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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的环境保护
辉 明3
【内容提要】 不丹是世界十大环保国家之一, 历来重视环境保护, 尤其是保护森
林资源的工作。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上, 不丹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
Ξ

不丹位于巍峨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

麓, 北接中国西藏, 南与印度为邻, 是夹在中国和
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内陆国家。
不丹是个小国, 国土面积只有 4. 6 万平方公
里, 人口 78. 2 万 ( 1999 年) 。不丹是世界上自然环
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十大环保国家之一。

世外桃源
不丹优美的自然环境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
然条件。
不丹地势北高南低, 一半领土在海拔 3000 米
以上。 自北而南, 气候垂直地带性特征十分明显。
北部为高山严寒地带, 终年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雪
水滋润着中部的河谷地区和南部的平原。 这里交
通极为不便, 只有极少数的山口可通行, 加上几无
人烟, 因而自然环境免遭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和
污染, 保持了原始面貌。 中部河谷地区气候温暖,
河流众多, 林木繁茂。 大片大片的针叶林、阔叶林
随处可见, 水流清澈见底。 南部平原湿热多雨, 到
处是郁郁葱葱的热带亚热带雨林。
不丹素有“绿色王国”之称, 森林资源非常丰
富, 森林面积达 33052. 8 平方公里, 占全国领土面
积 的 72% , 大 大 高 于 世 界 平 均 森 林 覆 盖 率 的
22% , 居世界首位, 其中有的地区是原始林带。 不

丹的主要树种有云杉、冷杉、凯尔松、栎树、槭树、
柏树、娑罗树、印度黄檀、桦树、白杨等。 由于森森
密布, 各种野生动物都把不丹看作是自己的天堂。
这里栖息着 700 多种鸟类, 此外还有雪豹、孟加拉

90% 以上, 工业不发达, 大型工厂又少, 因而环境几

乎没有受到污染, 天是湛蓝的, 空气是清新的。
由于仍处在农耕社会, 加上一直比较封闭和
人们固守着“鸡鸣而作, 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
式, 不丹任何地方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 那么原
始, 即使在首都廷布, 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声。
廷布人口四万, 全市只有三个加油站, 路口不设红
绿灯, 只有交通警察站在路中央慢悠悠地用手势
指挥来往车辆。 由于街上车辆少, 难得听见喇叭
声。 总之, 一切都显得很朴实, 很传统, 很宁静。
千百年来, 由于与外界交往很少, 不丹保持着
淳朴的民风。 另外, 由于长期受佛教的影响, 宽厚
待人、与世无争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 因此
社会犯罪率极低, 偷盗现象鲜见, 锁和钥匙几乎无
用武之地, 人们出门很少锁门。
湛蓝的天空, 白雪皑皑的群山, 葱郁的森林,
碧绿的原野, 新鲜的空气, 幽静的环境, 古老的文
化, 淳朴的民风, 构成了不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 无怪乎凡是到过不丹的人都将不丹称为
“世外桃源”
或“世界的香格里拉”
。 这些赞誉是一
点也不过分的。
人们在赞叹不丹良好的环境时, 更注意到不
丹政府和人民为保护环境做出的努力。

环境保护是不丹人的生存之本
不丹人民和政府环保意识很强, 十分重视对
自然环境尤其是森林资源的保护。
在不丹人看来, 丰富的森林资源是上苍赐予
的,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 俗话说“靠山吃

虎、金丝猴等珍稀动物。
不丹是个农业国, 农牧林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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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此话只说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是, 在“吃山”
的同时还要“养山”
, 否则就会坐吃山空。信奉佛教
的不丹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爱护身边的一
草一木, 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因此任何破坏
环境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虽然有时

年不丹政府还将全国 9% 的土地划为连结各保护

会发生偷猎、乱砍滥伐事件, 但如果被发现, 肇事
者除了被处罚外, 还会遭到民众的指责。一旦面子
丢尽, 他们在社会上就难以立足。正是这种舆论和
道德压力使一些想发“环境财”的人不敢轻举妄
动。

条路。不丹政府在严格控制本国木材出口的同时,
为了满足人民大众对生活 ( 用作燃料) 和基建用木

在国家层面, 不丹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保护森
林资源。旺楚克国王多次强调, 不丹的森林资源乃
上天所赐, 它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 一旦被破
坏, 后果不堪设想, 不能把发财的希望寄托在采伐
森林上。根据国王的指示, 不丹政府制定了相关政

材, 但不丹政府不为所动。

策, 采取了各种措施, 使森林资源不被破坏。
第一, 制定法律 自 1959 年实行计划经济建
设后, 不丹政府日益重视林业。 1962 年成立国家
林业局, 加强了林业管理。1969 年政府颁布“森林
法”
, 宣布所有森林为政府的“保留森林”
; 禁止毁
林造田①; 政府有权控制一切森林产品 ( 圆木、胶
合板、松脂、紫胶、橡胶) 的贸易; 禁止乱砍乱伐, 实

不利于长远发展, 因此宁愿进口茶叶也不种茶。

行有计划的采伐。经过长期的努力, 目前不丹的森
林面积递减率为 0. 11% , 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
源。此外, 政府每年对林业的投资至少占总预算的

1380 万立方米。 但不丹每年的木材提取量很小。

10% 。

代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发展咨询团的帮助下,

第二, 实施造林计划 1973 年不丹开始实施
“社会造林”计划, 1979 年又规定每年 6 月 2 日为
全国植树日。每到植树日, 全国各地都有成千上万
的人参加植树活动。据统计, 自造林计划和植树日
实 施 以 来, 全 国 的 植 树 量 年 均 为 600 万 株, 至
1997 年, 在森林被毁的 274. 7 公顷土地上种上了
各种树木, 另外造林 866. 6 公顷。
第三, 培养林业专门人才 为加强对森林、木
材加工、木材出口的管理, 政府开办了林业学校,
培养林业专门人才。 政府还派林业官员到国外知
名大学 ( 如美国耶鲁大学) 进修。
第四, 设立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 不丹政府把
国土面积的 26. 23% 划入自然保护区, 现已建成
六个国家公园和九个生态保护区。 其中皇家玛纳
斯国家公园最大, 面积达 300 多平方公里。 2001

