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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林
复种启动
最快3年完成

台风刚过，省林业厅
就将海防林的修复作为工
作的重中之重，将今年16
万亩的种树指标和补助资
金全部下达给文昌和海口
的重灾区，并专门组织专
家实地考察，向各市县提
出修复的基础方案。

7 月 25 日上午，台风
仅仅过去一周后，来自省
林业厅、省森林公安局的
干部和岛东林场的职工一
起，种下了灾后第一批
300亩的海防林木麻黄树
苗，从而拉开了我省大规
模修复海防林的序幕。下
一步，省林业厅将调集全
省 26 个林区林场轮番支
援灾区，进行海防林重建。

按照省林业厅的部
署，最快将在两三年内完
成对海防林的复种，而要
等到这些树苗长大起到更
好的防风固沙作用，还需
要更长的时间。

省林业厅厅长关进平
说，海防林的恢复不是一
天就能见效的，需要长期
的努力和投入，目前正在
紧锣密鼓进行。

■■■■■ ■■■■■ ■■■■■

值班主任：程旺 主编：李丛娇 美编：张昕

2014年8月6日 星期三

A06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罗孝平 美编：张昕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深读

清理倒树越快越好 要分段间隔清理补植

全面清理倒树会对流沙严重的文昌沿海所有村庄造成威胁，还会对木麻
黄下面的灌木造成伤害，不利于固沙和保持水分

“威马逊”过后，重灾区90%以上海防林毁坏殆尽，当家树种木麻黄全军覆没，我省生态面临考验——

琼岛绿色长城如何夯实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单憬岗 实习生 周川又

一夜之间
沙子封了门窗
重灾区 90%以上海防林毁坏

殆尽，主打树种木麻黄全军覆没，
风沙肆无忌惮闯入海边村庄

“我们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没见
过这么大的风沙。一夜之间，风吹来的
沙子把房子都要埋起来了。”7月30日，
文昌岛东林场靠近海边的宝邑作业区
内，职工家属张少丽说，台风过后，因为
房屋迎风的门窗都被沙子堵死，很多居
民都从后院翻墙爬出来。

尽管台风过去十多天，但记者在现场
仍能看到风沙肆虐过的痕迹：地面上厚厚
的沙子、空房前的小沙堆、窗格子上的沙
尘……“我们每天都用手推车来清理沙
子，好几天了，干得手都疼了。”张少丽说。

林场退休职工郭仁体指着海边的一
大片沙地告诉记者，这次的台风把树全
打光了，原来房屋周边的树密密麻麻的，
可以挡住远处的沙地，现在树没了，他的
家就完全暴露在风沙面前。“没有了防风
林保护，我们想种点花生，估计也难存
活，接下来几年，日子会很难熬。”

此次超强台风“威马逊”给我省东北
部一带的海防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尤其
是文昌和海口两个重灾区更是损失惨重，
文昌207公里海岸线的防风林，遭严重毁
坏的就达174公里；海口东海岸被拦腰折
断的树木就有6万多亩。“威马逊”过后，
重灾区90%以上的海防林被毁坏殆尽。

而作为我省海防林先锋树种的木麻
黄，更是在此次台风中遭遇“灭顶之
灾”。台风过后，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生态
室主任薛杨沿着琼北受灾的海岸线走了
一趟。“文昌岛东林场8个作业区要找到
一株完好的木麻黄几乎不可能了，成熟
龄的都被打断，幼年龄的也损毁严重。”

尽管这次超强台风让文昌、海口等地以
木麻黄为主的防风林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但
在徐大平看来，仍要肯定木麻黄抗风的积极
作用。“木麻黄虽然被台风打倒了，但同时它
也减弱了台风风力，达到了防风林的目的，
现在是要把倒的树重新种上去，尽快长起
来，下次来台风的时候还能挡得住。”

周亚东表示，台风风力过大，是造成这
次海防林大面积被毁的最主要原因。“海防
林作为第一道防线，正面迎击台风，超出了
它所能承受的风力范围。”

