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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善祖国生态状况源于林
业人的艰苦努力，那么一代代高等教
育培养的专业人才则用他们的科学理
念和创新实践支撑起祖国的生态建设。

1997 年，国家提出实行科教兴
林，树种是根本。解决国家急迫需
要，是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东北
林业大学想国家之所想，布局了林木
遗传育种的相关研究。

林木育种，不能只在实验室里观
察，还必须把树种栽种到温室或实验
林场中，每天行走其间，仔细观察每
一个树种的变化，才能知道这个品种
到底怎么样。“走”，是育种人的基本
功。只有脚踩泥土，才能获得真实的
数据。为了观测西伯利亚红松，东北
林业大学赵光仪教授曾连续夜宿山
林，一度失联半个多月；为了调查乌
伊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东
北林业大学张国财教授带领团队钻进
4万多公顷的湿地，平均每天步行山
路20多公里，17天里风餐露宿，以致
大脚指甲都掉了；为了观测树木的固
碳能力，东北林业大学王传宽教授带
领团队连续30多年对3万多个林样地
进行研究，寒暑不辍……

除了要“走”，林业科技人员还要
能“守”。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
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
小路上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
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对于
林业人来说，尤其如此。林木育种周
期漫长，一个优良品种的育种周期动
辄长达三四十年，需要凝聚两三代育
种专家的辛苦付出。广大林业科技工
作者不慕虚荣、不计名利，以板凳坐
得十年冷的坚守，结出一个又一个硕
果——东北林业大学杨传平教授提出
的整套白桦强化育种措施，使自然条
件下18至20年才能正常开花结实的白
桦缩短到2至3年，大大缩短了白桦育
种的周期；东北林业大学林木遗传育
种国家重点实验室选育的30多个树木

优良品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超过3
万公顷，相当于绿了一个马尔代夫的
园土面积；东北林业大学姜立泉教
授，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创建了
木质素合成的新型系统生物学模型，
实现了木材特性的定性定量预测，有
力推动了林木木材形成分子机理研究
的发展，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重要帮
助。

优良树种是造出质优、抗逆人工
林的关键，摸清自然资源本底，则是
探究生态系统的基础。保护和发展都
要讲究“科学”二字。

海南鹦哥岭青翠欲滴、层峦叠
嶂，但是这里有哪些生物物种却一直
不为人知。要想做好环境保护，首先
就要摸清底数、掌握资源，知道了野
生动植物的分布状况，才能进行更为
科学的保护。2007年，27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林学学子来到鹦哥岭，他们让
沉寂多年的鹦哥岭热闹起来。虽然这
里条件艰苦，住的是破旧的平房，木
板铺上草席就是卧床，但是学生们不
顾这些，他们一头扎进大山，开始资
源调查。蚊虫叮咬都是小事儿，碰到
蛇和蚂蟥也是平常。山路崎岖、天气
无常，有时雾气蒙蒙，还会在山里迷
失方向。苦是苦，但是每当发现新的
物种，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成就感
代替了一切。一次，毕业于华南热带
农业大学的王云鹏在水里泡了6个多
小时，当他摸索着回到住地，早已经
变成了一个泥人，但是他的嘴里却衔
着记录植物物种的珍贵记录本。仅4
年多的时间，学生们就建立了鹦哥岭
的动植物“档案”，他们记录到维管束
植物2197种，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坡垒、伯乐树，也有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云豹、蟒蛇，其中有14种科学新
种，178种海南新记录种。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林业大
计，人才为本，教育为先。为了培养
更多更专业的生态保护人才，全国林

业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了
改革，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
格局，培养了一大批高级林业人才。
2017年全国普通高等林业院校、科研
单位毕业研究生7085人，其中林业学
科博士、硕士4525人，是1978年的
102倍。各学校培养的学科专业也逐
渐丰富和完善起来，仅东北林业大
学，就从1952建校之初的仅有林学系
和森林工业系两个专业，发展成为
2020年拥有19个学院、8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21个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

各高校学科的丰富拓展亦是在党
旗指引下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末期，中国林业处于以木材利用
为中心的阶段，当时林业的首要任务
是生产木材。林业高等学校所设立的
学科专业也大多与采运、森林工程、
木材加工等相关。伴随着党和国家对
于林业发展需求的变化，我国林业发
展战略从林粮并举、毁林开荒，到采
育结合、永续利用，再到生态建设、
绿色发展。林业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
也增加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森
林保护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专业。

1988年，东北林业大学创建了首
个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本科专业。在
马建章院士的带领下，野生动物保护
研究者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首
次对“三北”防护林380多万平方公
里国土的陆栖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调查与规划，发现了33种鸟
类的新记录，为“三北”地区野生动
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了科学
基础。他们对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动
态、生境改良与科学管理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研究，马建章院士提出的冬季
大型兽类痕迹法、逆截线法等已成为
北方各省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基本
方法。从如何利用好现有生态资源、

