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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
——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何威风 1，阎建忠 1*，周 洪 1，李秀彬 2
(1.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6；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森林转型阶段。系统认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利于
提出针对性的促进森林面积增长的措施，而已有研究未做深入分析。利用重庆市“两翼”地区
的 1 015 份农户调查数据，论文从农户尺度分析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
果显示：在农户尺度上，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果
种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够加快薪柴替代、林果业发展，同时也能造成耕地撂荒、
牲畜养殖数量减少。此外，提高煤炭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及加快政府沼气政策的实施和普
及能加快薪柴替代；耕作半径、劣质地及野猪破坏会造成耕地撂荒，而地质灾害隐患和缺少灌
溉及其他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等也对耕地撂荒具有一定影响；地方鼓励政策会加快林果业发
展。最后，提出了加快森林植被恢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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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森林面积由持续萎缩转为恢
复性增长，发生趋势性的转折[1]。18 世纪末，森林转型开始在法国出现，此后逐渐蔓延
到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和亚洲的国家[1-3]。由于森林转型能够带来更多生态环境
服务 （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已经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4-6]。很多研究试图
解释森林转型的原因，目前已经形成了“森林短缺路径”和“经济增长路径”两种认识[7]。
森林转型是“森林短缺路径”反馈的积极结果。市场对林木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及森
林退化提高了林木产品价格，价格信号驱动人工造林面积扩张，增加了森林面积[8-9]。森
林砍伐造成自然灾害和生态退化，意味着森林生态服务能力降低。受森林生态服务产品
短缺的驱动，政府实施相关政策增加了森林面积，这在亚洲国家的案例中表现尤为明
显，如中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10-11]。
森林转型也是“经济增长路径”反馈的被动结果。经济全球化及国民经济增长创造
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不足导致劣质耕地撂荒，
部分耕地恢复为林地 [7,12-13]。经济增长也加快了农业技术推广，促使优质土地集约利用，
使得较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食物，致使劣质耕地边际化，这也为森林恢复提供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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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4-15]。农村劳动力的流失造成的耕地撂荒，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16-17]；而优
质耕地的集约利用造成的劣质耕地撂荒，当前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如二战以后，商品农
业、技术进步及“共同农业政策”促使西欧平原优质土地的集约利用，对劣质耕地产生
一定的替代作用，使得山区和旱地出现土地利用边际化现象，区域水土流失程度明显好
转，植被恢复明显[14]。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山区农村家庭用能依赖薪柴，而非农就
业既能够提高农户获取薪柴的机会成本和购买商品能源的能力，也能够促进传统炉灶的
改进，从而加快薪柴替代，减少对森林植被的采伐[18-20]。
我国的森林转型发生在 1980 年前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5,13,21-22]。现有关于我
国森林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侧重森林政策，并认为“森林短缺路径”在过去 30 a 间森林
面积增长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10-11,23]。由于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进一步退耕还林还草的
耕地资源有限，“经济增长路径”在未来森林面积增加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
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我国森林转型的“经济增长路径”[13,16,18,24]。但是，目前“经济增
长路径”的研究侧重薪柴替代和农地边际化，对其他的微观机制研究不足[16,18,25]。如农户
家庭牲畜养殖减少对森林转型有何影响还缺少研究。同时，已有的研究多为描述性分
析[18,26]，而借助计量手段的研究又多为针对薪柴消费或者农地边际化的专题研究[16-17,27]，但
导致薪柴消费变化的主要因素和农地边际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往往不同，影响了政府制定
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此外，森林转型的路径也包括全球化路径 （Globalization pathway）、基于林木植被的小农土地集约化路径 （Smallholder, tree-bas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pathway） 等[22]。系统认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促进森林面积
增长的措施，而已有研究未做深入分析。因而，有必要选择典型区域，通过大规模农户
