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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国以来, 我国平均每间隔 3- 5 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 蝗灾, 危害面积广泛而严重, 对于农业生产

的安全和农业产值的提高构成严重威胁, 影响到 社会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对治蝗工作十分重视,
构建了多层次、
全方位的治蝗救灾体系, 围绕化学防治和改造蝗虫发生地这两条主线开展了系统的治蝗 工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以后, 由 控制阶段 到 改治并举 , 再到基本根除, 蝗灾防治工作逐渐成熟, 出现
了注意生态效益的可喜变化, 防治能力大大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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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这个在人们的记忆中匿而不见多年的有

始活跃起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更是愈演愈烈。

害生物, 近年来又开始活跃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

我们以蝗情比较典型的河北省( 20 世纪 50、60 年

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尤
其是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肆虐, 我国北方地区连

代曾包括北京、
天津二市) 为例可窥其一斑。河北
省 50- 60 年代蝗灾发生面积年平均 47. 45 万公

续数年干旱, 致使蝗灾发生日趋严重并呈逐渐蔓

顷[ 1] ( P1) , 密度达到 每平方丈 ( 10. 9 平方米) 2-

延之势, 对农业生产以至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

100 头[ 1] ( P2~ 4) , 最高时达万头, 1951、1955、1957、

负面影响, 引起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届的普遍关
注。本文拟就建国以 来的治蝗问题 作一粗浅探

1958、
1959、1960、1961、1962、1964、1965 年最为
[ 1] ( P 1、4)
严重
; 但由于大力防治, 从 50 年代到 60 年

讨, 以期为今后的治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代蝗虫危害情况呈递减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 受害

一

面积 50 年代约为 26. 33 万公顷, 60 年代下降到
1. 87 多万公顷次[ 1] ( P2、5) 。到了 70 年代蝗虫发生

建国以来, 我国平均每间隔 3- 5 年就爆发一

面积显著缩小, 年平均为 13. 28 万公顷, 除了沿海

次严重的蝗灾, 危害范围遍及河南、
河北、
山东、
天

蝗区有苇草被危害外, 蝗虫对农作物的危害基本

津、
内蒙古、
新疆、
安徽、
甘肃、四川、
海南、
湖北、
陕
西、
江苏等十几个省市,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黄河中

得到控 制
。80 年代 飞蝗 发生 又 呈回 升态
势, 年平均 17. 6 万公顷, 1987 年高达 28. 12 万公

下游河滩、渤海湾、
淮河中下游及其行洪区、
华北

顷, 好在防治及时未造成严重危害 [ 1] ( P7) 。河北省

一些洼淀水库和内涝洼地。
综观建国 50 多年来蝗灾发生的历史, 20 世

蝗情如此, 从全国来看, 80 年代以后蝗虫也确有
卷土重来之势, 蝗虫大发生周期由原来的 5 年一

纪 50、60 年代发生频繁, 波及范围广, 且危害严

爆发缩短到了 3 年一爆发。1985 年全国夏、
秋蝗

重; 70 年代发生面积显著缩小, 对农作物的危害

面积共计 33. 92 万公顷, 尤为严峻的是天津北大

也基本得到控制; 然而从 1978 年以来, 蝗群又开

港的秋蝗将天津境内 0. 67 万公顷芦苇、
几百亩玉

[ 1] (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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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吃光后, 起飞南迁, 沿途经过河北数县, 波及面
积 16. 5 万公顷, 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蝗虫首次

