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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ngxi rural scenic forest construction work is in full swing and shows some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aper, the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are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xi rural scenic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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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西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同时凹显出一些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江西乡村风景林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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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完善和保护好江西乡村风景林，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体现尊敬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
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具体行动，是建设“山清水秀江西”的客观要求。当前，江西风景林存在保存质量不高、景观功
能不强、人为破坏较大等问题。要通过对乡村风景林的保护、补植、新建，保护传统乡村风貌、将村落
与风景林自然融合，提高乡村地区的景观品质和生态环境质量。我们定义的乡村风景林，就是指分布在
村庄前后或周围，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和调节小气候等功能，且树龄较长、绿化效果好、
有一定乡村文化底蕴的片林[1]。目前，江西省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对乡村风景林建设工
作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进行了一些研究，希望能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更是为同仁起一个抛
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专家学者密切关注和研究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

2. 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中的中凹显的几个问题
2.1. 对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认识模糊
首先是对乡村风景林的作用认识不全面。乡村风景林多为风水林渐变而成，而风水一直是一个敏感
话题，有人尊之为科学，有人斥之为迷信。对乡村风景林建设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对其作用认识更是
模糊。其次对乡村风景林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从建设美丽中国的客观要求，实现“秀美的梦”
的高度来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再者是对乡村风景林建设的方向认识不清。2014 年 1 月，江西省省长
鹿心社在江西上高县调研时强调，乡村风景林建设是关乎百姓安居的生态指标，要下力气保护好江西的
风景林，这为江西风景林建设指明了方向。

2.2. 乡村风景林建设制度上的严重缺失
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在江西正在全面展开，但作为一项全省的工作，其制度建设严重迟后。首先是
林权制度没有明确的安排。在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中，不管是保护、修复还是新建，都会遇到林地供给、
所有权等林权问题。其次是公共财政支技制度的缺失。乡村风景林客观上更具效益的多样性，公共性和
正外部性，但公共财政对林业常规性扶持政策尚未起步，森林生态补偿制度还不健全。而对农业从 2003
年开始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004 年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政策，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
实行直接补贴；2006 年，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农资综合区补，同时还安排下
达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奶牛良种补贴。

2.3. 对乡村风景林的类型、发展规划与营建技术、功能和效益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乡村风景林由于其组成、结构、尺度、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受人为影响广泛性等因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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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在深度和广度 2 个方面，都是初步和零散的，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对其种类、结构、规
模与生态及景观效能、森林健康状况的内在关系、乡村风景林木本植物区系和森林植被演替规律等了解
很少，因此乡村风景林研究有待深入。

3. 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成因
3.1. 对乡村风景林建设的内涵认识不透，生态文明观还未形成
对乡村风景林建设内涵的认识，其实就是对林业的核心内涵的认识。林业的核心内涵就是对森林资
源的合理经营和科学管理，森林具有提供生产资料和发挥公益效能的双重作用，人们关注林业是从以开
发利用原始林，以取得燃料、木材及其他林产品开始的，但随着森林生态功能的日益显现，地球生态环
境的变化，才认识到林业还需更多地承担缓解环境压力，减少水旱灾害，保护物种多样性等责任。林业
不再是单纯的一项产业和生产事业，而是进一步的扩大到了具有生态和经济双重意义的范畴。
对林业这一内涵的变化，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其理解还不深刻，忽视了这一重心的转移，在实际
工作中表现出对林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进行深层的调查研究，还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和手段去解，
对过去林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使这些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凸显，甚至阻碍了新时期林业的
发展。其实在 1995 年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 21 世纪的议程——林业行动计划》就指出了我国林业的总
目标是：“到 21 世纪要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习近平总
书记 2014 年 4 月 4 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时深刻指出，“林业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
问题”。将林业的问题内涵提升到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高度。

3.2. 对乡村风景林建设特点认识不够，忽视林业科技对乡村风景林建设的作用
乡村风景林作为森林资源的一个类型，它不仅能发挥森林游乐效益的功能，也有完善环境生态平衡
的作用，有利于恢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它具有调节气候、改善环境、蕴藏物种资源等综合的生态效益。
江西现存的乡村风景林树种丰富，树龄较长，是当地村庄的灵魂和主色调。一直以来缺乏对其进行系统
的研究，特别是对片林的规划、营造、培养缺乏科学的指导，忽视了林业科技的作用。同时在当今建设
过程中表现出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及素质不高等问题。

3.3. 对传统林业制度的“路径依赖”
我国林业正从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已是政府业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共识，但在实践中，并不是
那么容易转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各相关利益主体对原有制度的惯性“路径依赖”不能不说是主
要原因之一。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惯用思维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在
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传统林业制度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惯用路径，如果现代林业制度不能绝对明确，如果人们素质没有根本的
改变，那么传统林业制度的惯用思想将难于消除[2]。

4. 对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的几点建议
4.1. 充分认识乡村风景林建设的意义，加大乡村风景林建设工作力度
当前，江西省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己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西最大的品牌是生态，生态最大的
主题是林业，在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中，林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责
任更加重大。建设乡村风景林是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符合江西的省情和林情，与全国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一脉相承[1]。因此加大乡村风景林建设是巩固江西的生态根基，建设一流的生态、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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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空气的江西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民生林业、生态林业的要求，更是“记得
住乡愁”需要。

4.2. 坚持科学建设，提高森林经营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乡村风景林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示范作用；提高营造、保护、
补植的技术含量；提倡使用优良乡土树种造林，并加大对珍稀、优良乡土树种的选育；加强森林经营，
科学培育森林；坚持多树种合理配置，优化林分结构，培育近自然混交林；加大封山育林力度，促进森
林的自然恢复力。对乡村风景林建设技术开展研究，为乡村风景林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3. 提高创新意识，创新林业发展的现代林业制度
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创新的论述为：从经济为主体的微观角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实现经济主体的利
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
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
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3]。
对现行的林业制度存在的缺陷，应加紧进行创新。因此，应尽快协调各部门共同研究制订一些适应
新形势、新情况的林业制度，促进传统林业制度向现代林业制度变迁，针对现行凹显的矛盾和问题，对
财政林业补贴制度、生态恢复和修补制度等进行研究制订，以适应林业新常态，真正实现林业可持续经
营，把传统林业引向现代林业建设的正常轨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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