调查，对驱动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
重庆市地处三峡库区的腹心地段，承担着三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重大使
命，同时该区域又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区域。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后，重庆市生态环
境建设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森林工
程。从 2005 年开始，重庆市逐年呈现出森林面积净增加大于净减少的局面 （《重庆市统
计年鉴》 2000—2013 年）。重庆市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23.1%提高到 2012 年的 42.1%，
其中荒山荒地退耕面积贡献比重为 40%，退耕地造林为 28%，其他因素贡献了 32%
（《重庆市统计年鉴》 2000—2013 年，《全国林业统计年鉴》 2000—2012 年）。目前尚无
研究来系统揭示这些其他因素。
基于此，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 1 015 份农户调查数据，围绕森林转型的“经
济增长路径”和其他路径，发现该区存在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
果种植四种微观机制，并定量分析其驱动因素，为加快重庆市的森林植被恢复提供依
据，也为其他区域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两翼”地区作为调研区域 （图 1）。2006 年，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
的区域经济战略发展格局，体现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思路。相对于地势平坦、城市化
水平高的“一圈”区域，“两翼”地区海拔高，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人口众多，能较好地
反映西部贫困山区的特征。2013 年，重庆市进一步将“渝东北翼”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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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将“渝东南翼”定位为生态保
护区。因此，“两翼”地区作为研
究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据地
理位置，分别选取了“渝东南翼”
的酉阳县，“渝东北翼”的巫山县
及“一圈两翼”交汇处的武隆县作
为调研区域。三个县喀斯特地貌分
布广泛，且巫山县和武隆县位于三
峡库区，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生态环境的恢复对于三峡库区以及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分别在 3 个县选择 4 个样
图 1 研究区位置
本村，样本村的选取主要依据海拔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高度、交通状况与距乡镇中心距
离。在海拔高度的选择上，主要选择海拔相对较高的贫困地区；在交通状况的选择上，
考虑到是否有公路贯穿其中；而距乡镇中心的距离则主要考虑离乡镇中心的远近两种情
况。表 1 为 2011 年 12 个样本村基本情况。
1.2 数据获取方法
2012 年 7—8 月，课题组在研究区开展了为期 50 多天的农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及参
与式农村评估法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进行住户调查。为确保问卷质量，
调研对象以户主为主，伴有其他家庭成员补充相关信息。农户调研逐户开展，每户用时约
2 h，最终获得 1 015 份农户问卷，其中，酉阳县 324 份、巫山县 317 份、武隆县 374 份。
调查内容包括：1） 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规模、年龄及教育、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
等；2） 能源利用情况，包括各类型能源消费数量 （2011 和 2003 年） 和来源、能源政策
等；3） 耕地撂荒情况，按地块进行统计，包括耕地撂荒面积及时间、撂荒耕地离家距离
及类型、撂荒的原因及现状等；4） 耕地流转情况，按地块进行统计，包括租金、质量、
类型、面积等；5） 耕地经营情况，按地块进行统计，包括耕地质量等级、面积、类型、
作物种植类型等；6） 生计策略演变，包括农户成家以来经历的大事件及大致发生的年份。
1.3 生计非农化测度及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重点关注农户非农就业对森林转型微观机制的影响。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程度的
测度有两个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及非农收入比例。但两个指标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
题。因此，本文仅采用农业劳动力比例来衡量一个家庭的非农就业程度。此外，非农就
业工资水平对于农户转变生计方式，从事非农就业程度也存在影响，故进一步引入非农
工资水平变量。然后，采用 Excel 2007 对所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采用 SPSS
18.0 对薪柴消费、耕地撂荒及牲畜养殖分别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 2 为论文中选取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 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2.1 薪柴替代
与 2003 年相比，2011 年农户减少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和煤炭的消费量，增加高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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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村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12 typical villages
耕地撂
荒比
重/%