的原因。
我国东邻太平洋, 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 我

跨省迁飞。1987 年, 仅海南岛、
河南、陕西三省蝗

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季节不均, 东西南北差别明显。

虫发生面积即达 13. 79 万公顷, 1988 的蝗虫数量
比 1987 年多 100 倍, 而且由华北蔓延到华东、华

北方干旱, 南方易涝; 黄土高原、
黄淮海地区、
粤东
和闽南沿海及云南中北部干旱严重, 黄河中下游、

南各省区[ 2] ( P12) 。90 年代以来, 蝗虫逐年出现且

淮河、
长江、
珠江流域则多发洪涝。由此可见, 我

发生面积成倍增长, 据新华社信息中心提供的数

国蝗灾的发生主要是气候和地理因素影响所致。

字, 到了 1999 年 蝗虫发生 面积高达 158. 4 万公
顷, 2000 年又翻了一番, 达到 363 万公顷。

然而近年来, 随着蝗灾的频频发生且不断加剧, 人
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干预和

蝗灾的发生不仅威胁着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农

破坏也是蝗虫爆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人类对

业产值的提高, 而且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而剿治蝗
虫又经常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因此

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尤其是对森林的大量砍
伐, 使农业生态屏障遭到破坏。我国现在森林覆

探究其发生的原因, 消灭蝗害发生的源头, 便成为

盖率只有 13. 4% , 平原地区仅为 1% 左右 [ 3] ( P38) 。

治蝗工作中的头等大事。科学研究发现, 我国的

森林是保持地球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 森林的减

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引起的, 这种蝗虫大都在湿
润的河岸、
湖滨及山麓和田埂的土中产卵, 而其蝗

少降低了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 加剧了水土流失、
土壤沙化、
盐碱化等各种自然灾害。现在我国水

卵发育和孵化出土却需要晴朗的天气, 因此蝗虫

土流失面积高达 367 万平方公里, 占耕地面积的

的大发生与气候的关系极为密切, 尤其与旱涝灾
害极为相关。因为持续的干旱会使内陆湖、
水库

38%
。严重的水 土流失诱发和 加重洪涝、
旱灾, 必然也引起蝗虫的大爆发。由于大面积沙

水位急剧下降, 黄河流量减少, 这样迅速增长的湖

化土壤容易将太阳辐射的大部分热能返回到大气

滩、
河滩面积就为蝗虫提供了更多的适生区。洪

层, 抑制了降雨的形成, 加强了干旱的发生, 所以

涝灾后, 扩大的沥涝地区, 退水后大面积的潮湿地
带同样成为蝗虫孵化的理想摇篮。1950 年、1954

土壤沙 化同样也成为 蝗虫滋生的原 因之一。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我国沙化土地平均每年扩大

年、
1956 年和 1963 年河北省发生的大面积洪涝

1500 平方公里, 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

灾害, 均造成第二年蝗虫大 面积高密度的产生。

由于经济开发和基本建设的需要, 大量采伐自然

1963 年该省洪沥面积 330 万公顷, 是建国以来水
灾最严重的一年, 而 1964 年也成为建国以来河北

资源, 使植被遭到极大破坏, 沙化土地以平均每年
2100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 到 90 年代初期, 全国

省蝗灾 特 大 爆 发 的 一 年, 1963 年 夏 秋 蝗 面 积

沙 漠 化 土 地 面 积 已 达 到 20. 1 万 平 方 公

41. 48万公顷, 而 1964 年上升为 173. 13 万公顷,
是上年 的 4 倍[ 1] ( P9) 。老百姓 从实 践中总 结道:

里
。可见, 追根溯源, 我国蝗灾的发生
既有自然气候的原因, 更有人为的因素。

大 水 之 后, 必 闹 蝗 虫 ,
片

[ 1] ( P13)

[ 3] ( P38)

[ 4] ( P420、421)

先 淹 后 旱, 蚂 蚱 连

二

。同样人们也发现 久旱必有蝗 ,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到现在, 我国北方严重干旱, 蝗灾
几乎连年发生且面积不断扩大。河南省 三年一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对治蝗工作十分重
视, 在组织领导、物力技术支持、管理制度等方面

