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贵州省图书馆
打造的24小时城市书房
正式对外开放，城市书房
配有纸质书近万册，阅览
座席30余个。城市书房
提供24小时图书自助阅
览、自助借还及自修服
务，给市民们带来了一个
全时段阅读、学习的好去
处。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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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察

油楠是我国热带雨林的高大乔木，也称“柴油树”，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油楠树
干富含油状液体，经钻孔后可大量泌油，稍加处理可作燃料油使用，活似建在大森林中的天
然“储油库”。油楠具有香料香精开发、药用制剂研制、珍贵木材利用和庭园绿化等多种用
途，具有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油楠是豆科油楠属高大乔木，又称柴油树、香脂树、蚌壳树、科楠、曲脚楠。原生分布于
我国海南，垂直分布于10-800米，为热带低地雨林和沟谷雨林的优势树种，其适应性强、耐
干旱、用途广，现已被引种至云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省（区）大量栽培。

油楠主要生长于海拔700米以下的热带低地雨林和沟谷雨林中，位于林分上层，树干通
直、树冠平展，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为海南四“楠”之一。

油楠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源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主任黄泉1981年对
油楠的报道：“一般树高12-15米，胸径40-50厘米的油楠就有‘油’形成；在采伐过程中，当锯
到心材的‘油区’时‘油就喷流而出’；伐倒后，锯面上仍如涌泉、涓涓流出；通常每株约可收集
20-50斤，最多的可在100斤以上。”为此，油楠作为“柴油树”而声名鹊起，广受大众关注。

随后，人们对油楠愈发重视，相继探访其分布生境并调查种群数量，发现在海南西南
部、东南部和中部均有原生分布，共约2万株，并在海南乐东尖峰岭发现一株油楠王，胸径达
1.8米、树高35米。最近，在昌江霸王岭发现了油楠“二当家”，胸径达1.23米，树高25米左
右。

鉴于油楠富含油液、颇具特色，人们希望在化石能源日渐枯竭的今天，充分发挥它的强
项，在种植能源林和建立“柴油”库等方面有所建树。虽与之相见恨晚、交谈甚欢，但因其

“性格”变化多端，引得人们对其探究兴趣盎然。
油楠为海南省二类材，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珍贵用材树种之一，已被列为国家木材储备林

建设树种、海南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名录。油楠为散孔材，材质坚硬，气干密度为每立方厘米
0.52-0.85克，木材比重约为0.6-0.7。纹理通直略交错，心材部分有含油之触感，色泽为黄褐
色至红褐，具有深色条纹，具有香气，耐海水浸渍，可供船舶工业用作船板、龙骨、肋骨、桅杆、
船舵等。木材径面花纹美观，油漆性能良好，供做仪器箱盒、缝纫机台板和钢琴外壳及乐器
等。在其他有油楠属分布的东南亚各国，居民也常利用油楠木的耐腐特性制作水车。

油楠树体高大挺拔、秀于林层、树冠平展、枝叶婆娑，苍翠欲滴，在热带雨林中独树一
帜。当劲风疾吹，如万马奔腾，似碧波荡漾。4-5月，花序簇生于冠层，树顶金黄、舞蝶翩
跹、熙光映照，蔚为壮观。7-8月，荚果成熟，类似蚌壳状（故又称蚌壳树），外部密布散生、
短直硬刺，刺梢密被油滴，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目前，在海南万宁兴隆植物

园、儋州市和定安县等地广泛作为行道树和造景树，同时被
引种至云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省（区）进行大量栽培，成
为南亚热带地区具有较广阔应用前景的珍贵树种。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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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金 之 都黄 金 之 都 ””三 门 峡 黄 河 流 碧 水三 门 峡 黄 河 流 碧 水
□□ 苏晓南

初秋时节，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上
观游，只见坝下排水口巨浪翻滚，向
着下游咆哮而去；河岸景观错落有
致，由水草、芦苇、油葵等构成的湿
地，梯田等逐级上延；远处的水鸟，不
时腾空而起，飞向天际……在动与静
之间，黄河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同时
也不乏温柔。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东北部
的三门峡黄河大坝，北邻山西省，西
邻陕西省，被人们称为豫西“金三
角”。

三门峡黄河大坝是我国在黄河
干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
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