区
面积/ 平均海 森林覆 人均耕地 常用家庭
样本村
县
km2
拔/m 盖率/% 面积/hm2
能源

酉
阳
县

主要农作物

主要
养殖

非农劳动
力比例/%

社会经济情况

天仓村 12.85 1 172.10 64.14

0.18

薪柴、电

红苕、玉米、洋
40.92 芋、烤烟、反季
节蔬菜

猪、羊、
牛

58.54

距集市最近约 1 km，210
省道通过，交通便利，
基础设施差

双龙村 20.90

846.87 50.77

0.10

薪柴、电

红苕、玉米、洋
28.48 芋、烤烟、药材
（白术等）

猪、牛

72.80

距集市最近约 4 km，仅
一条碎石路过村，基础
设施差

梨耳村 36.76 1 047.39 70.15

0.12

薪柴、电

48.76

红苕、玉米、洋
芋、烤烟

猪、牛

61.13

距集市最近约 5 km，有
公路通过，交通状况一
般，基础设施差

大坂
营村

53.11

红苕、玉米、洋
芋、烤烟、玄参

猪、羊、
牛

70.78

距集市最近约 7 km，仅
一条碎石路过村，基础
设施非常差

52.43

672.63 83.84

0.19

薪柴、电

8.81

292.12 33.95

0.09

薪柴、电、
沼气

2.25

水稻、玉米、红
苕、土豆、油菜

猪

36.43

临近集市，319 国道贯穿
其中，交通状况、基础
设施较好

824.26 78.4

0.08

薪柴、电

8.54

水稻、玉米、烤
烟、红苕、番茄

猪

15.45

距集市约 14 km，交通状
况、基础设施一般

9.31 1 016.05 55.87

0.12

薪柴、电

8.32

玉米、水稻、烤
烟、红苕、油菜

猪、羊

30.81

距集市约 13 km，公路贯
穿村庄，交通条件、基
础设施一般

车盘村 35.80 1 285.64 79.93

0.09

薪柴、电

4.11

烤烟、玉米、水
稻、蔬菜

猪

53.07

距集市约 30 km，778 县
道通过，交通条件、基
础设施较好

莲花村

2.47 1 011.25 50.85

0.06

薪柴、电、
玉米、水稻、榨
11.69
煤炭
菜

猪

43.30

距集市约 7 km，公路贯
穿村内，交通状况一般

巫 双塘村
山
县
老鸭村

4.08

877.04 54.33

0.08

薪柴、电、
玉米、红苕、土
11.93
煤炭
豆、芝麻、油菜

猪、羊

33.33

距集市约 7 km，村内公
路连接 004 县道，交通
便利

2.75

643.22 42.84

0.03

薪柴、电、
玉米、红苕、土
11.00
煤炭
豆、芝麻

猪

36.27

距集市约 8 km，交通便
利，基础设施较好

双河村

2.46

318.19 35.94

0.07

薪柴、电、
煤炭

猪

32.12

距集市最近约 1 km，交
通便利，基础设施较好

鹅冠村

武
隆
县

前进村 20.06

东升村

5.83

玉米、红苕、土
豆、芝麻

注：行政村面积、坡耕地面积比例、森林覆盖率来自于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撂荒比重来自农户调研，其他数
据来自 2013 年 1 月的典型村的深入访谈及统计资料等。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lected variables
变量

含义解释

平均值

标准差

薪柴消费比例

薪柴消费总量/家庭能源消费总量

0.71

0.33

农户是否撂荒耕地

撂荒耕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0.52

0.50

农户是否养殖牲畜

养殖牲畜 （仅指猪、羊、牛）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0.81

0.39

农户是否转出耕地

转出耕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0.34

0.47

农业劳动力比例

农业劳动力/总劳动力

0.62

0.29

非农工资/元

日非农工资和/家庭从事非农人数

70.57

61.81

注：劳动力计算方法：只务农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赋值为 1；只在农忙时务农，农业劳动力赋值 0.2，非农劳
动力赋值 0.8；边工作边务农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各赋值 0.5；不务农的劳动力，非农劳动力赋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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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

Table 3 Quantity and structure of rur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薪柴