涝, 两年一旱 的气候特点加上黄河流量、
水位变

构建了多层次、
全方位的治蝗救灾体系, 在农业生

化不定, 造成蝗灾发生极为严重。干旱的气候除
了有利于蝗虫产卵和孵化出土外, 还可抑制一种

产和科学技术逐步发展的条件下, 围绕化学防治
和改造蝗虫发生地这两条主线开展了系统的治蝗

造成蝗虫疾病的丝状菌, 加上干旱条件下其他威

工程。

胁蝗虫的昆虫和鸟类都无法生存, 导致蝗虫数量

首先, 加强治蝗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华人民

大增。另外, 干旱还使蝗虫喜食的禾本食物生长
受到限制, 因此, 一遇到好食物, 蝗虫便蜂拥而至,

共和国成 立后不 久, 许多省 就先后 成立 了各级
( 省、地市、
县乡) 防( 治) 蝗指挥部。各级指挥部由

这也是一些地方蝗虫密度较高, 逐渐形成集团化

当地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人总负责, 吸收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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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组成, 是综合性的防( 治) 蝗领导、协调
机构, 各省根据蝗虫发生的情况, 有的常设, 有的

夏秋蝗大发生, 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拨给 800 万
元治蝗费[ 6] ( P45) 。1998 年河南蝗灾发生时, 国家、

只在蝗灾严重时临时设置。除此之外, 各级农业

省和地方财政开支 350 万元专项资金, 出动各种

部门还设有防( 治) 蝗工作站、组或专职防蝗干部,
负责防( 治) 蝗的日常管理、技术和情报工作。20

施药器械 6000 余台, 支援高效农药 250 吨、
飞机
3 架, 从而使蝗害的剿治在较短时间内即达到国

世纪 50 年代后期, 许多省区的防蝗工作站先后并

家规定的不起飞、不成灾的要求[ 5] ( P886) 。对于治

入植保站( 所) , 植保站逐渐又与植物检疫站以及

蝗资金, 国家多次颁发使用管理办法, 明令治蝗经

下属单位病虫测报站共同组成植保系统, 主管预
报防治包括蝗虫在内的病虫害工作。植保机构先

费属救灾性质, 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
项
目和标准开支, 专款专管, 专款专用, 严格审批, 经

在省、
市、县设立, 后来基层又建成了县、
社、
大队、

常检查, 力争节俭, 以确保治蝗需要; 治蝗物资和

生产队四级植保( 防蝗) 网, 县、
社配备专业治蝗干
部, 大队、
生产队则聘用群众性的防蝗侦查员, 这

基建设备也建立了完备的管理制度。从严管理,
使有限的治蝗资金、物资的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些同志常年赴蝗区调查蝗情, 掌握发生动态, 配合

第四, 开展科研攻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要

当地政府组织开展防治工作, 成为治蝗的先锋军。

想根治蝗 害, 发展生 产, 必须依 靠科学 技术。从

指挥部和防蝗工作站的设立使治蝗工作有了系统
的组织领导机构, 这不仅便于综合调度各有关单

20 世纪 50 年代起, 我国就开始了病虫害防治工
作的研究, 除了植保系统外, 各级农科院的植保

位, 而且有利于发动群众及时有效地消灭蝗害。

所、
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
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

其次, 建立严格的奖惩责任制度。治蝗工作
不仅具有抗灾保生产的经济意义, 而且具有维护

都参与了蝗虫防治的研究工作。农业大学( 学院)
也开办植保系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科研院所

社会稳定和国家声誉的政治意义, 因此多数省份

的设置和有关人才的培养在主观上使防治蝗虫的

在治蝗工作中都建立奖惩责任制, 规定捕蝗实行

研究工 作成为可能。在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号召

分级地方行政领导负责制, 延误致灾者追究责任,
积极灭蝗、工作彻底或有发明创造者予以物质和

下, 大批科技人员深入蝗区, 总结群众经验, 加强
对蝗虫生态环境及生长规律的研究, 为防治蝗虫

精神奖 励。例 如: 1998 年 6 月在 治理 夏蝗 工作

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这方面的突出

中,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切实搞好蝗虫防

事例见诸河南省。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河

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 要求各级政府层层实行行政
首长负责制, 抓紧落实治蝗经费, 立即组织滩区干