“近年来，三门峡段的黄河水大
部分时间是清澈的。”三门峡黄河明
珠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宪荷表
示，三门峡大坝的上游90公里与下游
200公里之间的河道，除了7月至9月
的汛期，一年有9个月左右都是清澈
的。每年大坝有16亿吨泥沙流入和
流出，基本上是平衡的。

实际上，此处黄河不是大家印象

中的黄水河，而是一条清水河！据统
计，黄河三门峡段河水平均含沙量由
2017 年 29.1kg/m3，变 为 2019 年 的
9.1kg/m3，减少了70%；7个国、省控考
核断面，其中 6 个断面水质为Ⅰ-Ⅲ
类，水质优良。1 月至 6 月，7 个地表
水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2.9%，三门峡
市境内河流水环境质量总体优良，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总达标
率稳定为100%。

“但在治理前可不是这样。由于
上游有很多人采金矿、搞冶炼，导致
这段黄河水成了污染水。我们守在
黄河边，却不敢喝黄河水，只能自己
挖井水喝。”三门峡市北营湿地巡护
员纪正群介绍，现在黄河的生态环境
变好了，黄河水又能喝了，连大天鹅
也飞来了，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场
面很壮观。

据介绍，三门峡市的“黄（黄金）、
白（铝土矿）、黑（煤炭）、红（林果）”享
誉全国，其中，黄金产量已连续36年
蝉联全国第二位，三门峡也因此被称
为“黄金之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三门峡工业占到全部经济总量的
70%，而资源型产业又占到工业总量
的70%，三门峡经济增速曾一度高达
33%，成为了全国的一匹“黑马”。然
而，单纯依靠资源初加工形成的粗放
式经济发展方式却带来了高污染、高
消耗、高风险和低效益，同时，伴随着
资源的逐步枯竭，三门峡面临着资源
难以为继、发展难以持续、环境难以
承受的局面。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
繁，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
困难和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先天不
足的客观制约，也有后天失养的人为
因素。可以说，这些问题，表象在黄
河，根子在流域。

针对当地实际问题，近年来，三
门峡市在推进“蓄清排浑，四库联调”
等水沙调节的同时，加大了全流域水
污染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力度。

“黄河水质的巨变，是生态综合治
理的结果。”三门峡市市长安伟介绍，
近年来，三门峡重点推进了总投资
42.61亿元的黄河18条一级支流生态

修复与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73.26亿
元的三门峡全域山洪沟综合治理及地
质灾害处理工程；总投资66.16亿元的
黄河（三门峡段）河道及岸线综合治理
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

对于三门峡市来说，生态环境治
理只是第一步，如何破解资源依赖困
境、实现对黄河的可持续性保护，这
也是一项长期的重点工作。为此，三

门峡市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除了
对传统黄金产业进行关停并转和高
标准环保改造外，也在积极引进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半导体等新
兴产业，力推以苹果、香菇为龙头产
品的绿色农业，同时以大天鹅为城市
新名片，大力发展摄影基地、生态旅
游等项目，形成了一二三产协调发展
的新格局。

“资源型城市能否转型成功，关
键在于能否培育出发展的新动能。”
三门峡市市委书记刘南昌表示，通过
改革赋能，在人才支撑、科技驱动、金
融催化等方面下功夫，目前三门峡市
已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绿荫城，以水润城市，以文化
城”，相信三门峡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甜 柿 山 区 脱 贫 致 富 的“ 金 果 果 ”
□□ 杨 旭

秋意宠富春，硕果满枝头。为进
一步加大甜柿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应
用推广力度，助力甜柿产业成为农民
增收的新增长点，9月29日，全国“太
秋”甜柿优质产品评比及技术交流
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小
剡村永安山召开。来自浙江、江苏、
湖南、湖北等省区的“太秋”甜柿专
家、产业推广工作者，以及种植户100
余人，齐聚富春山居图原创地——富
阳，共享一场“柿”觉盛宴，共谋林特
产业发展，共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践行成效。杭州富阳林特果
品丰收节同期举行。

“太秋”甜柿是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首席专家龚
榜初研究团队，经过十六年的选育获
得的新品种。因其味道独特、果形
好、丰产稳定等特点，“太秋”甜柿入