秸秆

年份

数量/
kgce

比例/%

2003

1 140.28

2011

794.97

煤炭

液化气
数量/
比例/%
kgce

电能
数量/
比例/%
kgce

沼气

数量/
比例/%
kgce

数量/
kgce

比例/%

数量/
比例/%
kgce

87.09

25.32

1.93

133.21

10.18

0.43

0.03

9.80

0.75

0.23

0.02

83.63

21.83

2.96

98.27

10.34

4.25

0.45

26.17

2.75

5.12

0.54

品能和新能源的消费量 （表 3）。6 类能源中，薪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近 8 a 来，
人均薪柴消费量和薪柴消费比例均呈现显著下降，分别下降 345.31 kgce、3.46%。秸
秆、煤炭的消费量也均有所下降。由于秸秆、煤炭消费量下降幅度远小于薪柴消费量下
降幅度，秸秆、煤炭的消费比例略微上升。高质商品能的消费量和比例均增加：人均液
化气消费量及比例分别增加 8.88、14.00 倍，人均电能消费量及比例分别增加 1.67、2.67
倍。新能源沼气的消费数量和比例也显著增加，分别增加 21.26、26.00 倍。薪柴逐渐被
高质商品能和新能源所替代能降低农户对林木的砍伐，从而有利于森林植被恢复。
薪柴替代主要受非农就业驱使。2011 年薪柴消费比例与农业劳动力比例和非农工资
水平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24**和-0.030**①。这说明非农化程度高或者非农工资水
平高的农户薪柴消费比例低。但是，目前非农就业与薪柴消费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
些学者认为，非农就业转移了农户在家人数，能减少采伐薪柴的劳动力数量及其家庭能
源消耗总量；转变了能源消费观念，能增强清洁能源的消费意识；提高了收入水平，能
增强商品能源的购买能力，从而促进薪柴替代 [18,20,28-29]。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薪柴的使用[30]，农户薪柴消费具有刚性，不会受到经济
收入的影响[31-32]。可见，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均有所不同，这可能与研究区的具体情况或
者指标的选取有关。
薪柴替代也受到能源的可获得性和能源政策驱使。能源的可获得性方面，已有研究
均发现提高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能加快薪柴替代[33-35]。研究区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在时
间、区域两个层面的差异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与已有结论一致。在时间层面上，
2003—2011 年研究区森林覆盖率和液化气市场有较大的提高，但 2011 年农户减少了薪柴
消费量，增加了液化气消费量。在区域层面上，巫山县研究区相对其他两个县研究区，
煤炭资源丰富，液化气市场较为健全，因而，煤炭、液化气的可获得性强。2011 年巫山
县使用煤炭的有 340 户，占煤炭使用总户数的 86.70%，人均煤炭消费量为 280.41 kgce，
高于平均消费量 98.27 kgce；使用液化气的有 108 户，占液化气使用总户数的 77.70%，人
均消费量为 9.10 kgce，高于平均消费量 （4.25 kgce）；而未使用薪柴的有 62 户，占未使
用薪柴总户数的 71.26%，人均薪柴消费量仅为 335.03 kgce，低于平均消费量 （794.97
kgce）。能源政策主要体现在沼气示范工程建设方面。例如鹅冠村，政府在该村推行了沼
气示范政策，并分 3 a 原价返还村民建设沼气花费，该项政策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增
加了沼气使用户数。鹅冠村共调研 77 户，2011 年使用沼气的有 24 户，占沼气使用总户
数的 53.33%，人均薪柴消费量和比例分别为 447.92 kgce、63.04%，显著小于 3 个区县平
均薪柴消费水平。
①*和**分别表示在 0.05 和 0.01 的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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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撂荒及原因

Table 4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and the reason
撂荒地块数量/块