南省农业厅植保站及各地植保站、治蝗站、
病虫测
报站的广大科技人员, 在蝗虫发生地长年设点观

部群众投入治蝗, 哪个环节出问题由哪个部门负

察, 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掌握了不同气候条件

责, 哪里造成蝗虫起飞、成灾, 就由哪里的行政首
长负全部责任 [ 5] ( P889) 。再 如: 河 北省 1951 年通

对蝗虫生长的影响情况, 总结出了改治结合的治
蝗经验 和一整套控制 飞蝗的有效措 施。这些经

报表扬了捕蝗负伤后仍坚持工作而不幸逝世的天

验、
措施推广后, 均收到了极其 显著的 效果。90

[ 6] ( P14)

津专署农场的杨志华同志

; 1980 年责令造

年代初期, 河南省科技人员经过全面勘查, 获得了

成南大港农场秋蝗责任事故的农林科和防蝗站做
深刻的书面检讨 [ 6] ( P13) 。奖惩责任制的建立改进

2. 35 万个科 学数据, 绘 制了 130 余 幅蝗 区现状
图, 据此, 他们制定并示范应用了蝗区分级管理及

了治蝗领导机构的工作作风, 提高了他们的责任

可持续控制技术, 社会、
生态效益显著[ 5] ( P886) 。

意识。
第三, 加大财力、物力支持。蝗灾发生之年,

在各级政府、广大科技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协
同努力下, 我国治蝗工作随着农业生产与科学技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依据财力和治蝗任务的大小拨

术的发展、
经验的积累、
治蝗方针的不断进步而获

发专款和物资支援治蝗工作, 为迅速扑灭蝗虫提

得了巨大成效。下面分阶段加以论述。

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仅河北省 1951- 1988 年
由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治蝗经费就达 5023. 53 万
元( 不含飞机购 置费 400 万元) 。1957 年河北省

( 一) 控制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 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的客观情况, 中共中央提出了 打小、打少、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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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发生在哪里, 消灭在哪里 , 早治、
普遍治、连
续治、
彻底治 的治蝗方针和策略。在这一方针指

年代, 我国治蝗工作进入 改治并举 根除蝗虫阶
段。 改 是治本, 治 是治标, 标本结合是这一时

导下, 这一时期我国的治蝗工作重在 治 、 打 。

期治蝗的重要特点。在 治 方面, 为使治蝗工作

治 的办法, 50 年代前期因农药与药械不足主要
是以人工为主, 药治为辅。1950 年, 全国动员 493

有的放矢、准确及时, 1959 年农业部又制定 飞蝗
预测预报试行办法 , 根据七查( 查蝗卵密度、
孵化

万人, 防治了 59. 73 万公顷 蝗虫[ 7] ( P8) 。1951 年

期、
蝻期密度、蝻期龄比、羽化期、成虫密度、
产卵

廊坊市安次县( 后改为区) 为消灭夏秋蝗, 全县上

期) 预测蝗虫情况, 分期发出预报, 试行办法 的

下齐动员, 由干部带头, 党团员打先锋, 男女全劳
力、
半劳力齐上阵, 先后有 44 万人参加了灭蝗战

贯彻落实, 使蝗虫测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来, 为
做好预测预报, 准确掌握蝗情, 县( 市) 和人民公社

役, 经 过 近 两 个 月 的 作 战, 基 本 上 消 灭 了 蝗

都建立了测报站和测报点, 生产队设有侦查员, 从

[ 5] ( P873)