选“2018年度中国最受关注的水果品
种10强”，并成为国家重点推广的优
质山地果树。而富阳则是“太秋”甜
柿苗木和技术向全国辐射的源头。

富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一
君表示，富阳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加强与亚林所的合作，不断把林业

“两山”理论推向深入，加快建设高质
量绿色富民林业产业，为全省乃至全
国林业践行“两山”理论提供新思路。

“‘太秋’甜柿是未来水果的希望
之星，同时也是对栽培技术要求很高
的品种。”中国园艺学会柿分会理事
长、华中农业大学罗正荣教授表示，
此次会议旨在通过对产品的鉴评和
生产经验的交流，让“太秋”甜柿产业
在壮大全国林特经济、助理乡村振兴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地种植户也纷纷表示，此次品

鉴技术交流会没有白来，既能和其他
甜柿种植大户切磋，又能学到专业的
科学种植技术，收获颇丰。

近年来，甜柿在云南、江西、广西
及浙江欠发达地区推广种植，取得显
著成效。尤其是“太秋”甜柿，已成为
助力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金果果”。
目前“太秋”甜柿市场售价为 40~70
元/公斤，7~10 年盛果期的亩产 2000
公斤以上，亩产收入可达8~10万元。

在永安山甜柿试验基地里，该基
地负责人李荣富介绍说，今年他有20
亩太秋甜柿进入投产期，预计今年产
量可达3.5万斤，产值达到123万元。

“真正是尝到了好品种、好价格的甜
头了。”

此次活动由中国园艺学会柿分
会、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杭州市富阳
区人民政府主办联合主办，期间，还

举行了全国优质甜柿产业发展论坛
及生产经验交流会。与会专家、学者
和优秀甜柿生产者们，共同围绕甜柿
主要栽培管理技术、主要病虫害防控
技术及产业实践展开探讨。

会上，通过对全国各地“太秋”甜
柿优质产品的评比，评选出金奖 10
名、银奖15名、铜奖4名。其中，浙江
省杭州市富阳区李荣富家庭农场、昆
山市巴城镇龙潭湖果蔬专业合作社、
广西自治区苍梧县日清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等 10 家单位获得首届“太
秋”甜柿优质产品鉴评金奖；云南省
蒙自县云南甜柿开发有限公司、湖北
省仙桃县柿缘柿业专业合作社等15
家单位获得银奖，四川省仪陇县仪陇
悦湾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陕西杨
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柿种质资
源圃等4家单位获得铜奖。

林业经济是一二三产有机融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近年来，贵
州以林下经济、特色林业、国家储备
林、森林康养等产业为抓手，推进林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凭借独
特的自然生态、多彩的文化、良好的
资源禀赋、强健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加持，不断释放着蓬勃的发展
活力。

为促进贵州绿色生态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推介贵州特色林业产业项
目、林特产品优势及合作机遇，10月
12日，“黔货出山·风行天下”林特产品
产销对接会在北京举行。竹笋、刺梨、
皂角、油茶、花椒、天麻、茶叶等上百种
林特产品同时亮相，引人关注。

对接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
改司一级巡视员杜纪山表示，在新一
轮扩大开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行动
中，贵州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十
二大特色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
发展，大跨越。尤其是由省林业局牵
头实施的特色林业（竹、油茶、花椒、
皂角）产业和林下经济等传统优势产
业，成为农民增收、百姓致富，实现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贵州省林业局局长张美钧介绍
说，此次全力推动“黔货出山”、绿色
优质农林产品“泉涌”发展，不仅能够
有效促进贵州优质特色生态产业产
品实现内循环，还精准对接北京和全
国消费升级大市场，促进林农增收，
助推乡村振兴。

据了解，该活动在京贵两地政府
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特色

林业产业产品将会在基地种植、产品
精深加工、产销渠道对接、科技创新
支撑、品牌加速升级等方面落地生
根，为北京献上一份绿色、健康生态
厚礼的同时，也满足更多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健康消费的向往和追求。

张美钧称，在新的发展阶段，贵
州将继续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力
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
略行动，以日益进取的铿锵步伐，不
断开创新优势、新机遇、新前景。从
种植、加工、销售，到文旅、品牌、科技
创新为一体，聚焦特色林业全产业链
提质增效，2020 年至 2022 年全省计
划完成特色林业产业590万亩，产值
700亿元，做足林下经济文章。同时，
在项目用地、投资融资、人才培养等
方面大力支持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继