阶段

撂荒面积/hm2

1980—1983 年

3.85

9

30

14

32

0

0

23

1984—1987 年

4.08

20

21

13

32

5

0

4

1988—1991 年

3.18

15

15

6

31

0

0

1

1992—1995 年

9.90

47

59

20

74

1

0

17

1996—1999 年

20.00

84

73

38

141

2

1

34

2000—2003 年

18.39

83

114

76

171

4

4

36

2004—2007 年

28.59

188

155

96

253

7

6

42

2008—2011 年

30.51

264

138

86

184

10

24

52

劳动力缺失

耕作半径

耕地质量

野猪吃 地质灾害隐患 缺少灌溉 其他

注：因修房屋、道路等占用地块，导致的部分耕地撂荒，其面积难以计算，不计算在内。

2.2 耕地撂荒
耕地撂荒现象普遍，撂荒面积逐年增加 （表 4）。发生耕地撂荒行为的有 532 户，占
总体农户的 52.41 %，总撂荒面积达 118.50 hm2。从撂荒时间段看，土地承包到户时，已
出现撂荒，但 20 世纪 90 年代前，撂荒面积较小，年均撂荒面积约 1 hm2。90 年代以来，
尤其是 1997 年重庆市直辖后，耕地撂荒速度因经济发展而加快。2004 年开始，耕地撂荒
规 模 进 一 步 加 大 ： 2004—2011 年 间 ， 撂 荒 面 积 达 59.10 hm2， 占 历 年 总 撂 荒 面 积 的
49.87%，年均撂荒面积为 7.39 hm2。这可能是因为 2004 年全国开始出现“民工荒”现
象，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逐渐提高，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的转移速度 [36]。当前
撂荒地已演变为林草地，其中，荒草地为 59.30 hm2，灌木林地为 26.51 hm2，有林地为
32.69 hm2。
耕地撂荒与农户非农就业有关，因非农就业会减少务农劳动力、降低农户家庭对耕
地依赖程度[16-17]。以农户是否撂荒耕地为例，其与农业劳动比例和非农工资水平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0.039、0.014*。两者的相关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结果，但是农业劳
动力比例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比例低的农户将一部分耕地转出，同时，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会转入耕地，并撂荒自有的生产条件差的耕地所导致的。调研数据
佐证了上述判断：农业劳动力比例与农户是否转出耕地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0.167**；
在转入耕地的 425 户中，发生耕地撂荒行为的有 224 户，占总转入户数的 52.71%。此
外，劳动力缺失是导致耕地撂荒的主要因素，且造成撂荒的地块数量随时间呈现增加，
进一步说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会导致耕地撂荒 （表 4）。
农户撂荒耕地也受到耕地属性、野猪破坏、地质灾害、缺少灌溉及其他因素影响
（表 4）。耕地属性导致耕地撂荒体现在耕作半径和耕地质量两个方面，因耕作半径大的
耕地需要劳动力大，劣质耕地的生产效益低，同时极少有人转入这类耕地。农户转入耕
地特征佐证了上述的判断。转入地块共有 981 个，其中无偿转入地块比例达 81.24%。尽
管转入耕地以无偿方式为主，但农户主要转入等级好、坡度小及离家距离近的耕地：等
级方面，转入地块等级以三等及以上等级为主，而四等及等外地块之和的地块数量及面
积的比例较少，分别为 5.30%、4.77%；坡度方面，转入地块坡度等级的地块数量及面积
比例均呈现为平缓 > 一般 > 较大，其中坡度较大的地块数量和面积比例较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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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转入地块特征

