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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知从何时起，使用一
次性日用品成为一种卫生时尚。生活中一次性的东
西也越来越多：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饭盒、一次性杯
子、一次性牙刷……这种消费方式给消费者带来了
简捷、方便、卫生等诸多优点，但是也日渐暴露了它
过度浪费资源的一面。

如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近千家企业在生产木
制筷子，每年大约生产 450 亿双一次性木筷，消耗
林木资源近 500 万立方米，约占年林木消耗总量的

18%。 而一棵生长了 20年的大
树， 仅能制成 3000 至 4000 双
筷子，就是说，我们一年要“吃”
掉 2500万棵树。按照这种速度
计算，我国在 20 年内就能砍完
所有的森林，20 年就可以毁了
中国， 而如果还想让中国大地
披上绿色的新装 200 年也不够
用。

而且， 一次性木筷的卫生
状况也令人堪忧。 一些小作坊
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的都是劣
质木材。为给筷子“美白”，一些
不法分子用硫磺熏蒸漂白，通
常忽略水煮步骤， 用这种筷子
进餐时， 残留的二氧化硫就随
之进入体内， 给人们的身体带
来极大的危害。

一次性用品的广泛使用曾
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消费领域
的一次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使
用一次性日用品都呈下降趋
势， 许多大城市的酒店都没有
拖鞋、牙刷、牙膏等一次性日用
品，这些东西只能自带。餐厅里
更看不见一次性餐具。 而令人
忧虑的是， 作为人均资源相对
贫乏的我国， 一方面人均能源
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一
方面能源资源的消耗却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 不仅是一次性日
用品的消费大国， 同时也是生
产和出口大国， 这使资源不足
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比如，一次性筷子是日本发明的。 但作为森林
资源相当丰富而且木材使用量极大的国家，日本每
年用于生产一次性筷子的木材仅占日本全国木材
消耗量的 0.3%，其余都是依靠进口，其中约 96%的
一次性筷子来自中国。中国对日出口的 200多亿双
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 250 万棵树，砍伐掉数万平方
公里的森林。 作为岛国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65%，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
的森林覆盖率还不到 17%。 森林资源极为丰富的国
家，“吝啬”到靠进口解决一次性筷子的需求；而森
林资源紧缺的国家，却大量砍伐林木生产一次性筷
子换取外汇，这是树的悲哀，森林的悲哀，还是国家
的悲哀？！ 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看似不起
眼的一件件一次性的日用品，对资源的浪费与破坏
程度足以让国人触目惊心！ 建设节约型社会，取消
或减少一次性日用品是大势所趋。 在这方面，不但
要靠国家加大政策力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
我国有限的资源，更要在全社会营造节约资源的氛
围，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
树立资源有限的观念， 增强环保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从自觉拒绝使用每一件一次性用品做起。

（赤心木）

� � 纸的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纸是生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在用纸， 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
纸。 但是，你统计过吗？ 你每天要用多少张
纸？你一星期要用多少纸？你一个月乃至一
年要用多少张纸？ 结果是惊人的。 可是，浪
费纸张，乱丢纸张的行为随处可见。

“节约用纸” 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比
起节约水电来似乎遥远了一点。 很少有人
清楚节约用纸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什么直接
关系。 如果我说节约用纸也就是植树造林
的话，也许你听了这话会觉得有些荒唐。然
而你知道一张纸从何而来吗？ 造纸的原材
料主要是树皮等植物的纤维。 一棵树往往
需要长几十年才能被人类利用。 人类是无
情的，电锯声中，几十年长成的大树轰然倒
地。 那些木材，运往造纸厂，变成了一张张
纸。纸给人类带来了方便，但同时给森林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由于人们盲目地砍伐，现
在树木也越来越少了。

树木对人类的贡献仅仅是可以用来造
纸吗？ 不，树木还是制造氧气的“工厂”，树
木能够吸收有害物质。如果没有树木，就没
有氧气，那人类也就无处安身。树木还可以
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 5万亩森林的贮
水量就相当于 100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

林木的消失危害巨大。 许多高山原本
覆盖着成片林木，郁郁葱葱，一望无际。 但
是，由于人们的破坏，现在有许多地方已成
为真正“黄土高原”。大地脱去了外衣，裸露
出了黄色的皮肤，由于没有了树木，大量的
泥土流失了。近几年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大
量的泥沙堆积河床， 一遇洪水还可能造成
河坝决口改道，造成洪灾。 如此大的危害，
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每年的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 这一

天，许多人都拎着工具去植树。植树造林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永远的任务。

“多用一张纸能花多少钱？ ”难免有人
会这样嘀咕。 其实，节约就等于创造财富。
从相关资料了解到：目前，我国每生产一
吨纸就要耗费 7 棵大树、100 立方米的
水。