“台风过后，大家都在怀疑木麻黄的抗
风能力究竟有多强，但我对此并不怀疑。”薛
杨说，木麻黄抗盐碱、抗风、固沙，多贫瘠的
地上都能长，木材也受到认可。“目前还没有
树种能替代它，这次复种海防林，木麻黄还
是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但沿海一带的木
麻黄防风林都是成熟林，确实也老了，防风
能力打了折扣。”

据了解，我国引进木麻黄已有100多年
历史了，木麻黄原产地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
的一些岛屿上，最早是1897年被引进到我国
台湾地区，上世纪四十年代日军侵琼时又从
台湾引入海南。据清朝相关文献记载，清末
时海南岛风沙灾害就已非常严重，文昌有些
村庄为风沙所苦，像我国西北沙漠地区一
样，风进人退。而引进木麻黄以后，海南的
海岸防护林才比较成形了。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引入海南到现在70

多年，作为海防林的当家树种，木麻黄的责
任还是尽到了。”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
刘强教授说，目前我国整个东南沿海、台湾
岛和海南岛的海岸带都是以木麻黄为主。

刘强说，木麻黄最大的弊端是不能进行
自我繁殖更新，需要在人类干预下才能生长
出来。即使没有这次超强台风，木麻黄生长
几十年后也会自然老化，需要进行大面积人
工砍伐更新。“这次被台风折断的木麻黄很
多都是老化的，当然，这次台风确实大，很多
青壮年的木麻黄也倒掉了。”

虽然海防林被毁，急需大规模复种，但
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种树的环境已和当年完
全不一样了。杨朝晖说，1964年岛东林场
建场之时，文昌的风沙很厉害，村民长年饱
受风沙之苦。“所以那时群众很喜欢人家种
树，村民都拉我们到村里种树。”

而随着文昌地区环境改善，农民也提出
靠近村庄的树要还给他们，这样一来，到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岛东林场已由1964年建
场初的60万亩缩减到36万亩；到2002年发
林权证的时候，要和农民划界，农民又提出
来要还土地回来，才签名盖章办证。最后，
岛东林场又让出18万亩。

杨朝晖说，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对海防
林的重视程度也不如以前了，当年是抢着让
你去种，现在是不让你种。“如果这次灾后大
规模清理倒树的措施不当，也很容易会产生
占地纠纷。”

海防林没了
将致沙进人退
此次若不及时修复海防林，

沙灾极有可能卷土重来,几代人辛
苦栽树治沙的成果恐将付之东流

省林业厅厅长关进平说，海防林的大
面积毁坏将对海南的生态坏境造成很大
影响，琼北的气温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同时，海防林遭到破坏还会导致生态链断
链，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引出一系列问题。

“当然，海防林最重要的作用还是防
风护沙，文昌沙化本来就严重，如果没有
海防林这第一道屏障防护，海风吹过来，
整个沙地就会往前推进，影响文昌海边
村庄的安全。”关进平说。

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周亚东告诉记
者，现在重灾区海岸都裸露着，如果不及
时修复，将对海南岛的生态安全，特别是
文昌、海口这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人居坏
境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对于失去了防风林的海岸线将面临
的威胁，省林科所森林培育研究室主任
方发之举了个例子：几年前清水湾某个
楼盘在取得开发资格后，把原来的海防
林砍了，想做成景观林，结果还没来得及
更新，就来了一场大风，风和海浪把沙子
全都推到楼盘前，堆了一米多高，把门都
封住了。“那个风还不算大，只有八九
级。”方发之说。

而此次受灾的文昌东北海岸线更是
比较特殊，“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海南
东部市县的沿海沙滩都朝着南边，只有
文昌的大部分沿海沙滩是朝着东北方
向，冬天北风从海上吹来，卷起沙子，让
文昌深受风沙之苦。”岛东林场场长杨朝
晖说，文昌成为著名的侨乡，也与当地早
年饱受风沙之苦、土地贫瘠有很大关系。

受此次台风破坏严重的岛东林场，
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昌沙害很严重，一
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被迫搬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
所所长徐大平说，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时候，靠海边的基本都是白沙滩，风
一起，沙就流动，白沙滩含盐量高，原来只
能长一点草，后来大量引进木麻黄，改善
环境后，黄沙滩多了起来，含盐量低一些，
有些灌木和其它树种也能生长了。