Table 5 Characteristics of plot to which farm household transferred
项目

地块等级

地块坡度

离家距离
0.5～1

＞1

15.29

≤0.5

73.40

20.18

6.42

8.56

63.71

25.89

10.40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等外

平缓

一般

较大

地块数量/%

16.21

37.72

40.77

4.18

1.12

44.14

40.57

地块面积/%

13.59

34.45

47.19

3.40

1.37

48.67

42.77

注：地块等级是土地承包证上对应的土地质量等级。

15.29%、8.56%；离家距离方面，转入地块离家距离以近距离为主，主要分布在 0.5 km
内，而 > 1 km 相对较少 （表 5）。因此，生产条件差的耕地因无人转入，不可避免会被撂
荒。野猪破坏也是造成耕地撂荒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野猪会啃吃玉米、土豆等粮食作
物，造成农地经营效益下降，而看守野猪需大量劳动力。李赞红等[16]计量分析了该研究
区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发现野猪破坏对 4 种生计类型农户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
说明了野猪是造成耕地撂荒的关键因素。其他导致耕地撂荒因素还包括：地质灾害隐患
和缺少灌溉、农户搬迁到集镇、种地效益变低、周围耕地撂荒等。
2.3 牲畜养殖数量减少
农户养殖牲畜会影响森林植被恢复，体现在饲料和能源两个方面。饲料方面，牲畜
养殖的饲料主要来自耕地、林地和草地。2011 年户均牲畜养殖需要玉米 669.24 kg、红薯
1 570.28 kg，土豆 441.56 kg。当农产品不足时，农户采集野生植物作为补给饲料。2011
年户均牲畜养殖需要青饲料为 8 321.34 kg，其中野生植物采集量占青饲料总量的 30%。
能源方面，农户煮饲料会消耗大量薪柴。因此，农户减少牲畜养殖数量会降低野生植被
采集和林木砍伐，促进森林植被恢复。此外，牲畜养殖数量减少也会降低农产品需求
量，在农产品难以销售的情况下，会导致耕地撂荒，促进植被恢复。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农户逐渐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根据农户描述成
家以来经历的大事件演变图看，约 80%的农户认为牲畜养殖减少是主要事件之一。以生
猪为例，多数农户家庭由过去养殖 3 至 5 头，下降到现在的 1 至 3 头。以 2011 年农户是否
养 殖 牲 畜 为 例 ， 其 与 农 业 劳 动 力 比 例 和 非 农 工 资 水 平 的 Pearson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149**、-0.011*，这说明农户减少牲畜养殖数量是由农村务农劳动力的下降及务农机会
成本的上升所导致的。然而，研究区交通基础设施差，经济发展落后，留守农户因难以
获得非农就业，依旧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家庭牲畜养殖广泛。2011 年从事农业生
产的有 972 户，粮食作物商品化率为 0 的农户有 698 户，养牲畜的户数为 891 户，占总体
农户的比例分别为 95.76%、68.77%、87.78%。
2.4 林果种植
林果种植是人工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
山区林果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37]，也能够有效增加森
林植被的面积[22,38]。近年来，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对林果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人
民对林果、苗木等产品需求量的日益增大，林果种植规模快速增长。以果园为例，重庆
市果园种植面积由 2005 年的 17.93×104 hm2 增加到 2011 年的 26.48×104 hm2，年均增加
1.43×104 hm2 （《重庆市统计年鉴》 2005—2012 年）。然而，研究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
市场经济发展差，林果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种植经济林的有 93 户，种植规模仅为
9.85 hm2。不过，巫山县研究区种植经济树种的农户较多，为 85 户。这是因为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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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保障了林果产品销售出路。许多学者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研究也
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宽松的农业政策对林果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9-40]。林果种
植也受到非农就业影响。一方面，非农就业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人们对
水果、花卉的需求量；另一方面，从事非农就业能够开阔农民视野和提高林果种植意
识，从而促进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例如，酉阳县木业乡梨耳村农户龙云祥，57 岁，
2007 年在福建打工时，了解到种植花卉、苗木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遂返乡开始种植
苗木，到 2011 年，苗木种植面积达 0.7 hm2。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3.1 基本结论
在农户层面，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和林
果种植。薪柴替代方面，2003—2011 年，农户减少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和煤炭的消费
量，增加了高质商品能和新能源的消费量，其中，人均薪柴消费量和薪柴消费比例分别
减少了 345.31 kgce 和 3.46%；耕地撂荒方面，耕地撂荒现象普遍，发生耕地撂荒行为的
农户占总体农户的比例达 52.41%，且耕地撂荒面积整体随时间呈现增加趋势；牲畜养殖
方面，约 80%的农户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林果种植方面，农户开始种植林果树，面积
为 9.85 hm2。不过，2011 年，人均薪柴消费量和养牲畜的户数依旧较大，分别为 794.97
kgce、972 户；林果种植户数较少，仅 93 户。因此，薪柴消费、牲畜养殖及林果种植存
在较大调整空间，对研究区未来森林植被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非农就业通过降低农业劳动力比例和提高非农工资水平能够加快薪柴替代，同时也
能够减少耕地撂荒和牲畜养殖数量。此外，非农就业通过开阔农民视野和提高农民林果
种植意识能够增加林果种植面积。四种微观机制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且不同机制之间
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提高煤炭、液化气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及政府实施的沼气政策
能加快薪柴替代。耕作半径、耕地质量及耕地坡度通过影响农户转入耕地行为造成耕地
撂荒。此外，耕地撂荒也受到野猪破坏、其他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地质灾害隐患和缺少
灌溉的影响，其中野猪破坏影响较大。地方的鼓励政策会加快林果业发展。
3.2 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对重庆市基于区域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基础上的森林植被恢复提供了参考
依据：
首先，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加快薪柴替代、林果种植、牲畜养殖数量下
降，因此，政府应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农村劳动力析出的规模和速度。
第二，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会造成耕地撂荒，而耕地流转能抑制耕地
撂荒，因此，应培养农地流转市场，使得外出务工农户的耕地得以有序流转。