续把森林康养项目纳入重点工程，实
现林业经济与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
深度融合。

除此之外，还从财政资金、金融等
政策优惠、“黔林优选”营销平台支撑、
服务规范等全面优化投资环境，建立
林业产业发展的支撑保障体系，为招
商引资搭建好政策、好环境、好平台。

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由贵
州省林业局、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北
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主
办的“黔货出山·风行天下”活动，构
建了“招商引资+项目推介+现场互
动+产销对接+主题研讨”五大功能
版块，充分展现出贵州林业产业特色
和产品亮点。

活动期间，在贵州省特色林业产
业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上，现场签约5
个林业项目，金额达108.8亿元。

科普时报讯（胡利娟）国庆中
秋长假期间，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
客 999 万人次。各个公园风景区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超过 2 万名职工坚守岗位，在保证
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同时，有序做好
各项游园引导工作，让游客逛得放
心、玩得开心。

10月8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尤其是3日至7日，
每天游客量更是超过130万人次，各
公园实行了严格的疫情防控和客流
管控措施，游园总人数较去年同比减
少14%。其中，共有414万人次走进
城区公园，而郊区公园共纳客305万
人次。颐和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日
均游客均超 5 万人次，圆明园公园、
北京动物园等热门公园也迎来日均
过万的客流高峰。

为了实现游园客流有序管控，北

京市81家客流量较大的公园坚持实
施网上预约入园，通过推行分时段预
约游园，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游
园，确保游客量控制在瞬时最大承载
量的75%以内。据统计，全市共有近
54 万名游客通过网上预约畅游公
园。对外地来京的未预约游客，各大
公园也通过灵活安排游园时段，满足
广大游客需求。

小长假期间，北京市公园风景区
纷纷通过花卉布置等方式实现景观
环境提升，各大公园内秋色旖旎，美
不胜收。同时，还推出花卉展摆、文
化展览、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等60余
项特色文化活动，为市民提供丰富多
彩的游园体验。

统计显示，北京市公园共摆放花
卉 415 万余株，总面积近 12 万平方
米，246个特色花坛为市民游园营造
出热烈祥和的喜庆氛围。

科普时报讯（吕雪莉）国庆当
天，中科院雪豹科研团队收获惊喜：
在位于祁连山东端的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首次拍摄
到雪豹母子玩耍嬉戏的影像。

据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连新明博士介绍，今年 7
月，该研究所和互助县北山林场共
同启动北山林场野生动物红外相机
调查工作，共布设 24 部红外相机。
10月1日，他的团队在互助北山国家
森林公园浪士当景区山谷内，例行
更换红外相机存储卡和电池时，意
外发现：该红外相机于9月4日记录
到雪豹母子影像。

“这真是个惊喜的发现！”连新明
说，这里位于祁连山的最东端，距互助
县城33公里，距青海省会西宁城区仅
55公里（直线距离）。此发现意味着将
雪豹的分布区延伸到了祁连山最东
端，丰富了雪豹分布区记录，也是青海
东部首次记录到雪豹实体影像，意义

重大。
据介绍，这里过去曾疑似有过雪

豹，但是从来没有被证实过。雪豹，
位于高山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因其
常在亚洲腹地的高山雪线附近活动，
善于攀岩，行踪隐秘，被誉为“雪山之
王”。据连新明团队提供的视频画面
显示，一只大雪豹带着一只小雪豹在
镜头前“秀亲昵”，看上去长得浑圆浑
圆，是一对母子在玩耍。

此外，调查还记录到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梅花鹿（野化的自然种群）、马
麝以及斑尾榛鸡和红喉雉鹑；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马鹿、石貂、荒漠猫、蓝马
鸡，另有青海省保护动物赤狐、西伯
利亚狍等。

专家分析，从物种多样性角度
讲，天保工程实施后，互助林场的森
林面积在增加，浪士当景区下部是森
林，上部有草原草甸，还有高山流石
滩。正因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所以孕
育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黔货出山” 京贵牵手绿色助农
□□ 胡利娟

北京：小长假期间999万游客乐游园

青海：祁连山最东端首次拍到雪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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