而此次超强台风所经过的海岸，以
木麻黄为主的海防林遭遇毁灭性打击，
若不及时修复，风沙灾害极有可能卷土
重来，几代人辛苦栽树治沙的成果也恐
将付之东流。

海防林对于海南这样一个岛屿省份而言，意义非同小可，它是
庇护这方绿色宝岛的第一道防线。但在此次超强台风“威马逊”的
袭击中，文昌、海口等重灾区的海防林几乎全军覆没，主打树种木
麻黄严重倒折。

惨重的灾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入思考：海防林的被毁将对
我省生态造成什么影响？以木麻黄为主的海防林是否合适？绿色
宝岛的这第一道防线怎么才能筑得更实？

重筑海防林 需更多考量
海防林是绿色海南岛的第一道防线，“哨兵”该选哪种树种、又该

如何布局，关系到子孙后代、千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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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东说，长远考虑，最好的海防
林，就是用乡土树种代替木麻黄。“如
万宁石梅湾的青皮林，不需要人类做什
么工作，台风来了，虽然也会有损失，
但它能够自己恢复和更新，说明它抵御
台风的能力特别强，这就是海防林要追
求实现的一个目标。”

按照刘强的设想，混交后，乡土树
种在木麻黄的林下生长。到木麻黄林
老化了，需要更新的时候，就砍掉木麻
黄，这时这些乡土树种也成林了。然
后，乡土树种还要进一步演化，形成顶
级的自然林树种，不需要人工再去管
了，可以自己更新。各种年龄段的树都
有，有树苗、幼龄树、中龄树、成熟龄
树，自然更新。

刘强告诉记者，希望30年后，木麻
黄采伐时，呈现出的是混交林的状态。

“但是，要形成近似自然林的状态，时
间就更漫长了，可能50年，甚至100年
以上。”刘强说，热带雨林恢复需50到
100年左右，不仅是林子长出来，还要

包括林子下的土壤状况和各种生物的
多样性，包括微生物、动物等。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看得远一些，
考虑长远利益、百年大计。”刘强说，像
他们做科学实验的，不可能很快出结
果，有的实验甚至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
来完成。

刘强从1998年开始做海防林的研
究。当时有三块样地，分别位于南海大
道、新秀海滩和海甸岛。但三块样地最
长的存留5年，短的只有1年多。“样地
迁移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发的速度，现
在据说桂林洋那块样地也要做景观开
发了。”刘强说，他还是希望能留下一
小块样地可以供长期科学实验。

省林科所所长杨众养则表示，对于
树种的选育，有一个现成的好办法。“你
看，台风过后，海岸边能够保留下来的树
木，通常母树的抗风性比较好，从这些树
中间来选种，培育出来的树苗抗风性会
更好。从科研的角度看，意义重大，一定
要及时跟进这项工作。”

木麻黄一直“当家” 逐渐用乡土树种替代

将木麻黄与本土树种混交种植，到木麻黄林老化需更新时就砍掉，届时乡
土树种也成林了，但需要较长时间

这次台风中，人们发现，木麻黄倒伏
严重，椰子树则屹立不倒。引起了民众
的广泛关注：椰子树是否更适合用于海
防林？

“从目前来看，木麻黄仍是海防林的
当家树种。”周亚东告诉记者，省林业厅
也在组织专家研究如何能够让海防林形
成自我更新。“我们也在搞海防林的混交
林的实验。尽量用乡土树种，如琼崖海
棠、水黄皮、黄槿、椰子树等，很多本土树
种可以自我更新。这样就既能提高海防
林整体的结构功能，又能向乡土树种的
海防林转化。”

周亚东解释说，椰子树干高大，光溜
溜的，抗风性能强，但防风性能上则逊于
木麻黄；而且木麻黄在海滩沙土中生长
得更快更好，目前需要尽快补种防风林，
椰子树一般要10年以上才能成林，而木
麻黄3年时间就够了。“从这方面来说，木
麻黄的优势更大。”

