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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江退耕还林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初步调查结果 
 

肖建文 
（贡山县迪麻洛村民） 

 
概要: 本文报告了两次在独龙江实地调查的结果。调查集中在了解退耕还林对当地农业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调查发现了几个主要问题： 
 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大力扶贫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农业的地位。解放后政府给予独龙族很

大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免费给大量吃的、穿的使得独龙族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大，目

前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已经结了婚的）基本上不种庄稼。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传统农作物的消失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脆弱性。退耕还林实施后，以前

可以在刀耕火种地里种的老品种已基本消失了。在调查到的 49 个作物品种中，有 5 个当地的老品种已经

完全灭绝了，有 17 个基本灭绝（只有几户有少量的种子保留但已不再种了），除了 8 个外来品种还常种

外，其余的已经很少种植和不种了。 
 退耕还林实施后，牲口的放牧范围缩小了，养牲口越来越困难，使得当地人依靠自己创收的能力进一步减

弱。现在很多老百姓无事可做，喝酒反而成为最主要的事情，对政府提供的粮食和其它援助的依赖性特别

强。 
 采访的 30 户人家中只有一户想保留老品种的种子，但因为刀耕火种政府不准种，而且在家附近的地里一

些作物不适应，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保留老品种的可能性不大。 
 本文建议与政府合作允许当地老百姓种植少量的火山地，为保护老品种。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Impact of Sloped Land Conversion on Agro-biodiversity in Dulongjiang Township 

 
Xiao Jianwen 

(Dimaluo Village) 
Summary: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of the impact of SLCP on agrobiodiversity in Dulongjiang 
Township. The main findings are: 

 For many years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given a lot of material support to Dulongjiang and this has adversely 
impacted on the status of local livelihoods and agriculture. The provision of free grain and clothing for the past 
decades and created a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y on the government. At present many young people do not know 
how to farm proper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LCP has further eroded agrobiodiversity. Since implementation, many crops and 
varieties that used to be planted in the swiddens have basically disappeared. The survey identified 49 crop 
varieties, of which 5 have disappeared, 17 are only kept by a very few households, and 8 are still regularly 
planted. The remainder are no longer planted. 

 SLCP has restricted grazing pasture areas, so livestock raising is difficult, further weakening livelihoods. Many 
individuals no longer work, depending instead on grain and relief from the government. 

 Of 30 households interviewed, only 1 household has kept seeds of swidden crops, but since it is no longer 
allowed to cultivate swidden and some of these crops are unsuited to non-swidden fields, so it is unlikely that 
these crops can be kept indefinitely. 

 It is recommended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ermit the cultivation of a small amount of swidden in order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rop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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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江退耕还林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初步调查结果 

 

肖建文1 

（贡山县迪麻洛村民） 
              
1． 调查情况 
 

1997 年在独龙江公路测量工作的时候，作者曾注意到独龙江的农作物很丰富，因此觉

得非常值得去看经过几年的变化后，尤其是退耕还林后，独龙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如何。

作者于 2004 年 8 月、10 月，作者对贡山县独龙江乡进行了两次的实地调查。目的是了解最

近几年来独龙江流域农业系统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现状以及退耕还林政策

实施后对当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便探讨老品种的威胁程度和将来的发展趋势。调查

范围包括了两个自然行政村（两个村自然植被和气候差异大）30 户农户：孔当村，王美小

组（10 户，2 女 8 男），海拔 1600 米左右，在乡政府附近，通讯、环境和交通都是独龙江

最好的；迪政当村，迪政当小组（20 户，1 女 19 男），海拔 2400 米左右，是独龙江上游和

未通公路的村委会之一。 

 调查内容包括了：不同类型农地上所生产的作物和品种；最近几年土地利用变化状况，

刀耕火种地、自留地、耕地上的相互变化及关系；已经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是怎样实施的，

目前和将来还有什么变化；退耕还林政策对不同地方的不同家庭的特殊影响；退耕还林政策

总体上对土地利用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村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看法。我一共调

查了 30 个农户。我调查中有 85 岁高龄至 20 岁的男女士，也有共产党员和有工作的干部。 

 

迪政当村  20 户  妇女 1 个  男 19 个  其中村党委书记 1

个，两位新老组长。

孔当村  10 户  妇女 2 个  男 8 个  一位老社长。  

  