进行动物饲养，到如何促进旅
游、经济发展，结合我国国情，他首
次提出了“保护、驯养、利用”的野
生动物管理方针。他提出的“濒危物
种的管理、环境容纳量”等概念，奠
定了我国野生动物管理及自然保护区
建设的理论基础。

“孤岛教授”于丹，1992年从东
北林业大学博士毕业后，就来到武汉
大学，开展“长江中下游淡水湖泊调
查”的研究工作。为了填补国内对于
湖泊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可持续
利用生态学研究的空白，他扎根梁子
湖，在曾经的枯湖荒岛上，种出20万
亩“水下丛林”，梁子湖也成为长江中
下游水质非常好的湖泊。

进入新世纪，传统林业的核心支
柱研究木材开发生产已显露颓势，而
以环境资源保护为代表的现代林业研
究发展迅猛。林业学科在面临新旧研
究交替的同时，也出现与生命自然科
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
交叉整合，跨学科、多领域的“新林
科”教育理念成为现阶段林业高等教
育的改革追求。

2019年，中国林业教育学会聚焦
“新林科、新路径、新探索”，研讨新林
科发展路径与初步架构，全国49所涉
林涉草院校、科研所的领导等与会代表
认为，要更新理念，对接需求，布局
新林科，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推进林
业草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整体构
建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林业草原高
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学科和专业体系。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
大战略目标，东北林业大学在人才培
养方面超前规划、统筹布局，集合林
学、生态学、碳汇经济等方面40余位
专家学者，在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两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基础上，分别设
置了生态系统碳循环、碳汇林经营、
碳汇经济管理等学科方向，为国家培
养碳汇人才。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消除贫困，重点难点在
山区林区沙区，这些地区属于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也是重点生态功能
区，依靠传统产业脱贫难。“许
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
山高沟深偏远，其实这些地方要
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

林业教育紧紧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在探索实践中支撑“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
理论。2013年，东北林业大学联
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共同组建了“林下经
济协同创新中心”，增设了全国
首个“林下经济”博士点，着眼
于林区发展需要，围绕林区林下
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产业升级路径和
林下经济资源抚育、栽培、养殖、品
种选育、初加工、精深产品、完整产
业链构建等开展体制改革与协同创
新，为黑龙江省及国家推进生态文明
和现代林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2015年，东北林业大学定点扶
贫泰来县，学校大力实施教育、科
技、产业、消费、捐赠多途径精准扶
贫措施，从解决泰来县实际困难和未
来发展需求出发，充分发挥大学教
育、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帮助泰来县实施生态立县、产业
强县发展战略，使泰来县在生态产
业、绿色农林经济产业、生态环境改
善、城乡规划建设、农林草业科技服
务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逐渐摸索出
一种生态科研、生态修复与保护、生
态产业相结合的可持续扶贫新模式。

世界上首位成功“驯化”暴马丁
香桑黄菌的木耳专家、东北林业大学
教授邹莉，通过技术革新，让木耳实

现了优质高产，仅这一项就为黑龙江
木耳产业增收两亿元；东北林业大学
副教授刘长莉研制的秸秆原位腐解菌
剂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还田产生甲烷

和硫化氢烧苗引起的减产问题，还能
起到抑制杂菌与病害的效果；泰来县
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保水性差，东
北林业大学于洪贤教授经过实地调
查、监测与系统分析，形成了《泰湖
国家湿地公园水生态修复与生态补水
方案》；泰来县东方红林场万亩樟子
松发生了衰退病，东北林业大学刘雪
峰教授的方法既解决了病虫害危害，
也为食用菌产业大发展提供了动力；
为了让林区的资源变成资产，东北林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黄颖利提出
的“生态银行”，为实现绿色发展提
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林业，不仅可以生产更
多更优质的无污染产品，不断增加林
农收入，而且可以有效改善本地区生
态环境，提升区域生态承载能力，推
动经济欠发达地区持续健康发展。近年
来，林业高等院校参与策划了诸多森
林旅游、森林康养、沙漠旅游、沙区
体育等项目，找到了建设生态文明和
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路。

党旗引领林业高等教育发展
盛世兴林，教育为先。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高等教育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紧紧围绕党中央指示，把握林业教育发展规律和大势，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才支撑，让从山河破碎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正在实现“无
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的美丽愿景。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
涵养水源、防风固土、调节气候、美
化环境、生产生活用材供给等方面有
着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历史
上，我国曾是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的国
家，森林覆盖率曾高达60%以上，由
于战争、过度砍伐、气候变化等原
因，新中国成立前后，森林覆盖率仅
为8.6%。

面对满目疮痍的状况，上世纪50
年代，国家领导人指出：“一切能够植
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
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
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并
发出了“绿化祖国”、要使祖国