灾
。当时 人工打蝗 的办法有 挖卵、挖沟、
掩埋、
围打、
火烧等。除人工打蝗外, 这一时期也

而形成完整的测报网。预测预报系统的完善, 成
为有效开展治蝗工作的先导。 治 蝗的办法, 这

采取了药剂杀虫的办法, 1951 年经朱德总司令批

一时期主要是飞机药杀为主, 人工药杀为辅。飞

准, 人民空军出动飞机 5 架, 协助河北、安徽、湖北

机治蝗快速、高效, 人工灭蝗机动灵活, 因此这时

等省 灭蝗, 写下了中国飞机 治蝗史上的第一页。
但这一时期人工灭蝗是治蝗的主导形式, 喷撒药

治蝗的一般情况是根据预报, 先由飞机撒药杀灭
大量蝗虫, 小范围或残余的由人工药杀。为实现

物是辅助形式。因此, 这一时期的治蝗工作动用

飞机灭蝗, 各蝗区都组织了航空队, 修建了固定或

劳力较多, 效率较低, 防治要求只能是减轻或控制
对农作物的危害。

临时的治蝗飞机场。随着飞机治蝗技术的不断提
高, 飞机治蝗的效率、
效果逐步提高, 到 60 年代中

随着农业 生产基础的增强 和科学技 术的进

期, 蝗虫面积缩小到局部地区, 基本控制了蝗灾。

步, 1953 年, 我国提出 防重于治, 药剂为主 的新

60 年代后半期, 随着监测技术 的提高, 蝗虫面积

方针。为了有效地 防 , 有关省区建立了蝗虫测
报系统, 从 1953 年开始, 全国蝗区省份普遍开展

的缩小, 治蝗策略也进行了调整, 由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连年低密度防治转变为加强监测和有重

了三查( 查蝗卵、
查孵化、查蝗蝻) 为主的预测预报

点有区别地间歇治、点线治, 既控制了蝗虫又节省

办法, 这就大大提高了治蝗工作的预见性、
计划性

了人力物力。

和主动性。实际治蝗中, 50 年代中 期以后, 我国
以预测预报为先导, 治蝗主要凭借动力机械和飞

在 改 方面, 60 年代依照 既要发展生产、又
要消灭蝗害的指导思想, 结合农田水利建设, 开始

机等形式, 大量施撒 666 粉, 从人工为主转为药物

大规模改造蝗虫孽生基地。治蝗工作人员与科技

[ 8]

为主, 每年治蝗面积达 80 多万公顷 。连年大面
积使用药剂杀虫, 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使治蝗面

人员经过长期研究, 将蝗区划分为内涝蝗区、
河泛
蝗区、
湖滨蝗区、
沿海蝗区、
洼淀水库蝗区等类型,

积大 为缩 小, 有效 地控 制了 蝗害。但 大量 使用

根据不同蝗区的水旱、
温度、
湿度等不同条件对蝗

666 粉等化学药剂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

虫的影响, 总结出分区管理、
分类改治的措施。通

化学污染, 许多一线人员因长期接触 666 粉还导
致了苯中毒。

过垦荒、种田、疏竣河道、
兴建水库、营造防护林、
修渠打井、建盐场、
养鸡鸭虫蛙鱼、
种植蝗虫不喜

( 二) 基本根除阶段

欢吃的植物等不同措施, 蝗虫栖息的各类根据地

1959 年 4 月, 济宁五省灭蝗会议制订了 猛
攻巧打, 积极改造蝗区自然环境, 采取各种方式方

被分期分 批 地 一 块 块 吃 掉。 河 南安 阳 地 区 从
1961 年开始对内涝蝗区进行改治, 开挖了北起关

法, 做到根除 蝗灾 的治蝗方针。1959 年 5 月 6

嘴南到淇河长达 40 公里的共产主义渠, 清淤排渍

日 人民日 报 发表 评论员 文章 为 根除蝗 害而

卫河 60 公里, 修复了 40 公里的民丰、
长虹两大排

战 ,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 既要猛攻巧打, 大力消灭
蝗虫, 又要消灭蝗虫发生基地 , 以彻底根除蝗害

水渠, 修建了 100 平方公里的田间水利工程, 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 从根本上解除了卫河流