2． 独龙江概况 
 

独龙江乡位于缅甸北部和我省（云南）、西藏入四川交界的结合部，为南北横断山脉的

高山峡谷带，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环境恶劣，通行困难，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东界最高峰达 5128 米的高黎贡山与怒江峡谷相连，西面最高峰为 4934 米的担当力卡山与缅

甸毗邻，北与海拔大于 3200 米的西藏高原相连并与印度相连，为一狭长形的极为偏僻封闭

的区域。北纬 27°40′~28°45′，东经 98°45′~98°30′，独龙江南北纵贯。县城丹打

到乡驻地巴坡的人马驿道共 65 公里，到孔当村的公路 96.2 公里，南北纵距 91.7 公里（即

                                                        
1 本次调查由国际混农林研究中心（ICRAF）云南办公室资助，特此感谢。另外也得到了云南省生物多样

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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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境线长），东西宽 34 公里，境内最高峰代王腊卡峰。贡山县独龙江乡辖马库、巴坡、

献九当、迪政当、龙元、孔当 6 个村民委员会（如图 1），42 个村民小组，838 户，4051

人，人口密度为 2.03 人/平方公里。 

 

 
图 1  独龙江流域分布 

 

2.1．地理气候条件 

贡山县独龙江乡地势北高南低，海拔 4964 米，最低为独龙江流出境口，海拔 1170 米，

具有典型的立体气候和小区域气候，年均气温 16℃，年降水量在 2932~4000mm 之间，日均

降水量最高年达 120mm，全年日照时数平均 1100~1400 小时，空气湿度达到 90%，年均无霜

期 280 天，整个自然状况为两山并耸，一江纵贯，区位偏僻，地形陡峭，通行艰难。在高黎

贡山丫口被大雪封冻时，虽然于 1999 年 9 月，修通了贡山县城至独龙江公路，每年大概 12

月到次年的 5 月份与外界几乎隔阂。与外界只能用一部无线电台联系，物资短缺，信息不畅。

独龙江的气候是亚热带形气候。 全年有两个季，每年从 2至 10 月是多雨季节，11 至 1 月

青天为主。 

 

2.2．耕地和农业 

解放前，独龙族以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农业为主，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耕地。耕地可

分为 4 类：火山地、水冬瓜树地、熟地、水田 4 类。火山地在森林毁林开荒的称新火山地，

新火山地休耕后再烧垦的称老火山地；熟地指在村寨附近垦殖的固定旱地，其中房前屋后精

耕细作的又称田园；水田是在阶地或冲洪积扇上经水耕熟化的稻田；水冬瓜树地就是在人工

种植的桤木林中进行刀耕火种的耕地，因这类地烧垦后较肥沃，一般可连作 3 年，头年烧垦

的称水冬瓜树地。水冬瓜树地耕作起来很方便。原来很多家庭的粮食产量主要来源于这些耕

地。 

解放后，政府引进外地民族的农耕技术扩大了耕地固定面积，并加大了基本农田建设

力度。目前，独龙江全乡土地总面积为 2991000 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44.25%，其中耕地

14406 亩，林（草）地 2530380 亩，其它面积 446214 亩。现有的 14406 亩耕地中，有水田

465 亩，旱地 3998 亩，轮歇地 9943 亩，主要分布在独龙江两岸的陡坡上。其中迪政当村

2502.92 亩，龙元村 2198.76 亩，献九当村 2865.54 亩，孔当村 2840.7 亩，巴坡村 27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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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马库村 1218.96 亩。 

虽然总土地面积大，但可耕地面积不大，且都属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或缓冲区，所以政府会特别重视耕地的固定化。因为保护区的建设，土地利用的方向主要在

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不是农业垦殖。耕地中坡度小于 8°的仅占 0.27%，8°—15°的占 0.48%，

15°—25°的占 1.69%，26°—35°的占 12.01%，大于 35°的占 85.55%。独龙江乡由于恶

劣的气候条件和土地条件，粮食产量极低，农业经济的发展非常滞后。过去许多家庭靠政府

提供的救济粮或返销粮，所以政府会重视独龙江的退耕还林工作。 

多数的耕地是坡度大于 35 度以上的。多数农户这种耕地有 7-10 亩左右，少量的在家旁，

每户只有 1-2 亩。结合独龙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主要耕作地的休耕时间长，所以每家拥