“到处都很美丽”的号召，开启
了70多年持续不断绿化祖国
的征程。

在党旗指引下，林业
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新
中国成立前，只有21
所农学高等院校中
设有森林系，在校
学生仅有541人。新
中国成立后，1952年下
半年开始，全国高等院校
进行院系调整，相继成立

了北京林学院、东北林学院、南京林
学院，并在13所农学院中保留或增设
林学系。到1957年，全国各林业院校
和农学院森林系在校生已达6065人。
一代代的林业人才，在祖国的荒山秃
岭中，治沙、植树，为实现绿化祖国
的目标默默耕耘。

上世纪 60 年代的塞罕坝，还是
“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
的萧瑟景象。东北林学院47名林学专
业的本科毕业生放弃了到大城市工作
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没有
房屋居住，他们就搭马架子、盖窝

棚、挖地窨子。“渴饮沟河水，饥食黑
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
雪来查铺，鸟兽扰我眠。劲风扬飞
沙，严霜镶被边。”在林区，有这样一
副对联，上联是：一日两餐有味无味
无所谓；下联是：爬冰卧雪苦乎累乎
不在乎。横批是：志在林海。“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去”说起来容易，但是林
业学子用行动践行承诺的一生却着实
不易。

因缺乏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
的经验，学子们改进了传统的遮阴育
苗法，在高原地区首次取得了全光育
苗的成功。他们攻克了大量技术难
题，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种下了属
于自己亲手培育并植造的第一片树
林。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林业学
子不仅让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从12%
提高到80%，更让祖国的大江南北绿
意盈盈。

改革开放之初，环境保护上升为
我国的基本国策，党和国家把“绿化
祖国”的号召丰富和拓展为“植树造
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并且首次
就一项事业，提出了“坚持一百年、
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
去”的新要求。“造林绿化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年接着一
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中国共产党
立下了久久为功干好林业的铮铮誓
言，林业教育就以党旗为指引，主动
承担起造福子孙的历史使命。

2003年全国有林科教育的高等院
校有200所，林科教育的规模增加速
度要高于其他科类专业的平均水平。
林科人才数量的增加直接回应了党中
央的号召，林业人才在“三北”防护
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一
系列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中贡献着青春
与才智，让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实

现了连续30多年的“双增长”。到
2020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

达到23.04%，我国成为全球森
林资源增长较多、较快的国

家，生态状况得到了明显
改善，森林资源保护和

发展步入了良性发展
的轨道。

2035年的远景目标包括美丽中
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建设美丽中
国，不仅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还要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理
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

让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理念，需
要林业高等学校做好科普工作。

1981年开始，国家林草部门每
年举办的“爱鸟周”宣传都会吸引千
万市民参加关爱鸟类、呵护生态家园
的活动。各林业高等学校的师生成为
爱鸟护鸟的宣传员。

东北林业大学作为“国家生态文
明教育基地”，利用帽儿山实验林
场、凉水实验林场开展大中小学户外
素质教育，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参
观考察、素质拓展、实习实训、科普
交流、课题研究等活动项目。

2013年，东北林业大学建成国内
首家以森林为主题的专题类博物
馆——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
博物馆以中国现有5个林纲组、580多
个林型为馆藏基础，设置“森林与自
然界”“森林与人类”“美丽森林与生
态文明”3个部分。博物馆免费向公
众开放，已经接待了21万人次参观，
成为全国林业科普基地、黑龙江省科
普教育基地，被评为省级文明窗口。

2016年，东北林业大学成立了
生态文明宣教中心，以大学生志愿者
为主体，通过宣讲、调研等形式提高
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态文明意

识。当前东北林业大学有环保类大学
生社团、协会100余个，累计参与学
生 10 余万人次。学校的“绿色使
者”协会建立25年来，已经开展17
期绿色营活动，学子们到基层走访群
众、宣传环保、调研，倡导节约用
水、用电，在近百万人的心里埋下了

“爱在随手间，举手做环保”的生态
文明种子，协会先后获得“第七届母
亲河奖绿色团队奖”和“社会实践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黑龙江省现代林业与碳汇经济发
展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颖利主动服务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已经
开展了几十场科普讲座，全面普及绿
色转型，不仅包括工业转型、生产方
式转型，还包括生活方式转型的理念。

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
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
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在党旗指引
下，包括东北林业大学在内的各林业
院校正在探索林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
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学术交
流，形成国际话语权，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回顾过往奋斗路，林业教育在党
旗引领下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
考之路，林业教育也必将在党旗的引
领下为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交出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

1.绿化祖国，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

2.科教兴林，把科研成果“种”在祖国大地上

3.打造金山，助力林农脱贫致富

4.美丽中国，美美与共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邹莉

森林博物馆

武汉大学教授于丹张国财团队

◀校园一角

▶东 北 林 业 大
学新校区

王传宽团队

爱鸟周活动

东北林业大学主楼东北林业大学主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