“重新培育海防林也要考虑成本问
题，椰子树的维护和造林成本都比较高，
所以今后还是要以木麻黄为主，同时混
种椰子树、琼崖海棠等乡土树种，逐渐实

现更新演化。”周亚东说，尽管如此，省林
业厅还是鼓励农民在村庄周围、农田附
近种植椰子树等乡土树种，这既有经济
效益又有生态效益。

刘强建议，海防林的建设要分三步
走，先在海岸建起木麻黄为主的海防林；
然后和乡土树种混交，形成一个混交林
型的海防林；最后海防林逐渐形成自然
林。“自然林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我更
新，自我修复。”刘强说。

刘强进一步表示，本土树种对土壤环
境也有要求，因此需要木麻黄先对沙地土
壤环境进行改良，为其它乡土树种生长创
造条件。如有的树种需要在阴凉条件下
生长，就需要木麻黄先构成一定的光照和
土壤环境，对水分保持也有好处。

而在薛杨看来，不仅要将木麻黄和
其它乡土树种混种，木麻黄本身也应该
混种，他告诉记者，木麻黄的树苗有两
种，一个是无性系，用营养器官来培养，
一个是实生苗，是用种子培养的。实生
苗有主根，根系发达，抗风比较好，但抗
旱比较弱，而无性系苗须根发达，恶劣环
境也能生长。

改种椰子树 中短期仍需以木麻黄为主

椰子树抗风强，但防风能力较弱，且生长周期长、种植维护成本高，而木麻
黄经济且生长周期短，短期内可起到防风作用，还能为乡土树种改善土壤

木麻黄不适合用于海防林？
“威马逊”风力太大，是海防林大面积被毁的最主要原因，加上很多

木麻黄已老化，不能自我更新，抗风能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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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大规模复种海防林，首先面
临的是倒折树木的清理问题。记者在
海口、文昌等多处海岸线看到，台风过
后一片狼藉，树木有的被拦腰折断，有
的被连根拔起，一眼望过去只有稀稀
落落几棵劫后余生的小树，清理难度
很大。

很多百姓希望能够尽快清理，种上
新的海防林。“万一近期又有台风来了，
怎么办？我们希望能赶紧将这些倒树清
理掉再种上。”

但是，杨众养建议，为减少水土流
失，对于受损林要分段、间隔进行清理、
补植，每段不超过300亩。先改造受损严
重的地段，后改造受损较轻的地段。在
清理风折、风倒木时，要尽量保留有生
长、萌芽潜力的林木。

薛杨告诉记者，全面清理倒树不仅
有可能引起流沙，还可能引起与农民的
土地纠纷。文昌自古以来都是我省流
沙最为严重的地区，全面清理产生的流
沙会对整个村庄造成严重威胁。此外，
这次被吹倒的木麻黄下面还有很多灌
木和草本植物依旧存活，它们还起到固
沙的作用，要避免清理过程中对它们造

成伤害。
杨朝晖也向记者证实，此次台风中，

野菠萝、仙人掌等原始海防林的低矮灌
木仍保存得较好，包括一些被打断的木
麻黄树，虽然防风效果大打折扣，但是却
仍可起到固沙的作用。

“我们会进行科学的清理和种植，采
取‘品’字形布局。”杨朝晖说，“虽然林区
树木大面积毁坏，但却不能成片砍伐重
种，因为有些树虽倒了，根系还在，能起
到部分防风固沙的作用，而且大面积的
成片树苗也很难抵御今年冬季强大的东
北风，甚至连存活都难。”

方发之告诉记者，具体实施起来
还要考虑成本问题和可操作性，如果
留着树干，实施清理作业会非常难，但
全部挖掉又会有流沙过来。按照以往
的经验，建议把树桩留下，将树干清理
掉。

杨朝晖说，有德国专家传授经验，他
们如今种树已不是在地里种树，而是在
树里种树。“今天把几棵树种上了，自然
长大之后，进行观察，比较好的品种留下
来，差的品种就砍掉。”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核心提示：

“威马逊”过后，重灾区海防林损毁严重，木麻黄成片倒折。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文昌重灾区，海防林
木麻黄损毁严重。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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