有的耕地面积实际上更大。 
 
2．3 其他生活来源 

除了农业之外，由于当地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当地农户的粮食需求，每年都要政府提供大

量补助，减轻了当地农户对农牧业的依赖性。贡山县政府或其它的扶贫机构每年都会无偿给

独龙族人民提供大量的物质，尤其是遇到当年或当时气候不好影响到粮食产量的时候。独龙

江每年都有半年 12-5 月要被雪封山，在封山之前，当地政府都要去慰问当地的农户。此期

间，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衣服、粮食，甚至还有现金。 
 另外，森林小产品（药材和菌类）的采集、打猎和畜牧业（主要是猪、山羊、牛）是当

地生活来源的重要内容。独龙江流域，是一个传统的、以农牧业为主，森林小产品、自然资

源等为辅的地区。农业生产是当地的基础，并不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图 3：家庭资源利用流动 

 
3．退耕还林的影响 

 
经过对两个自然行政村的两个小组的调查发现，长期以来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气

候、政府大力的扶贫政策使得当地农户很不重视农业的发展，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打乱了当

地生计和生产方式。经过分析后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退耕还林实施状况；（2）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地位；（3）农业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4）当地农户维持农业生物多样

性和退耕还林政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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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退耕还林实施状况 

   
3.1.1．退耕还林政策和补助措施 

县林业局的退耕还林是按省林业厅规定的退耕政策和补助方式并根据县里面的实际情

况来实施的，具体措施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1、 与全县一样，只有退耕还林而没有退耕还草。 
2、 其他地方按自愿的原则退，而在独龙江要求按人头每个人必须退 1 亩，直到每户只

能留 1 亩地； 
3、 其他地方每亩补助 300 斤粗粮，而在独龙江他们补助是按每人每年补助 210 斤粮食； 
4、 其他地方按生态林的补助为 8 年，经济林的补助为 5 年，而独龙江所有退耕还林算

作‘生态林’； 
5、 其他地方，如果老百姓自己提供苗木应该有 50 元的 苗木费；独龙江不给苗木费； 
6、 与退耕还林配套的公益林建设以承包给当地人的形式进行管理。 

退耕还林地上种植的主要树种按河东、河西分别安排：河东主要以西南花和金竹为主（金竹

最多）；河西以云南松（特别在上游）和水冬瓜为主，其中云南松属于外来种。本地种以移

栽的方式实施，而移栽后没有苗木费。 
 
    本次调查未能统计全乡退耕情况，但总体上，每户只留 1 亩地，主要是固定耕地或水田

（如图 2）。 

 

                          图 2 退耕还林地分布 

 
 

3.2．退耕还林对农业的影响 
 

3.2.1．土地利用 
以前，冬瓜树林中的刀耕火种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农地类型。退耕地主要集中在村寨附近的耕

地和水冬瓜树地上，使得农户再也不能烧垦以前的水冬瓜地了，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也随之

消失。目前一般农户具有的耕地为 1-2 亩，最多也只有 7 亩，而且是很少的。许多家庭留的

耕地属于稻田和少部分固定耕地或采地。因此，退耕还林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是通

过改变土地利用，减少了集中土地类型，使得原来在刀耕火种地里的作物和品种面临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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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粮食 