的号召。在这 一方针的指导 下, 50 年 代末和 60

域的积水问题, 彻底消灭了飞蝗的滋生基地。河

高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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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口地区通过兴修水利, 到 1967 年也彻底改变
了蝗区面貌[ 5] ( P886) 。河北省到 1972 年改造蝗区

用了普治和挑治的策略, 杀虫器械也由飞机为主
转为地面机械为主。地面机械与飞机相比具有灵

面积达 112. 2 万公顷, 占原有蝗区的 79% [ 6] ( P57) 。

活机动、
重喷漏治现象少的优点, 所以这时治蝗工

到 1966 年, 我国已有 66. 7 万公顷的蝗区变成了
农田[ 8] 。

作不仅节省, 污染也大为减少。另外, 这一时期我
国植保部门加强了预测预报的科学实验, 预报工

大面积除治蝗虫和改造蝗虫孽生基地, 不仅

作从单纯预报蝗虫动态, 提高到预报蝗虫天敌等,

有效地控制了蝗虫的危害, 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

为生物防治蝗虫和综合治理准备了条件。

的发展, 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河南周口地区到
1970 年 全部变成粮棉 油生产基地 [ 5] ( P 886) ; 60 年

在改 造蝗区 方面, 70、80 年代重 在巩固, 对
文革 中废弃、损坏的基 建设备进行了修 复、维

代, 河北黄骅县人民这样唱道: 共产党来领导咱,

护, 对已改造但标准不高易发生反复的旧蝗区进

千年荒洼变稻田, 蝗虫老窝除干净, 水库塘淀鱼虾
满, 苦难日子永不返, 幸福生活乐无边。 [ 6] ( P58)

行了巩固性建设, 力争 改一块成一块 , 从根本上
改变蝗虫适生 环境。到 70 年代 末, 全国 内涝蝗

20 世纪 50、
60 年代我国的治蝗工作, 取得了

区、
沿海蝗 区和湖滨蝗区的大 部分得到了改

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 综合观

造[ 8] 。到 80 年代末, 我国已 建大型水库 8. 3 万

之, 也有不足之处。这主要是治蝗工作中表现出
了粗放性的特点。在 治 蝗方面, 因急于求成, 能

座, 缓解了水资源区域季节不均问 题; 治理了海
河、淮河等流域, 黄河通过整治也焕发了新面貌;

源和农药浪 费大, 虽控制了蝗害, 但经济效益较

全国灌溉面积由 1949 年的 2. 1 亿亩, 发展到 7. 1

差; 在 改 治方面, 一些基本建设不顾地区实际特
点盲目上马, 而且由于对数量的过分追求, 一些工

亿亩, 初步治理了 2. 6 亿万亩易涝地, 占原易涝地
的 76% 。森 林 覆盖 率 由 解 放 前 的 5% 增 长 到

程质量 不高, 从 而造 成人 力、物力 的巨 大浪 费。

12. 7% [ 9] ( P243) , 同时, 蝗虫的 测报体 系也 初具规

文革 期间, 许多治蝗机构被砍掉, 人员减少, 飞

模。这些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我国防抗蝗灾

机场等设施遭到破坏, 这都给防治蝗虫工作造成
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文革 时期防蝗组织领导和

的能力大大增强。

三

基本建设的弱化, 成为 20 世纪 70、
80 年代蝗虫蔓
延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知道, 蝗害的发生首先是

( 三) 巩固提高阶段
20 世纪 70、
80 年代, 在 50、60 年代治蝗实践

气候和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 因此它的发生有其
不可避免性, 至今人类仍无法彻底根治它。面对

探索的基础 上, 我国治 蝗方针进一 步完善, 1974

蝗害, 目前所能做的还只能是有限地防和治, 也正

年我国正式确立了 依靠群众, 勤俭治蝗, 改治并
举, 根除蝗害 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 我国的治

基于此, 党、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确立
并实践了 改治并举 的方针, 由于思路正确, 治蝗