第三，完善沼气补贴和林果种植补贴政策，提高农户沼气使用和林果种植的技能，
并拓宽林果的销售渠道。此外，提高煤炭、液化气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能够促进薪柴
替代，但是，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会污染空气，也不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政
府应注重开发可再生的清洁的替代能源。
第四，耕地撂荒有利于森林植被恢复，但也可能威胁区域粮食安全，这一矛盾在重
庆山区表现得尤为显著。一方面，重庆山区坡耕地分布广，占耕地面积比重大，政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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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需对坡耕地进行优化利用和重点整治，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41-42]；另一方面，坡度大、
质量差、面积小及离家距离远的耕地多因无人耕作而被迫撂荒。因此，应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以协调区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矛盾。比如，农户对于耕作半径
大、质量差及坡度大的耕地需求不足，这类耕地应该有序退耕，或者引导种植经济林；
而生产条件较好的耕地，应进一步开展土地整治工程，平整地块、完善田间道路，为农
业生产机械化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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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cro-mechanism of Fores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Chongqing
HE Wei-feng1, YAN Jian-zhong1, ZHOU Hong1, LI Xiu-bin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China has entered a forest transition phase, which has brought us
mo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rvices. However, it still lacks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icro- mechanisms of the forest transition on household scale, which has restricted making
targeted measures for restoration of forest vegetation.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1 015
households in the“two wings”region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using tools of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icro- mechanisms of forest
transition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icro- mechanisms of
forest transition include firewood substitutio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decrease in
numbers of livestock breeding and fruit planting. In terms of firewood substitution, firewood
consumption per capita and the proportion of firewood consumption decreased by 354.31 kgce
and 3.46% from 2003 to 2011, respectively. For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tended to increase since the 1980s and reached the peak between
2008 and 2011. For livestock breeding, nearly 80% of investigated rural households reduced
the number of livestock by 2011. As to fruit planting, although it was ever an important factor
of forest transition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total area of fruit planted by the
investigated households is only 9.85 hm2. 2) A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f-farm employm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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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in favor of firewood substitution and fruit planting, but also the reason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and decrease in numbers of livestock breeding. In addition, the four micromechanisms of forest transition are also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For firewood, 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lternative energy (e.g. coal, liquefied gas), and speeding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ogas policy can speed up firewood substitution. For abandonment, property of cultivated
land (e.g. radius of farming, land quality), and invasion of wild boar can result i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Meanwhile, disaster risk, lack of irrigation, and abandonment behavior of
other farmers also have a litter impact o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For fruit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encouraging policies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fruit industry. The results
perfectly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four micro-mechanisms of forest transi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hongqing city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olicy-making to coordin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rest restoration and food safety.
Key words: forest transition; micro- mechanism; off- farm employment; mountainous areas of
Chongq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