原来多数是比较偏远的刀耕火种地，粮食产量低，一般只有 100-300 斤/亩，遇到气候不

好的年，产量更低或颗粒无收。退耕以后，政府每年给每个人发 210 斤粮食。大部分家庭认

为粮食补助足够于生活。大部分农户说以前，靠自己种的地一年能够产 1000 多斤，而有些

说原来自家的地较少。只有少部分村民提到认为现在的粮食情况比以前艰难。然而，如果想

养猪，那么靠 210 斤补助不够，无法提供足够的饲料。因为补助粮食主要是大米，许多农户

说很高兴能够吃上大米了。 
 

3.2.3．作物种类 
从本次调查来看，目前种植的作物有 40 多个，常见的有 10 多，很多是面临灭绝和半灭

绝的物种。多数作物是当地的以前的老品种，外来品种少。以前，青稞和小麦是冬天种的，

苦荞、鸡脚拜、包谷等是 4 月份种的。芋头只能在新开的地里种。 
 
作物名称 独龙语名字 目前现状 品种数量 来源 
天糈米 Si nagui 将要灭绝、已半灭绝 3 当地的 
玉米 Da bong 还有一点，还有几个品

种 
  6 当地的 

小米 Z de le 绝种了   2 当地的 
水稻 A bou 新品种，还有   2 外来的 
甜荞 Jiang bai 绝种了   1 察瓦垄 
苦荞 Pa ra 绝种了   2 察瓦垄 
青稞 A zong 绝种了   1 察瓦垄 
小麦 Ji sa 绝种了   2 察瓦垄 
鸡脚拜 Ban da 将要灭绝、已半绝种   1 当地的 
豆类 Xu a nuo 还有一点   5 当地的，不知道 
黄豆 Sa no 还有很多   2 当地的 
豌豆 Sa ma nuo 还有一点   2 当地的 
向日葵 Mi duo 还有很多   1 当地的 
 S i ne 还有很多   2 当地的 
瓜类 Ji gua 还有很多   5 当地的，不知道 
土豆 Hu bi 还有很多   2 当地的，不知道 
黄瓜 Dong gua 还有很多   2 当地的 
山药 Ji yi 还有很多   3 当地的 
芋头 Gui yi 还有一点、半绝种   3 当地的 
  注：由于没有进行植物学鉴定，因此作物和品种的确切名称还不知道。 
 
3.2.4．退耕还林的其他影响 
3.2.4.1．畜牧业 

退耕还林地就集中在居住房子附近、以前刀耕火种的地方，现在退后牛和养也放不成了。

牲口只能放在规定的地方，畜牧业控制到没有自由的地步，导致农牧业的减产，影响了老百

姓的正常生活，牲口的数量只能是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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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农业的发展潜力 
退耕后，每户家庭只有 1.5 亩的土地，使得大部分的农作物已经种不成，农户的整个农户生

产都围绕和依靠这点土地。因此对很多农户来说，像玉米、大豆等这样大面积种的作物已经

不能种了，只能是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所有的作物都种在这点土地上，但这也是不可能的。

传统的刀耕火种地的消失，也使得以前适应于这些地方（海拔、气候）的农作物消失了，因

为这些作物只能生存在这里，到了没有退耕的耕地上不能生存或生长好。 

 目前多数农户觉得退耕还林政策是好的。部分当地人普遍认为：‘退耕还林做的好，不

用干活也有米饭吃，以前早出晚归在家休息的一天时间没有，一年下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退耕还林搞得好，好在不用干活有米饭吃，以前满山无闲田，一般人还是缺粮，现在天天

在家可以去到江边钓鱼。’但部分人担心退耕还林 8 年后怎么办？到时候，国家能否继续给

粮食吗？如果可以恢复种植，那灭绝的农作物从哪里来？国家会不会再给大量免费的粮食？

但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则觉得无所谓，懒得种地，说明他们已经惯坏了。老人认为年轻人

现在已不会种地，因为解放后国家对独龙族有很大的关心和支持，尤其上改革开放以后来国

家对独龙江地区的大力援助，每年吃的、穿的、用的，几乎都是全部免费的。这样造成了年

轻人对国家的补助和支持的依赖性太强了，地也不用种了，牲口也不用养了，整天没有事情

做已经成为习惯了。有老人说：要彻底的消失在我们这一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当地的农

作物种子都种不成了。还有现在放牛，放羊都不方便，我们的牲口也越来越少了。我们天天

种树不知道八年后树能值钱吗？退耕还林太让人担心了’。 

 
 
4．当地农户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退耕还林政策的策略 
 

当时，进行退耕还林的时候，据老百姓介绍政府宣传叫他们留老品种的种子但是大部分

农户没有，特别在独龙江下游村寨。在上游的迪正当村，部分老人关心老品种保护的问题但

没有地方种。所有牲口被放在村子外围，很容易把外面种的作物吃掉，所以无法在村子外面

种。另外，退耕还林之后不准烧火山地。有一位农户自己想围一块地在固定面积里种老品种，

但是老品种的保护也需要火山地。目前，当地农户、村乡领导对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退耕

还林并没有很好的想法，还没有一个长远和完整的规划。但如果不即使采取行动许多农作物

和农作物的品种肯定会灭绝。采访的 30 户人家中有一户想保留种子，但是他没有办法，也

有很多困难，刀耕火种政府不准种，在家附近的地里一些作物不适应。因此，看来目前的状

况之下，当地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关心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而且要进行有效的保护的

话，必须想办法让愿意保护老品种的农户重新种一部分火山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