区的生态走廊, 以便于动物的自由迁徙。
第五, 从邻国进口木材和禁止种茶

一些发

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森林资源, 结果
造成洪灾频发, 水土流失严重。而不丹却没有走这

材的需要, 每年都从邻国进口木材, 以保护本国的
森林资源。 不丹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外国商人所青
睐, 一些外国木材商多次提出高价收购不丹的木
不丹人喜欢喝茶。 不丹南部地区的自然条件
适合茶树生长, 如果在这个地区发展茶业生产, 至
少能部分地满足本国人民对茶叶的需求。 但不丹
政府认为, 林地辟为茶园肯定会减少森林覆盖率,
第六, 合理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

保护森林

的意义, 一是保持原有生态环境, 二是合理开发利
用, 不是为保护而保护, 或者说光保护不利用。 保
护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据估计, 不丹的木材储藏总量为 6. 7 亿立方
米。 按正常提取标准计算, 不丹每年可产木材
例如, 1988 年伐木量仅为 17. 7 万立方米, 1995 年
只有 40 万立方米。为了充分利用木材资源, 80 年
不丹建立起胶合板厂、木材加工公司、木板生产有
限公司等企业。 森林资源的合理采伐和科学利用
对不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 限制游客数量和旅游景点

不丹奇异

的自然风光, 长期与世隔绝的神秘感和古老的宗
教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 北部的雪山
是旅游者登山的理想之地, 玛纳斯野生动物保护
区和拉雅野生动物保护区有许多珍奇动物, 也是
游客观光的好去处。
自 1974 年不丹对外国游客开放以来, 不丹旅
游业有了长足发展。 1996 年外国游客达到 5150
人次, 2000 年增加到 7559 人次, 旅游收入已成为
① 在不丹一些地区, 人们有烧毁山林, 开荒轮种的习惯, 使
林山变为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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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是随着游客的日益增多, 旅游区的环境污
染也趋于严重。同时, 来不丹旅游的人多为西方游
客, 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对不丹人产生了不
良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 不丹政府采取了四项措

点”
, 选择了在环保第一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开发,
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这样既可以避免重蹈许多
发展中国家“先发展经济再保护环境”的覆辙, 又
不会钻进一味消极保护的死胡同。 这条道路被称
为“中间道路”
。

施: 旅游部门只能接待有组织的观光团体, 不能接
待散客; 所有寺院、宗教圣地不对外开放; 旅游点
由政府指定, 旅游点之外的其他地方不得接待游
客; 提高旅游价格, 以限制游客人数 ( 力争每年不
超过 7000 人次) 。从这里可以看出, 不丹政府为了

为了搞好本国的环境保护, 不丹积极开展与
国际社会的合作。1992 年不丹政府签署了联合国
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不久便在国内成立
了国家环保委员会。 作为国家环保领域最高政策
制定机构, 委员会的工作是: 为确保不丹自然资源

控制自然环境和西方文化的污染, 不惜牺牲部分
经济利益, 这是很有长远眼光的。

的可持续性利用, 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秘书处、国家
生态多样性中心的参与下, 协调和监督农业部、商
工部、通信部在修建道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
工农领域的建设, 努力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
降至最低程度。 1991 年, 不丹在世界银行的援助

环保前提下的发展新思路
近年来, 不丹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经过第八个五年计划 ( 1997～ 2002) , 不丹的
可持续发展和自力更生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同时
继续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念。 不丹利
用国内丰富的水力资源, 修建了三个大型水电站,
满足了国内电力的需求, 而且还有富余电力向邻

下建立了环保信托基金会。 目前该基金会已拥有
近 3600 万美元的基金。
除了国家环保委员会外, 不丹还有一个环保
领域非政府组织——不丹皇家自然保护协会。 它
在推动政府完善环保工作, 增强国民环保意识方

国出口。 粮食达到了自给, 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还有余粮出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510 美元, 在
南亚地区名列前茅。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72% 。
2001 年经济增长率升至 6% 。 对于一个起点很低
的内陆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协会凭借容易与民众沟通、
基层网络覆盖面广的优势, 协助政府工作。协会还
通过举办生态夏令营、建立环保基地和实施教师
环保训练计划, 已将环保教育网覆盖到全国大部
分地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不丹
的自然生态环境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第一, 人口的压力。 不丹人口增长率较高, 为
3% , 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大了教育、就业、福利、医
疗 ( 教育和医疗免费) 的压力, 削弱了国家在发展

不丹的环保工作在面临挑战的同时, 也存在
着机遇。 第一, 不丹本来环保工作做得就比较出
色, 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好。 第二, 不丹总
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为环保工作提供了比过去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 不丹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增

经济和保护环境方面平衡发展的能力。
第二,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基础建设的规
模明显扩大, 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1981
年不丹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1% 。目前不丹农
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每年高达 7%～ 8% 。预计

多使不丹能够凭借生态资源的金字招牌, 吸收更多
的国际环保援助, 从而解决环保资金匮乏的问题。

2020 年后, 不丹将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这样,

1999 年版。
( 2)《世界知识年鉴》
1985g
1986～ 2001g
2002,

废水废气污染、白色污染将是不丹环保工作面临
的重要问题。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各国
都面临的问题。 不丹政府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生态资源保护之间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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