈先生从海南东
方县白沙村采集的标本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里(图 7)，但将它应用于中国的
水土保持还是在近代。 香根草技术于 1988 年由格雷姆肖先生引入世界银行中国南方红壤开发项
目。其中，福建省红壤项目区的 7 县 29 个茶、果场栽种 3 万 kg 香根草苗，所保护的面积也在
130ha 以上（图 8，9）[8]。一年后，即 1989 年 10 月 20-23 日由农业部和水利部合作于福建省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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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召开了香根草种植技术研讨会（图 10）。 通过中国同行们的努力，在南方各省传播开来。这
次会议由两部联合召开，并选址福建，可见国家对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给予很大期望。同时也说
明福建省治理水土流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后来，经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批准，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中国香根草网络于 1997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在福州召开国际香根草学术研讨会（图 11）。在研讨会上泰国专家 Diti
Hengchaovanich 先生首次介绍了他在马来西亚应用香根草保护公路的经验。他指出香根草强大的
纤维根系可以深入地下，将地面下 3m 以内的土壤固结紧实，防止开裂及孔道的形成。它的根系
要比木本植物的根系固坡更为有效。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公路、铁路等建设飞速发展，将香根草这一经济实用的生物工程技术应用于保护工程边
坡和保护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广泛的应用潜力。
会上代表们不但渡海去平潭参观了应用香根草防风固沙、保护河岸和海滨鱼池的示范区
（图 12，13），而且去福建北部建阳参观了我国首例应用香根草系统保护公路边坡的现场。示范
现场表明，香根草篱不仅在短暂时间快速保护好公路边坡，而且有效的防治边坡上的泥沙和石块
冲向公路下面的水稻田。因而它受到了公路工程师和农民的欢迎。

图 8 世行代表在福建光泽县止马镇考察香根草(1988)

图 10 “邵武”会议合影（1989）

图 9 在光泽县止马镇白门楼村坡地采样（1988）

图 11 “福州”会议合影（1997）

福建省是一个山地面积较大的省份，在全省 120 000 km2 面积中，山地丘陵面积约占 90％以
上。近些年来公路建设发展非常迅速。不少公路建在山区，尤其是那些花岗岩深度风化的地方，
其风化壳从数米到数十米不等，土壤侵蚀和塌方严重。如采用工程方法保护公路边坡，不但成本
高而且影响到环境，而用香根草保护边坡则是价廉物美，且见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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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福州会议以后，香根草系统在福建省即开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几乎该省所有的市县
都积极的投入了利用香根草保护公路边坡的行列中。1999 年在福泉高速公路上有近 2 万㎡的上
边坡利用香根草进行保护（图 14）。这个上边坡主要由粗颗粒的母质物质组成，极易发生滑坡。
它的种植成功表明，香根草不仅能用于保护下边坡，同样也可以用来保护养分相对贫瘠的上边坡。
另一个利用香根草保护大型公路上边坡的事例在该省的三明市清流县。三明市公路局于 1999
年 3 月在清流县北山大滑坡整治工程中种植了 10000 ㎡香根草，并很快形成绿篱，达到防护和绿
化双效益。清流北山大滑坡土壤很少，多半为风化岩石和石块，且种植条件极其恶劣，一般植物
难以存活。其坡面面积较大，用砌石护坡，锚喷防护等措施一则成本高，二则难以奏效，最后选
用香根草防护，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2000 年调查时发现，香根草每丛分蘖数由 2-3 株已发展
成 30 多株，最少的也达到 6-9 株（在硬风化石上）。根深达 80 ㎝以上，最短也有 52 ㎝（硬风化
石上）。2001 年 6 月 13 日，仅 5 个多小时，清流县城关降雨 160 ㎜，城区被淹，多处公路涌坍，
桥梁冲垮，损失很大，但北山滑坡坡面在已建的防护工程和香根草的保护下岿然不动。可见其固
土防护作用十分明显。
据福州市公路局研究，在三个不同地点（A、B、C）对相同面积采用不同的保护措施：即香根
草护坡、干砌片石护坡和浆砌片石护坡（其中干砌片石和浆砌片石护坡厚度以 30cm 计算）,采用
香根草护坡比其他护坡节省 22 元/m2 以上[9]
事实表明香根草技术的应用不仅收到农业和水土保持部门的欢迎，在公路部门、铁路部门，
以及矿山植被修复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在 2000 年至 2002 年期间，福建省连城、永春、安溪、仙游、延平、连江等公路局或分局都
种植了不少香根草。据不完全统计，至 2002 年底，福建省利用香根草保护公路边坡面积超过 20
万 m2。不少公路局或分局也都建立起了自己的香根草草苗繁殖基地。在福建省交通科技发展项
目第一批计划中，列入了“公路边坡香根草绿篱防护研究”一项。
福建省公路学会还于 2001 年 6 月在南平召开了“公路边坡香根草绿篱保护现场交流会”。2002
年 9 月，该学会还组织人员前往浙江山区考察了香根草的应用情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该
省香根草事业的发展。后来，福建省公路管理局于 1998 年正式发文，充分肯定了香根草在公路
固坡上的作用，要求全省所有公路部门学习香根草技术，应用香根草防治侵蚀，保护公路边坡。
并要求公路部门各单位相互交流经验，加速香根草技术的推广。后来浙江省和江西省公路部门也
纷纷发文效仿。可见福建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在此方面起了领先作用（图 15）。

图 12“福州合影”代表参观平潭岛

图 13 用香根草保护海边鱼池（平潭）

此外，在农业生产上，由于香根草具有下面一些特点，因而成功的应用于坡地农田水土保持，
并构成了一种新的农林（果）复合模式：
 多年生，无性繁殖，一年就可交叉生长成密切的绿篱。
 它不结果，不产生匍勺匐茎，不会成为草害。
 根系深且垂直，因而占地面积小，在安溪，三年生的香根草根系平均为 1.2 米，草带宽仅为
30-35cm。
 对土壤和气候要求不高，栽种方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均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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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用香根草保护福泉高速公路（张菁供稿）

图 15 福建等省公路部门发文要求应用香根草护路

 根系含有香根油，不是害虫的中间寄主。
 建造香根草带成本低。根据南平地区推广的情况，每亩草带平均需 50 元。不到梯田的 1/10。
 维护管理方便，占地小，萌发力强，每年可割青 2－3 次。可提供燃料和旱季果园覆盖，减
少旱季果园的蒸发。
根据安溪试验站的径流小区试验，与松耕裸地相比，香根草种植第 2、3 年拦沙率分别达 95.8%
和 99.8。拦蓄经流率达 43.8、82.3%[7]。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根据前人和作者的一些亲身经历，回顾了福建省的早年的一些水土保持工作，这些
工作贯穿了几代人，反映了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福建省水土保持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和做出的成
绩。也反映了福建省乃至国家对福建省水土流失的关切和对水土保持工作做出的努力。可以看出，
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国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奋斗。可以相信，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重视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福建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必将越做越好，
必将迎来一个绿水青山的新福建。
注：本文作者徐礼煜、章扬德分别参加了上世纪 90 年代和 60 年代福建省水土保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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