你节约用纸吗？ 你知道如何节约用纸
吗？ 很多人用纸只用一面， 用完后就扔掉
了。他们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数不尽
的纸，也不在乎这一两页的空白纸。 但是，
这是多大的浪费啊！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浪
费，那这个世界还会有森林吗？ 所以，为了
保护森林，保护绿色植物，我们要努力做一
个节约的人。 用纸要尽量最大限度地利用
它，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地回收利用。

节约用纸， 是保护森林资源的一个好
办法，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我们不妨
做到以下几点：

1、重复使用教科书。 如果全国每年有
三分之一的教科书得
到循环使用， 那么可
减少耗纸约 20 万吨，
节约 26 万吨标准煤，
减排二氧化碳 66 万
吨。

2、 纸张双面打
印、复印。 纸张双面打
印、复印，既可以减少
费用， 又可以节能减
排。

3、 选择电子书
刊，代替印刷书刊，用
电子邮件代替纸质信
函。 用 1 封电子邮件
代替 1 封纸质信函，
可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52.6克。
4、用手帕代替纸巾。 用手帕代替纸巾，

每人每年可减少耗纸约 0.17千克，节能 0.2
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0.57千克。

5、减少装修木材使用量。 如果全国每
年 2000 万户左右的家庭装修能做到少使
用 0.1立方米装修用的木材，那么可节能约
5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129万吨。

6、商店购物、过节送礼，减少使用过度
包装。 使用过度包装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
境。 减少使用 1千克过度包装纸，可节能约
1.3千克标准煤， 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3.5 千
克。

7、积极参加植树活动。1棵树 1年可吸
收二氧化碳 18.3千克， 相当于减少了等量
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全国 3.9亿户家庭每
年都栽种 1 棵树， 那么每年可多吸收二氧
化碳 734万吨。

(双立）

� � 地球，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生命的摇
篮。她为人类创设了一个资源众多的世界。
然而，随着我们人类科技的进步，我们用去
了许多的资源， 如果我们人类不懂节约的
话， 必将使地球上的资源锐减直至枯竭。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
唐代诗人白居易对生态资源与人类生存关

系的这种清醒认识， 至今仍然具有积极意
义。 我们生活的时代，正面临资源缺乏、环
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为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节约、环保已
迫在眉睫。

保护森林资源

从节约用纸开始

古人的生态智慧
中国古人向来尊重自然，形成了“敬天

畏天”、“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这种思想
承认人类与自然合为一体， 承认人类社会
是自然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

上古时期，人们把耕地分成三部分，让
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三块土
地每年轮流耕作、轮流休耕，十分有利于地
力的恢复。

另外还有一种轮作制度， 即在同一土
地上每年按次序轮流种植一定的作物，以
此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说“今兹美
禾，来兹美麦”，《管子·治国篇》有“四种而
五获”，《荀子·富国篇》有“一岁而再获之”
等，指的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

汉武帝时期， 主管农业的赵过发明了
“代田法”，即在每亩地上挖三条沟，每条沟
旁各有一条垄。 作物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
互换位置，今年的垄变为明年的沟，今年的
沟变为明年的垄， 这样能够保持地力不致
衰竭，而又每年都可利用，不必整块土地休
耕。

到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将粮、豆、瓜、
菜等作物进行套种、间种、连作和轮作，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时人还发明了把豆科
作物当作绿肥进行轮作， 以翻压肥田的方
法，《齐民要术》称之为“美田之法”。 此后历
代农民都广泛采用绿肥种植技术， 明清时
期将绿肥与粮棉进行间作或套种， 绿肥的
种类已达 10多种。

古人很了解保护森林、 植树造林的重
要性，有“食不毁器，荫不折枝”的说法。

早在先秦时期， 各国统治者兴修水利
的同时， 就在河堤两岸种植树木以防水土
流失。 管子曾号召在堤防边的坡地上植树
种草，《吕氏春秋》 也记载了类似的护堤经
验。 宋明以来，江淮大兴圩田，农民在圩区
广植树木聚沙固堤，形成了“湖岸人家榆柳
行，风毡低昂似迎客”的动人景观。

历代皇家苑囿和皇家陵寝也是护林造
林的重要场所。 这些禁苑面积极大，里面的
一草一木都严禁砍伐采获， 无疑成了中国
古代的生态保护区。

宋明以来，宗族观念加强，各地设立祠
堂、宗庙、族墓，与之相关的公共水源、一草
一木，也都受到各家族的保护。 如福建南靖
县和溪乐土村客家人黄氏家族， 将村周
2000多亩山林定为风水林， 现还有 300 多
亩保存完好，成为罕见的原始森林景观，被
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明清时期，森
林面积逐渐减少， 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
加剧，主政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
很多强化植树造林的措施。雍正四年，官
员朱轼呈《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请求
颁布法令，将农民植树作为官吏考核的
指标，其他如杨永斌的《劝民种殖讲学
疏》、杨景仁的《备杂粮》、彭世昌的《备
荒全策》等等，十分常见。 乾隆三十七年的
《捐栽芦苇树木议叙》中，确定了将植树与
官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雍正朝更是提倡
百姓栽种芦苇，生态意义更加明确。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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