蝗工作在 改治并举 的原则下逐步由粗放型向集

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约型转变,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不仅注重经济效

然而, 近些年因生态失衡致使蝗虫重新发生

益的提高, 而且开始注意生态效益。首先, 治蝗使
用的化学药剂, 适应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要求, 开

且不断加剧的事实也提醒我们, 目前我们在防抗
蝗灾过程中仅仅依靠传统的改治办法已经远远不

始更新换代。1979 年, 农业部 关于继续加强我

够, 如果不注重生态平衡, 不注意对大自然的维护

国飞蝗防治工作的报告 指出: 666 粉在蝗区使
用 20 年, 对环境污染严重, 应逐步用马拉松、乐果

和建设, 蝗灾不仅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而且会
愈演愈烈, 因此, 当前我们在治蝗过程中还应做好

和杀螟松等高效低毒农药, 同时要降低农药使用

以下工作:

量。 1983 年国务院正式下令停止生产 666 粉, 这

( 一) 在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近些年

样, 80 年代 后各蝗区 逐渐用 高效低 毒农药 代替
666 灭蝗。其次, 根 据蝗虫已压缩到局部小范围

来, 人们从大自然的惩罚中, 已经认识到维护自然
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但这种认识还是表面的, 肤浅

的情况和勤俭治蝗的方针, 这一时期治蝗工作采

的。面对蝗灾威胁的加剧, 我们必须从点到面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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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实地逐步地增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先从决策者入手, 因为只有他们的认识到位了, 身

一支保护环境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以切实防止
对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的掠夺性采伐。

体力行了, 才能把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措施渗透到

( 三) 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水土流失会

决策之中, 才能取信于民, 才能组织领导人民实践
可持续发展工程。然后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

给蝗虫的发生、
发展创造机会和条件, 因此防治蝗
虫必须重视水土的保持。森林植被是水土保持的

育, 提高人民群众对环保和生态问题的认识。只

核心因子, 要防止水土流失, 目前第一要务, 是在

有全社会的认识提高了, 我们才有望看到生态环

保护好现有森林植被的前提下, 大兴植树造林活

境的良性循环, 也才有望对包括蝗灾在内的各种
自然灾害进行彻底控制。

动; 同时对于已沙化土壤和盐碱地, 也要采取诸如
耕作措施、
林草措施、
工程措施等尽可能地加快治

( 二) 重视立法, 加大执法力度。在目前人们

理步伐。这就要求国家要增加投入, 搞好规划, 制

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下, 通过法
律法规对破坏生态环 境的行为进行 约束非常重

定好相关方针、
政策, 健全专业系统, 发动人民群
众一起致力于该项工作。唯有如此, 才能消灭蝗

要。建国后, 虽然我国颁布了 环境保护法 、 森

虫滋生的又一源头。

林法 等法规, 但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灾害防治

( 四) 进一步加快防治蝗害的科学研究, 特别

法来准确界定灾害防治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 这方
面的立法工作还有待加强。在加强立法的同时,

是生物治蝗技术的研究, 从而使治蝗工作走上生
物防治的道路, 以降低农药污染公害, 促进生态环

还需要加大对现有法规的执法力度, 还必须建立

境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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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ocust calamities in China since 1949
GAO Dong mei
( College of Hist ory and Cultur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y, Shijiazhuang, H 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Severe locust calamities happen once every t hree to five years on average. Each occurrence
dest roys a hug e area, severely threat ening the security and t he g row t h of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ion,
and even the social st ability. Since t 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owever, eff icient measures have been t ak
en to deal w ith t he locust s. A rescue syst em has been set up w it h chemical prevent ion and geographical pro
jects. In addit ion, a series of prevent ive project s since 1950s t ill 1980s have substant ially improved from
prevent ion st ag e t o curing, and eradicat ion stage. Hence, w ith t he increasingly prevent ive compet ence of
locust calam it ies, China has basically achieved the bi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Key words: since t 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prevention of locust calamit ies; t reatment pro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